






通风技术作为改善居住环境、工业环境、地下空间环境、城市环境的重要途径，作为减少火灾

等事故损失的重要手段，在暖通空调及其相关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在绿色建筑迅猛发展和应对雾

霾等空气污染的背景下，新的通风技术、新风处理技术、空气净化技术更是层出不穷。为总结通风

技术的科研成果和实践经验，促进通风行业技术的深入交流，推动通风领域产、学、研、用的技术

提升与产业融合。全国暖通空调两委会通风专业委员会组织召开“2017 年全国通风技术学术年会”，

安徽工业大学承办此次会议，会议于 2017 年 11 月 8 日 -10 日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召开。本次年会论

文集收录论文 97 篇，由《建筑环境与能源》杂志编辑出版。

本次年会的筹备工作得到了行业专家、企业的大力支持。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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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地区住宅卫浴间湿度变化及控制 
何梓豪 1，曹嘉琦 1，裴清清 1，许    雷 2

（ 1. 广州大学 ，广州市   510006 ； 2. 东北工业大学，仙台市   982-0000 ）

［摘   要］住宅卫浴间的淋浴空间内存在地面湿滑、长期高湿、霉变严重等问题，其卫生性和舒适性都有待提高。本
文测试了卫浴间的湿度变化和潮湿状况，并采取机械通风方式和加热方式，观察其实际除湿效果。

［关键词］潮湿；除湿；通风；加热；空气品质 

Humidity Variation And Control of the Residential Bathroom in Guangzhou Area 
He Zihao1, Cao Jia-qi1, Pei Qing-qing1, Xu Lei2

(1.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Tohok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endai 982-0000, Japan )
［Abstract］The shower space in the bathroom area has a lot of problems, such as the slippery ground，wet for long time and 

mold growing, which needs improvement in hygiene and comfort. This paper tests the humidity change of the bathroom, and adopts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d heating to observe its actual dehumidification effect.

［Keywords］damp; dehumidification; ventilation; heating; air quality 

0   引言 
广州地区地处中国南方，属于海洋性亚热带季风气候，

夏季高温、高湿，冬季阴冷、潮湿。这种长期潮湿的环境
加上现代人对卫生要求的不断提高，每天沐浴已经成为了
广州地区居民一种生活习惯，在炎热的长夏，有些居民一
天甚至洗两三次澡。这种洗浴习惯使得卫浴间内积聚了大
量的水蒸气，严重加剧了卫浴间的潮湿状况。

潮湿空气对住宅卫浴间的环境具有众多不良影响。
从设备安全角度看，由于卫浴间内空气的相对湿度接近
100%，使得空气中的水蒸气十分容易在设备、电气管路
表面结露，从而产生安全隐患。从人体健康角度看，由于
长期潮湿造成卫浴间墙壁表面长出霉菌，而这些霉菌对人
体健康会产生诸多不良的影响，比如会使得居住者患上如
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等变态反应性疾病 [1]，严重威胁
人体健康。

一般情况下，可以通过开窗等自然通风方式将卫浴间
内高湿空气排到室外，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下降到可接受
的湿度范围内。然而，广州地区的高湿环境使得利用自然
通风方式除去卫浴间的高湿度空气变得十分困难。在自然
通风的基础上辅以其他方式，才能保证卫浴间拥有相对干
燥舒适的环境。其中，最常用的莫过于机械通风方式。这
种方式通过排风机将卫浴间内的高湿空气和污染物抽走，
同时使卫浴间内产生负压，让新鲜空气从门缝或百叶进入
卫浴间，同时确保卫浴间内的高湿空气和污染物不会扩散
到其他房间 [2]。

广州地区在高湿天气期间，机械通风未必能完全满足
除湿需求，还需辅以其它除湿方式，故本研究将对广州地
区某住宅卫浴间进行测量，并采取机械通风及加热等综合
措施，观察其实际除湿效果。
1   实验测量 
1.1   实验卫浴间的基本概况 

本文实验对象为广州地区某住宅卫浴间，此住宅
卫 浴 间 为 六 面 体 结 构（ 长 2000mm× 宽 1700mm× 高
2500mm），并在东面墙体上设置有一扇窗户，排风扇设
置于卫浴间侧墙上方，加热装置（1.2kW）则安装在卫生

间进风口处。考虑到人们通常是在夜间进行洗漱，同时为
了避免太阳透过窗户直射到卫浴间所造成的辐射影响，故
实验设定在夜间进行。

卫浴间下方有一尺寸为 20mm×700mm 的细长缝隙，
可视为进风口进行处理。卫浴间内设有三个卫生器具，分
别为一个淋浴喷头、一个盥洗盆、一个坐便器，满足《住
宅设计规范》（GB 50096–2011）条文 5.4.1 要求 [3]。在实
验中，分别在夏季室外湿度状况良好以及在冬春交替期间
室外湿度状况恶劣的条件下，在居住者淋浴后，采取或不
采取机械通风和加热措施，并测量卫浴间的潮湿状况。
1.2   评判标准 

一般情况下，居住者在卫浴间的停留时间并不算太
长，舒适性要求可以稍微降低，而更应关注卫生要求。若
卫浴间缺乏良好的通风换气而室外湿度环境又较为恶劣，
则会使得墙壁出现结露发霉的现象。有调查研究表明，诸
如青霉菌、曲霉属真菌、枝孢属真菌经常出现在相对湿度
为 75% 到 95% 之间的墙壁上 [4]。参考《民用建筑供暖通
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2012）条文 3.0.3 对
Ⅱ 级热舒适级的要求 [5]，为了保证卫浴间不滋生霉菌，同
时也考虑到卫浴间的湿度要求不必过于苛刻，本文将采用
75%RH 作为可接受的、安全卫生的湿度标准，即当卫浴
间内相对湿度降低至 75% 或以下时，除湿手段可视为有效。
1.3   测点布置情况 

在本实验中，把卫浴间根据形状尺寸等分成 4 个区域，
综合考虑人们身高以及活动范围，在高度为 600mm、
1200mm、1800mm 处各设置一个平面，保证每个区域、
每个平面都至少有一个测点，并在排风口中心各布置 1 个
测点，合共 14 个测点，如图 1 所示（进风口 f 在门口处，
未标出）。

图 1   卫浴间内测点布置情况
作者简介：何梓豪（1992—），男，广东广州，在读硕士研究生。

Email: hezihao@e.gz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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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实验卫浴间的具体尺寸，将每个测点的三维坐标
确定下来：

（1）高度 Z=0.6m 的 1 平面上的各个测点坐标分别为
a1(-425, 500, 600)，b1(425, 500, 600)，c1(-425, -500, 600)，
d1(425, -500, 600)；

（2）高度 Z=1.2m 的 2 平面上的各个测点坐标分别
为 a2(-425, 500, 1200)，b2(425, 500, 1200)，c2(-425, -500, 
1200)，d2(425, -500, 1200)；

（3）高度 Z=1.8m 的 3 平面上的各个测点坐标分别为
a1(-425, 500,1800)，b1(425,500,1800)，c1(-425, -500, 1800)，
d1(425, -500,1800)；

（4）以及排风口处的一个测点 e(0, 0, 2500)。
1.4   测量仪器 

（1）湿度测量
本实验采用 AM2315 数字温湿度传感器（湿敏电容数

字温湿度复合传感器），其湿度测量范围为 0~99.9%RH，
精 度 为 ±2%RH； 温 度 测 量 范 围 为 -40~120℃， 精 度 为
±0.3℃。

（2）通风量测量
本实验使用热球风速仪测量室内风速，热球风速仪携

带方便，对于住宅室内这种风速较低的情况测量结果准确，
测量范围为 0.05~10m/s，误差为 ±4%U，分辨率为 0.01m/s。
1.5   实验方案 

环节一：在室外湿度条件良好的情况下，实测卫浴间
在经过淋浴后开启机械排风情况下的潮湿状况；

环节二：在室外湿度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实测卫浴间
在经过淋浴后开启机械排风情况下的潮湿状况；

环节三：在室外湿度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实测卫浴间
在经过淋浴后没有开启机械排风情况下的潮湿状况；

环节四：在室外湿度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实测卫浴间
在经过淋浴后同时开启机械排风和空气加热装置情况下的
潮湿状况。
1.6   实验步骤 

（1）在卫浴间内及进风口处布置测点；
（2）打开淋浴喷头（淋浴水温约为 40℃），连续开

启 30min，模拟三人连续淋浴；
（3）30min 后关闭淋浴喷头，在环节一、二中需同时

开启机械排风装置，环节三中不用开启机械排风装置；环
节四中同时开启机械排风装置和加热装置；

（4）记录各个测点的温湿度数据。
2   实验过程与数据分析 
2.1   室外湿环境状况良好时有机械排风的实测情况（环节
一） 

实测时段进风口的温度和相对湿度在 25.2~26.5℃、

52.1~57.7% 之间波动。由于室外气候环境较佳，故室内并
未采取特殊措施控制温湿度，仅仅进行必要的自然通风，
从而使得住宅室内空气状态与室外趋于一致。淋浴前，卫
浴间墙面较为干燥，而淋浴结束后，墙上已经产生了明显
的潮湿表面，出现挂水现象。

淋浴后及时进行测试，然后将不同高度平面的测点数
据进行算术平均，与排风口处的测点数据结合，绘制出图 2。

通过排气扇强制排风，维持卫浴间内的负压，由于室
外湿度环境较好，从而通过门缝吸入的外部空气能够很好
地稀释卫浴间内的高湿空气。从图 2 中可以看出，在淋浴
结束后卫浴间内及排风口处湿度均接近饱和。进入卫浴间
内部观察得知，即便卫浴间采取干湿分区措施，用玻璃门
隔开淋浴区与非淋浴区，玻璃门外的非淋浴区墙面也已经
出现了凝结水。打开排气扇后，卫浴间内的相对湿度在一
开始的时候下降得较为迅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室内外
相对湿度差变小，从而使得相对湿度下降速度渐渐趋于缓
慢。至于排风口的相对湿度较室内高，原因在于排风过程
中，室内的空气基本上都是经过排风口排到室外，水蒸气
在排风口处浓度较高，从而造成排风口处的相对湿度较高。
在机械排风的辅助下，卫浴间内的相对湿度不到半小时就
下降到了目标要求的相对湿度（≤ 75%）。

由于本环节实验是在室外环境湿度条件良好的情况下
进行，所得出的结果仅适用于研究卫浴间内机械排风对湿
度的影响的基本状况，并作为参照组与之后的实验结果进
行对比。
2.2   室外湿环境状况较差时有机械排风的实测情况（环节
二） 

本环节和下一环节实测的天气背景是华南地区中特
有的“回南天”天气 —— 连续数日阴雨连绵，雾气笼罩
着整个广州城区，室外温度在 14.3~15.7℃ 范围内波动，
相对湿度则在 95~99.9% 之间徘徊。通过实测可知，进风
口相对湿度在关闭门窗的情况下处于 90% 左右、温度为
15~16℃ 之间。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中，各家各户都会紧闭
门窗，仅留下必要的空间通风，防止室外水蒸气分压力大
的水蒸气侵入室内，在实验中也采取了这种方式以降低室
内相对湿度。尽管如此，在进行淋浴之前，仍已观察到卫
浴间墙壁上有凝结水析出。

测试后将不同高度平面的测点数据进行算术平均，与
排风口处的测点数据结合，绘制出图 3。

卫浴间利用机械排风产生负压，通过门缝吸入的新风
其相对湿度在 90% 左右，与卫浴间内空气相对湿度十分
接近，应用这种方法置换卫浴间内潮湿空气的速率就会十
分缓慢。更重要的是，此时墙面上出现凝结水（淋浴前就
已经存在），说明墙壁表面附近的空气相对湿度已经十分

图 2   卫浴间内空气相对湿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图 3   卫浴间内空气相对湿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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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 100%，在这种情况下，与相对湿度为 90% 的主体空
气进行对流传质，并不能起到很好的置换作用。所以尽管
两个环节均采用机械排风措施，但二者的除湿效果相差巨
大。

从图 3 中可见，虽然卫浴间内相对湿度在半小时后逐
渐稳定在 92%，但是在通风 60min 后排风口湿度依旧在
95% 以上。之后继续监测 12h，保持相同的通风环境，可
观察到卫浴间内的墙面依旧有水膜覆盖，排风口以及卫浴
间内部的相对湿度远未达到卫生及舒适性要求。

由此可见，若室外湿度环境并不理想，甚至十分恶劣
的话，单凭机械排风手段是远难达到预期除湿效果的。而
且更为糟糕的是，如果为了通风而让卫浴间内的排气扇长
期开启，以维持卫浴间的负压，而其他部位又仅仅进行自
然通风，这样一来就会使该住宅单元整体都存在负压状态，
使室外潮湿空气源源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室内，加剧
室内的潮湿状况。
2.3   室外湿环境状况较差时无机械排风的实测情况（环节
三） 

在本环节中，室外气象条件与 2.2 节基本一致，只是
在淋浴之后并不开启机械排风装置在进行测试后，仍如上
述两环节一样处理，并绘制出图 4。

从图 4 中可见，在没有机械排风的条件下，即便经
过很长时间，卫浴间内的潮湿空气仍未排出卫浴间。由于
室外空气接近饱和状态，室内外空气的相对湿度非常接
近，即便是自然通风效率很高，也达不到降低卫浴间内空
气相对湿度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通风不畅，卫浴
间的潮湿情况比起辅以机械通风的情况下更为恶劣。正如
图 4 所示，只靠自然通风的话，即使经历 10 个小时，卫
浴间内的相对湿度依旧在 95% 以上。10h 后进入卫浴间内
部，发现此时墙壁以及地面仍有大量的凝结水积聚，这种
恶劣的潮湿状况甚至影响到了与卫浴间相邻的起居室。考
虑到此时住宅门窗都是紧闭的，外界环境对住宅室内的影
响微乎其微，起居室内的相对湿度由淋浴前的 89% 升至
91%，这原因只能是卫浴间内的高湿空气扩散到了起居室
内。这将导致起居室内的物体吸收更多的水蒸气，造成书
籍、墙壁发霉，并严重威胁人体健康。
2.4   室外湿环境状况较差时机械通风与加热并用的实测情
况（环节四） 

在本环节中，室外气候条件与 2.2 节基本相同，但在
淋浴后，同时开启机械通风和加热装置。仍如上述环节一
样对数据进行处理，并绘制出图 5。

与之前三个环节的实验结果不同，本环节中排风口处

的空气湿度下降得比卫浴间更快，其原因在加热装置是设
置在排风口处，造成排风口处的空气温度要高于卫浴间内
部的空气温度，故而排风口的相对湿度会低于卫浴间内部。

在本环节中，对空气进行加热的过程可视为等含湿量
加热过程。随着温度上升，空气中的饱和水蒸气压力不断
上升，在含湿量不变的情况下，这将使得相对湿度不断降
低。从图 5 可以看出，在机械通风的基础上引入加热方式
后，能够在 35min 内将相对湿度降低到 75%，达到目标的
相对湿度。当然由于采取了加热装置，根据实测，卫浴间
内温度上升了 3.5℃，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考虑到当时室
外温度在 14.3~15.7℃，温度的提高不但没带来消极影响，
还能提高人体的舒适感。并且，在采取这种除湿措施的
60min 后，进入卫浴间内部观察，发现大部分的墙面已经
变为干燥，只剩下少部分墙面仍留有水滴，这对遏制霉菌
滋长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采用这种方式，卫浴间内的湿度条件能在大约半小时
内达到 1.2 节提出的目标要求，故在室外气象条件恶劣的
条件下，机械通风与加热方式相结合是较为合适的除湿方
式。
3   结语 

在广州地区，影响卫浴间热舒适的最大问题在于湿度
过高，如果有效解决卫浴间高湿问题是重中之重。通过以
上四个实验结果的比较可以看出，单纯的机械排风仅仅在
室外湿环境状况较好时有效，在这种条件下，不到半小时
就能达到 75%RH 的目标。而一旦遇上类似“回南天”这
种室外湿环境恶劣的状况，仅凭机械通风并不能够起到良
好的除湿效果，即便开了一个多小时的排气扇也无法将室
内的相对湿度降低到 90% 以下，更不必说只采用自然通
风的方式来降低相对湿度，此时，需要在机械排风的基础
上辅以加热空气的方式，方可取得较为理想的除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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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卫浴间内空气相对湿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图 5   卫浴间内空气相对湿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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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住宅是人们每天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中国飞速发展的

今天，生活的便利使得人们在室内的时间越来越多，据统
计人在一天中有 80% 的时间是在室内度过的，新鲜清洁
的空气是人们身体健康和生活品质的基础。目前空调已成
为每个家庭的必需品，尤其在南方地区常年高温高湿，空
调更是必不可少，我国住宅目前还是以分体空调为主，空
调环境下为室内封闭的内循环，只能提供良好的温、湿度
环境，并无室外新风的引入，室内散发的污染物也无法排
出，长期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对人体健康不利。近年来，
室内空气品质问题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有关调查发
现，目前出现的各种室内空气品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通
风不良造成的，即新风量不足所造成的。本文通过对广州
住宅通风存在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并对目前国内市场上
各种新风系统形式进行对比分析，最后为广州地区气候不
同住宅选用新风系统形式提出建议，并且指出今后住宅新
风系统的应用还需解决的问题。
1   住宅通风现状及问题分析

现有住宅主要采用自然通风方式，用户开启门窗，在
风压和热压共同作用下实现室内外空气的交换。由于自然
通风不需要借助任何机械设备，只需用户根据需求打开窗
户，就能将室外空气引入室内，具有通风效果好、节能、
无噪声干扰等优势，同时也使得自然通风的应用也存在一
定的局限。目前广州地区住宅自然通风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广州位于我国南方，主要为湿热型气候，夏季持
续的时间特别长，冬季的时间则相对较短，全年温度较高
并且湿度较大，雨量充沛，空调季较长。目前住宅普遍采
用分体空调居多，室内空气封闭循环，并无室外新鲜空气
补充，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间会感到身体不适，易出现空调
病等症状，此外，广州梅雨季节时间长，相对湿度极高，
该段时间开窗通风，会加重室内的潮湿状况，甚至引起霉
变。

（2）目前住宅建筑越来越密集，室外灰尘、施工带来
的颗粒污染物、工业排放的等各种有害气体，甚至相邻住
宅之间的厨房油烟污染，都会通过开窗进入室内，影响室
内空气质量 [1]。另外，室外环境噪声污染逐渐严重，越来
越多的居民反映室外环境吵，开窗通风会带来室内噪声污
染，影响室内人员正常工作、休息，笔者曾对广州地区自
然通风应用现状做过相关调研，调研结果显示在居民关窗
主要原因中，外面吵，有噪声，隔绝噪声而关窗的比例高
达 72%，说明目前室外噪声已严重影响居民开窗通风，而
长时间的关窗，不利于空气流通，室内人员在室内活动散
发的 CO2 等污染物聚集在室内，无法排出，室内空气质量
也越来越差。

（3）随着建筑节能的逐步深入，新建建筑门窗气密性
越来越好，依靠门窗渗透已无法满足室内人员换气需求，
有学者曾对上海、北京等地区的住宅室内换气次数进行了
测试研究，测试结果显示，室内换气次数普遍较小，通风
换气效果不好 [2]。另一方面由于大量装饰材料的使用，室
内散发的污染物如果不能及时清除，病态建筑综合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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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化学物过敏症状越来越多，室内空气污染严重 [3]。
因此，更积极地采用主动方式解决室内通风换气问题，

改善室内环境十分必要。住宅新风系统在西方发达国家已
经非常成熟，新风系统已是新建楼盘必备系统，有的国家
甚至把新风系统作为健康建筑的法定配置，在日本，新风
系统市场逐年增长，甚至成了衡量房屋是否合格的标准 [4]。
而在我国，新风系统才刚刚发展，普及率低，近年来，一
些地区的小区住宅纷纷引入住宅新风系统，市场也逐渐有
各种新风系统形式出现，但是由于缺少相关研究，新风系
统在设计、应用还存在一系列问题，有学者曾对杭州的户
式新风系统项目做过详细调研，调查统计表明，多数户式
新风系统均存在噪声大、新风量不足、排风效果不明显、
安装过程中未按照施工要求等问题 [5]。本文通过对比分析
各种新风系统形式，分析其存在的具体问题，结合气候特
点、住宅特性选择合适的新风系统，将这种健康通风方式
广泛应用于住宅建筑中。
2   住宅新风系统原理及系统形式

住宅新风系统是为改善室内通风换气，通过新风机和
具有送（排）风功能的管道，有组织的向室内引入新风，
达到换气目的，为室内人员呼吸代谢提供所需氧气，降低
室内污染物的浓度，消除室内异味，提高室内空气质量。
目前应用的住宅新风系统形式按照不同的送、排风方式可
分为无管道新风系统（壁挂式新风系统）、户式单向流新
风系统、户式双向流新风系统、集中新风系统。
2.1   无管道新风系统

壁挂式新风机为室内提供新风，连续不断地维持室内
送、排风量平衡，根据新风引入方式不同又可分进气型和
排气型，可装设在外墙或外窗，安装便利。通常，送风机
安装在卧室，起居室外墙或外窗上，直接将室外空气送入
室内，也可以对室外空气预处理再送入室内；排风机则安
装在卫生间或走道。无管道新风系统设备简单，功率小，
可 24 小时连续运行，风机可以挂在外墙或室外阳台，室
内无需布置风管，便于操控和日常维护，成本和运行费用
较低，对二次装修影响小。
2.2   户式单向流新风系统

图 1   单向流（负压）新风系统原理图

户式单向流是指由单个风机通过风管将室外新鲜空气
送入室内或将室内空气排出室外，同时需要在外墙设置自
然进风口或自然排风口。按照送排风形式不同，户式单向
流又有两种组合方式：机械送风 + 自然排风、自然送风 +
机械排风（负压新风系统），机械送风 + 自然排风形式，

新风机一般布置在室外阳台，从外墙引入新风，并结合空
气过滤装置对新风过滤，然后送入室内各个房间，需要结
合房间特性合理布置送风方向和风口相对位置，室内相对
于室外为正压，风机运行时不断有新风送入室内，同时室
内污浊空气通过排风口排出室外；自然送风 + 机械排风形
式（负压新风系统），如图 1，风机一般布置在阳台、卫
生间吊顶内，排风口布置在污浊空气较多位置，风机运行
时将室内空气排至室外，室内形成负压，室外空气便在室
内外压差作用下通过进风口进入室内。单向流新风系统结
构较简单，主机和管道占用空间少，购置成本较低。该系
统缺点是对房屋气密性要求高，且系统运行时，不能打开
房间窗户，否者室内不能形成压差，新风系统失去作用。
2.3   户式双向流新风系统

户式双向流新风系统由双向流新风机、室内送风管、
送风口、排风管、排风口等组成，其中双向流新风机由送
风机单元和排风机单元，室外空气在经过净化过滤后，由
新风机经送风管送入送风口，再由室内送风口进入客厅、
卧室；排风口布置在卫生间或走廊等室内空气相对污浊的
地方。与单向流新风系统相比，双向流新风系统结构相对
复杂，主机和管道占用空间多，购置成本和维护费用也高。
户式双向流系统可在双向流新风机组内设置换热模块，室
外新风和室内排风通过新风机组内的热交换器进行能量交
换，从而减少夏季冷量（冬季热量）的损失，在改善室内
空气品质的基础上，可减少对室内温度影响 [6]。
2.4   集中新风系统

集中新风系统原理与户式新风系统原理相似，不同点
在于将分布在每一户的送、排风机改为集中设置的新风机
组或排风机组，是一供多的集中新风系统，由风管为户内
送风、排风，同户式新风系统类似，集中新风系统也分集
中单向流、集中双向流系统。由于集中新风系统风机放在
设备机房内，用户无需检修工作，由专业人员统一检修维
护，减少了日常维护给用户带来的干扰。

目前集中式新风系统，一般由开发商自行配套，一般
在交房前就已经把新风系统安装好，主机不占用吊顶空间，
噪音小，但集中式新风系统运行维护影响大，影响到每一
户。笔者通过对某设有集中式新风系统的住宅调查发现，
该项目由开发商配套设置的集中式住宅新风系统只是简单
的将新风送入户内，每户仅设一个送风口，并未设置风管
对室内各个房间布置风口，如果室内房间门关闭，房间内
就很少有新风进入，那么新风系统就形同虚设，另外，集
中式新风系统由于新风计量困难，难以收费，因此目前住
宅设置的集中新风系统大多未对新风进行预处理。
3   新风系统比较与应用

结合我国目前住宅状况以及市场上住宅新风系统的应
用情况，集中式新风系统计存在户间串气、高低层各户风
量不均匀等问题，且计量、收费问题较难解决 [7]，据了解
目前在住宅中应用的集中新风系统多为开发商为了楼盘销
售设置的，实际运行并无太大效果的形同虚设的设备系统，
因此，集中新风系统目前还难以在国内住宅普遍推广应用。
显然户式新风系统、无管道新风系统更适合国内住宅应用，
因此，本文仅对无管道新风系统和户式新风系统进行对比
分析。
3.1   适用范围比较

由于无管道新风系统（壁挂式新风系统）室内无需走
管，装修后也可安装，用户可直接根据住宅户型、自身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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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选择带过滤或净化作用的壁挂式新风机，因此无管道
新风系统应用范围广，单个房间、普通住宅、公寓都可应
用；户式单向流新风系统结构较简单，主机和管道占用空
间少，安装时对室内装修影响小，多适用于 70~100m2 的
普通住宅；户式双向流新风系统比单向流新风系统结构复
杂，主机和管道占用空间多，对装修要求较高，安装没有
单向流方便，并且成本和维护费用较高，因此多用在面积
较大的精装修别墅或公寓内，结合户式中央空调设计，在
普通的住宅中应用较少。
3.2   室内换气效果比较

户式双向流新风系统在单向流新风系统的基础上增加
了排风系统，送风和排风可以同时进行，可以根据要求设
计新风的流向，增加了换气的效果，因此户式双向流新风
系统换气效果明显优于单向流新风系统。无管道新风系统
一般由用户根据需求自行在房间安装，或结合管道每个房
间设置送风口或排风口，可以只安装在个别室内换气要求
高的房间，由于壁挂式新风系统各个房间进、排风口相互
独立，一般为用户自行购买安装，未经专业人员结合房间
户型设计确定气流组织路径，换气效果难以保障。因此，
对比三种不同形式新风系统室内整体换气效果，户式双向
流新风系统优于单向流新风系统，其次是无管道新风系统。
对新风系统的换气效果评价，还应结合计算流体力学 CFD
模拟的方法，根据住宅特性建立数学模型，通过模拟室内
温度、湿度等各参数分布，更直观的反应整体室内的换气
效果。
3.3   成本经济比较

通过上述三种新风系统适用范围与室内换气效果对比
分析可知，无管道新风系统和户式新风系统是适用于目前
我国住宅现状的，本文以广州地区一套 100m2 三室一厅一
厨一卫住宅为例，对此建筑分别考虑设置无管道新风系统、
户式单向流新风系统、户式双向流新风系统，以比较 3 种
新风系统的成本差异。通过对目前市场上三种新风系统价
格调查了解，当选择设置无管道新风系统时，确保卧室、
客厅均由新风进入，壁式新风机成本费加上安装费用，成
本约为 5000~6000 元；若设置户式单向流新风系统，新风
机、管道、风口、安装费，成本约为 3000~4000 元；若选
择带热回收的户式双向流新风系统，热回收新风机、送排
风管道、风口及安装费用，成本总造价约为 7000~8000 元，
通过对比发现，户式单向流新风系统成本最低，其次是无
管道新风系统，而带热回收户式双向流新风系统成本费用
最高。
4   结论

通过以上研究看出住宅室内通风状况有待改善，新风

系统设计、运行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住宅采用机械方
式有组织的引入室外新风势在必行。本文结合广州地区气
候特点以及目前住宅通风存在主要问题分析，并综合几种
新风系统的适用范围、室内换气效果、经济成本对比几种
新风系统得出以下结论与建议：

（1）室外空气污染、噪声污染越来越严重，新建建筑
气密性越来越高，对于住宅建筑，传统的自然通风方式已
无法满足室内人员基本换气需求，从根本上解决室内通风
换气问题，改善室内空气质量，还必须引入机械通风，即
住宅新风系统。

（2）综合几种新风系统适用范围、系统成本、管道安
装分析，对于普通高层住宅，装修前设置新风系统且住宅
所处地室外空气质量较好，室内管道安装受限时，建议选
用户式单向流新风系统；低层层高单栋住宅、公寓、别墅
等室内层高较高、装修允许、并考虑同中央空调结合安装
时，可采用户式双向流新风系统；已经装修好的住宅，仅
考虑改善室内部分房间的通风换气，如起居室、卧室，为
了避免安装新风系统对室内装修的影响，建议选用壁挂式
无管道新风系统，并请专业人员设计安装。

（3）目前新风系统在国内住宅应用较少，调查发现在
应用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如新风量不足、未合理设计新
风路径、未按设计要求安装、噪音大等，今后还应结合气
候特点，住宅特性，对户式新风系统的系统形式、设计、
气流组织影响因素及变化规律进行更深入研究，开发相应
住宅通风设备，进一步规范相关行业标准，推广新风系统
在我国住宅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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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49–53.
[5] 吴珍珍 , 沈宓 , 廖自立 , 等 . 杭州地区住宅户式新风系
统的运用 [J]. 建设科技 , 2008(12):49–52.
[6] 厉松 , 任慧忠 , 李云龙 . 住宅式中央新风系统的应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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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张传生 . 集中和分户式洁净新风系统在高层住宅中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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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目前，PM2.5 已经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也是对人体

健康危害严重的一类大气污染物 [1]，有文献 [2] 指出，
PM2.5 浓度升高后人日死亡率也有所升高。 据调查，人们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室内度过的，室内空气质量对人体有重
大的影响，且研究表明颗粒物对室内空气品质有着重要的
影响 [3、4]，因此对室内颗粒物的控制处理刻不容缓。

刘敏 [5] 研究了不同空调房间室内颗粒物的演变规律，
韩云龙、胡咏梅等人 [6] 研究了自然通风下室内颗粒物的分
布规律，主要集中在研究不同通风方式下室内 PM2.5 的污
染状况，并没有针对 PM2.5 采取过滤措施。在室外处于污
染情况下，如果建筑内不采取任何过滤措施，室外进入室
内的颗粒物浓度将与室外颗粒物浓度处于同一数量级 [7、8]， 
因此在建筑内设置颗粒物的过滤装置是非常必要的。宣凯
云、陈丽萍等人 [9] 对室内颗粒物浓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数
值模拟，对 PM2.5 过滤效率进行了研究，但是没有涉及到
室内不同布局的影响。

对于高校宿舍而言，由于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多，宿舍
人员密集且布局紧凑，导致室内空气品质差，而宿舍环境
对学生身体健康和学习生活都有着严重影响 [10]。尽管目前
大部分高校学生宿舍已经安装了空调，但所使用的空调偏
重于室内温湿度及风速控制，对颗粒物来说，所使用的过
滤器性能太低 [11]，对颗粒物过滤达不到要求。

为了了解引入新风对学生宿舍内颗粒物的稀释净化作
用，本文研究了使用新风机引入新风对宿舍内 PM2.5 的控
制处理。在门窗关闭情况下，采用壁挂式新风机向室内引
入新风，运用计算流体动力学方法模拟两种典型格局宿舍
在不同送、回风口设置下引入新风处理的前阶段 PM2.5 浓
度场的分布情况。

1   数学模型与物理模型
1.1   数学模型

宿舍内的颗粒物浓度与空气流动紧密相关，即室内空
气为连续相。

该研究中的 PM2.5 体积分数小于 10%，所以使用离散
相模型进行模拟。
1.2   物理模型

本文分别模拟了两种典型格局的宿舍，简化模型
分别如下见图 1、2。宿舍主要格局如图所示，上床下
桌，衣柜中间放置或两端放置，由上图可知宿舍布局是
对称的，在模拟时选取一半宿舍进行研究。整个宿舍尺
寸 为 6m×4m×3m， 门 1.2m×2m， 阳 台 门 为 2m×2m，
衣 柜 0.5m×0.9m×1.8m， 床 1.8m×0.9m， 距 地 1.8m， 桌
1.3m×0.9m，距地 0.9m。

引入新风对学生宿舍颗粒物的控制
袁    倩，李国建

（浙江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杭州   310000）

［摘   要］为了了解引入新风对学生宿舍内 PM2.5 的稀释净化效果 , 文章就使用新风机对室内 PM2.5 浓度场分布的影响
进行了研究。采用 fluent 数值模拟法分别对目前主要的两种格局的学生宿舍进行了仿真模拟，改变送、回风口位置，得到
在不同情况下引入新风时室内 PM2.5 的浓度场分布。分析对比模拟结果，得出在不同送、回风口布置情况下引入新风时两
种格局宿舍内 PM2.5 浓度场的分布规律及其净化效果，为新风机在学生宿舍的使用提供参考及理论依据。

［关键词］ 新风；PM2.5；浓度场；模拟

Control of Particulate Matter in Dormitory by Introducing Fresh Air
Yuan Qian, Li Guo-jian

(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00)
［Abstract］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introducing fresh air on dilu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PM2.5 in student dormitory, 

the influence of new fan on indoor PM2.5 concentration field was studied.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fluent is carried out to simulate 
the main dormitory of the two main modes. The concentration field distribution of indoor PM2.5 is obtained when the new wind is 
introduced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PM2.5 concentration in the two types of dormitories and the 
effect of purification which can be used as reference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use of new fans in student dormitories.

［Keywords］fresh air; PM2.5; concentration field; simulation

图 1   宿舍 1 风口布置图

作者简介：袁倩（1994—），湖北洪湖，在读硕士研究生。
Email：389923440@qq.com 图 2   宿舍 2 风口布置图

回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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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使用的壁挂式新风机，其新风机送风口位于阳台
门上方 0.2m 处，送风口尺寸为 0.4m×0.1m，为使颗粒物
更好地从室内排出，在房间底部设置回风口，每种房间设
置两种不同位置的回风口，其尺寸为 0.3m×0.2m，设置情
况如图 1、图 2 所示，与送风口同侧或与送风口异侧（在
整个房间中风口布置关于 ZOX 平面对称）。

模型设置如下表所示：
表 1   模型设置表

模型 宿舍类型 风口设置

一 1 送、回风口异侧

二 2 送、回风口异侧

三 1 送、回风口同侧

四 2 送、回风口同侧

2   条件设置
由于在使用新风机的前几分钟是室内颗粒物浓度场变

化最明显的阶段，且室内颗粒物浓度下降的速率也是人们
所关注的，通过参考相关文献，结合实际，本研究中先着
重研究了颗粒物浓度场在新风机开始后的 300s 内的变化
情况，接下来的情况有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在本文研究中默认室内温度为 300K，在此研究中主
要研究颗粒物浓度场变化，对温湿度变化及其影响暂时不

作考虑。进口边界设置为速度进口 (velocity-inlet)，出口
为流出风口 (outflow)，对离散相而言，进出口为 escape，
床为 trap。

室内颗粒物浓度主要受到室外颗粒物及室内散发源的
影响 [12]，在学生宿舍中人员与运行的电脑会散发颗粒物
PM2.5，使得桌面附近 PM2.5 浓度较大，假设其平均散发速
率为 3mg/h[13]，室外 PM2.5 浓度为 200μg/m3，新风机过滤
效率为 90%，即可得到送风中 PM2.5 浓度为 20μg/m3。

每 人 所 需 新 风 量 为 30m3/h， 人 员 所 需 总 新 风 量 为
120m3/h。考虑到学生宿舍人员密集，为保证良好的空气
质量，在此研究中取学生宿舍换气次数为 2.5 次 /h, 可得
室内所需新风量为 180m3/h，综合取宿舍新风量为 180m3/h。
由送风口尺寸可计算得送风速度为 2m/s。

室内初始浓度场由室内散发源及室外渗透风决定，在
该简化模拟中，我们不考虑特殊活动所带来的影响，模拟
室内颗粒物浓度场在新风机作用下的变化情况。坐标原点
在物理模型中心，人体一般的坐姿高度在 1.1~1.2m，在此
以地面 1.2m 处的面为监测面。在人员所在位置设置了监
测点 , 宿舍 1 中监测点坐标为 A1(-1.8,-0.1,-0.3)、B1(0.5,-
0.1,-0.3)， 宿 舍 2 中 监 测 点 坐 标 为 A2(-1.1,-0.1,-0.3)、
B2(0.5,-0.1,-0.3)。

图 3   宿舍 1 监测面 PM2.5 初始浓度场 kg/m3 图 4   宿舍 2 监测面 PM2.5 初始浓度场 kg/m3

图 5   模型一室内 PM2.5 浓度分布 kg/m3 图 6   模型二室内 PM2.5 浓度分布 kg/m3

图 7   模型三室内 PM2.5 浓度分布 kg/m3 图 8   模型四室内 PM2.5 浓度分布 kg/m3



 2017年第5期 | 建筑环境与能源 | 9

Civil Building Ventilation 民用建筑通风

室内初始颗粒物浓度场如图 3、4 所示，在渗透风及
室内散发源作用下形成。该模拟情况与实际情况相似，桌
面附近浓度越高且向周边浓度逐渐减小。
3   模拟结果

在 300s 后室内浓度场情况如图 5~12 所示（图中凹口
处为衣柜所在地）。
3.1   不同格局对 PM2.5 稀释效果的影响

对比图 5 与图 6、图 7 与图 8，由图所示 PM2.5 浓度场
图可知经过 300s 后宿舍 1 内 PM2.5 浓度整体小于宿舍 2。
可得出在宿舍 1 引入新风对 PM2.5 的稀释效果比在宿舍 2
引入新风对 PM2.5 的稀释效果好。
3.2   风口设置对 PM2.5 稀释效果的影响

对比图 5 与图 7、图 9 与图 11 可知经过 300s 后宿舍
1 在送回风口异侧时人员所在区 PM2.5 浓度较送回风口同
侧时小，即宿舍 1 送回风口异侧时新风机对室内 PM2.5 稀
释净化效果较送回风口同侧时好；对比图 6 与图 8 可知宿
舍 2 送回风口处于同侧时新风机对室内 PM2.5 的稀释净化
效果较送回风口异侧时好。
3.3   人员区净化效果

由监测点 PM2.5 浓度变化曲线图可知人员所在区的颗
粒物浓度在新风机合理布置作用下呈波动变化，总体呈现
下降趋势。
4   结论

（1）引入新风对室内颗粒物进行稀释净化在宿舍 1 格
局下的整体效果比宿舍 2 好。

（2）送、回风口位置要根据宿舍格局来确定。宿舍 1
选择送、回风口异侧，宿舍 2 选择送、回风口同侧。

（3）宿舍 1 格局下送、回风口异侧时整体净化效果最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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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模型一监测点 PM2.5 浓度变化曲线 图 10   模型二监测点 PM2.5 浓度变化曲线图

图 11   模型三监测点 PM2.5 浓度变化曲线图 图 12   模型四监测点 PM2.5 浓度变化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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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徽州传统民居外墙高大封闭，多开小窗或少开窗达到

防火防盗的目的，天井作为室内外的过渡空间，室内的通
风、采光、纳阳主要依赖于天井，还具有保温、遮阳、防
风、排水的功能 [1]。

国内外学者对天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天井民居夏季
热环境实测，不同开敞尺寸、形式天井的自然通风模拟优
化及对现有天井改造设计研究方面。实测结果表明天井民
居夏季室内舒适度高，日间天井温度缓冲层效果明显，夜
间天井热压通风作用明显，加速了室内热量散失，天井内
的植被与水体被用作促进天井蒸发降温的被动式元素，天
井对室内风环境的影响也受到建筑屋顶形式、墙体表面温
度的影响，天井的自然通风对提高室内舒适度有积极影响，
在自然通风条件下，人体所能接受的温度上限有所提高，
使得全年舒适时间延长 8%[2-5]，天井作为自然通风降温措
施在中东等湿热地区也使用较多 [6]；回字形天井民居的烟
囱效应较一字型天井民居更加明显，且对自然通风的调节
能力更强，能够更好的兼顾过渡季的通风以及冬季的防风，
长宽比大的天井，热缓冲作用明显，双天井比单天井带来
更大的通风潜力 [7-8]，利用 CFD 软件对不同尺寸和开口形
式的天井进行模拟，分析不同天井对室内空气龄的影响，
研究得出竖长型的天井综合效果最佳，有部分学者对天井
民居的风环境与光环境进行协调优化模拟 [9-10]；现有天井
的改造多采用自动调节的天窗及活动式遮阳，冬季关闭天
窗，减少冷风进入，夏季采用活动式遮阳，日间关闭活动
式遮阳，遮挡太阳照射并抑制自然通风，夜间开启活动式
遮阳，促进天井热压通风，带走室内热量 [11]。前人的研究
中缺少对有无天井民居室内自然通风的对比分析，本文利

用 CFD 模拟软件，建立有无天井民居模型，进行室内风
环境模拟，分析天井对夏季室内自然通风效果的影响。
1   模型建立
1.1   物理模型

天井在传统民居的核心位置由尺度逐渐减小到性质转
变，直至最终在现代民居中消失 [12]。天井作为室内外的过
渡空间与厅堂直接相通，厅堂内的自然通风效果受天井影
响明显，为简化建筑模型，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厅堂区
域作为研究对象，模拟建筑的原型为位于安徽省宣城市泾
县查济村的典型传统民居馀庆堂一进厅堂，在 SolidWorks
中建立有无天井建筑的两个物理模型。一个为有天井建筑
物理模型，厅堂尺寸为 4.69m×9.035m×5.803m（开间 × 进
深 × 屋脊高度），前后门尺寸均为 1.12m×2m（宽 × 高），
屏 风 尺 寸 为 2.23m×4.917m（ 宽 × 高）， 天 井 开 口 由 建
筑外墙及房檐滴水组成，天井开口长度为 4.69m，宽为
1.008m；另一个为无天井建筑物理模型，是在有天井建筑
物理模型基础上，将天井开口封住，其它尺寸均保持一致。
物理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建筑物理模型

1.2   数学模型
本文采用 Standard k–ε 两方程的湍流模型，在模拟过

程中作以下假设：假设空气为连续，不可压缩的理想流体；
忽略四周围护结构温度变化对室内温度变化规律的影响。
数值模拟的基本控制方程包括连续性方程、动量守恒方程、
能量守恒方程。

天井对民居自然通风的影响
张    恒，黄志甲，张佳俊，苏    蕾

（安徽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安徽马鞍山   243002）

［摘   要］天井是徽州传统民居中典型的气候适应性技术，对夏季室内热环境调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分析天井
这一空间形态对夏季室内自然通风效果的影响，建立有无天井民居模型，对建筑门洞在不同开启工况下，模拟有无天井民
居的室内速度场的分布及换气次数。研究结果表明，天井对提高室内换气次数，改善室内自然通风效果显著。

［关键词］天井；自然通风；换气次数

The Influence of Patio Upon Natural Ventilation in Vernacular Dwellings
Zhang Heng, Huang Zhi-jia, Zhang Jia-jun, Su Lei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243002, Anhui, China)
［Abstract］Patio is typical of climate adaptation technology in Huizhou traditional vernacular dwellings, it plays a vital role in 

adjusting the summer thermal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natural ventilation effect of patio in summer, establishing dwelling 
model with or without patio,for building the doorway in different working conditions, simulate indoor velocity field distribution 
and air chang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tio to improve the indoor air changes so as to improve indoor natural ventilation effect is 
remarkable.

［Keywords］patio; natural ventilation; air changes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徽州传统民居室内热环境形
成机制及设计优化研究”（51478001）；国家级大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徽州传统民居被动式技术发掘
与传承”（201610360024）。

作者简介：张恒（1993—）男，安徽蚌埠，硕士生。
Email:826283844@qq.com

（a） 有天井建筑物理模型 （b） 无天井建筑物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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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建筑剖面速度矢量图及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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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天井建筑剖面速度矢量图及云图

（b） 无天井建筑剖面速度矢量图及云图

连续性方程：

              =0                                                                   （1）

动量守恒方程：

              +

= -      +       [( μ+μt)(       +       )]+ρgi(Tref -T )             （2）

能量守恒方程：

         +             =       [(      +      )      ]+SH                    （3）

式中：Ui 为 xi 方向的速度，i=1, 2, 3（m/s）；xi 为三
个垂直坐标轴的坐标（m）；Uj 为 xj 方向的速度（m/s）；
P 为空气压力（Pa）；μ 为空气层动力粘度系数（kg/m·s）；
β 为空气热膨胀系数（1/K）；Tref 为参考温度（K）；T 为
空气温度（K）；gi 为 i 方向上的加速度（m/s2）；H 为空
气定压比焓值（J/kg）；SH 为热源（W/m3）；λ 为空气导
热系数（W/m·K）；Cp 为空气定压比热（J/kg·K）。
1.3   网格划分

为了获得较为真实的模拟结果，保证来流及出流面流
场分布不受建筑物的影响，本文在建筑物外侧增加计算区
域，分别选取 5H（前）×10H（后）×5H（两侧）×5H
（高），外部计算区域尺寸为：92m×67m×35m（长 × 宽
× 高）[13]。需要划分的网格由两部分组成，分别为建筑模
型与外部计算区域，本文利用四面体非结构化网格划分，
建筑模型 Max element 为 335，外部计算区域 Max element
为 800。
1.4   模拟方案及边界条件设定

如表 1 所示制定不同模拟方案，根据《中国建筑热环
境分析专用气象数据集》中距离测试建筑最近的屯溪县，
夏季主导风向南风，室外平均风速 1.6m/s，实测室外平均

温度约为 27℃，模拟建筑坐北朝南。建筑模型中将建筑
的天井、前门、后门均设置为内部穿透面，将外墙、屋顶
及厅堂地面设置为绝热边界。外区域南侧设置为速度入口，
北侧设置为自由出流，侧面、顶部及底部边界设置为绝热
边界，边界条件设定如表 2 所示。

表 1   模拟方案

方案序号 天井 前门 后门

1a 有 开 开

1b 无 开 开

2a 有 开 关

2b 无 开 关

3a 有 关 开

3b 无 关 开

4a 有 关 关

表 2   边界条件设定

项目名称 边界类型 数量 设定值

天井 穿透面 1 /
前门 穿透面 1 /
后门 穿透面 1 /
外墙 绝热边界 1 /
屋顶 绝热边界 1 /

厅堂地面 绝热边界 1 /
外区域北侧 自由出流 1 /
外区域南侧 速度入口 1 1.6m/s

外区域东西侧 绝热边界 2 /
外区域顶部及底部 绝热边界 2 /

室外空气 恒温边界 1 27℃

2   模拟结果及分析
为研究天井对室内自然通风效果的影响，下文对有无

天井建筑在前后门洞不同开启工况下室内的速度场及换气
次数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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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前后门开
建筑前后门均开的工况下，结合图 2 中建筑剖面速度

矢量图和云图得出：随着进深增加风速减小，气流遇到屏
风的阻挡形成涡流，流向发生变化。有天井建筑气流一部
分沿屏风面上升通过天井屋檐流出，另一部分通过屏风两
侧从后门流出；无天井建筑气流遇到屏风作用部分沿屏风
面上升，在建筑上部形成涡流，气流从前门流入均从后门
流出。由表 3 可以看出，通过有天井建筑的质量流量大于
通过无天井建筑的质量流量，有天井建筑前门风速大于无
天井建筑，有天井建筑的平均风速大于无天井建筑，有天
井建筑的换气次数大于无天井建筑，有天井建筑自然通风
效果优于无天井建筑。

表 3   建筑各开口速度、质量流量及换气次数

工况
前门
/(m/s)

后门
/(m/s)

天井
/(m/s)

室内
/(m/s)

前门
质量流量

/(kg/s)

后门
质量流量

/(kg/s)

天井
质量流量

/(kg/s)

换气
次数

/（次 /h）

1a 1.27 0.08 0.57 0.43 3.27 0.04 3.23 48.6
1b 0.74 0.82 / 0.33 1.95 1.95 / 28.32

2.2   前开后关
建筑前门开后门关工况下，结合图 3 中建筑剖面速度

矢量图和云图得出：随着进深增加风速降低，有天井建筑
的气流遇到屏风阻碍产生涡流，流向发生变化，部分沿屏
风面上升通过天井屋檐流出，另一部分通过屏风两侧在屏
风后形成涡流；无天井建筑内无明显涡流产生。由表 4 可
以看出，有天井建筑前门风速大于无天井建筑，有天井建
筑室内平均风速也高于无天井建筑，有天井建筑自然通风
效果明显优于无天井建筑自然通风效果。

表 4   建筑各开口速度、质量流量及换气次数

工况
前门
/(m/s)

天井
/(m/s)

室内
/(m/s)

前门质量流量
/(kg/s)

天井质量流量
/(kg/s)

换气次数
/( 次 /h)

2a 1.26 0.59 0.45 3.26 3.26 48.21
2b 0.39 / 0.08 0 / 7.46

2.3   前关后开
建筑前门关后门开工况下，结合图 4 中建筑剖面速度

矢量图和云图得出：气流受屏风阻碍，有天井建筑在屏风

图 3    建筑剖面速度矢量图及云图

图 4   建筑剖面速度矢量图及云图

（a） 有天井建筑剖面速度矢量图及云图

（a） 有天井建筑剖面速度矢量图及云图

（b） 无天井建筑剖面速度矢量图及云图

（b） 无天井建筑剖面速度矢量图及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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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形成的涡流较无天井建筑涡流明显，无天井建筑仅在开
启门洞附近存在气流扰动。由表 5 可以看出，有天井建筑
的后门风速及室内平均风速高于无天井建筑，有天井建筑
的自然通风效果优于无天井建筑。

表 5   建筑各开口速度、质量流量及换气次数

工况
后门
/(m/s)

天井
/(m/s)

室内
/(m/s)

后门质量流量
/(kg/s)

天井质量流量
/(kg/s)

换气次数
/( 次 /h)

3a 0.73 0.32 0.16 1.95 1.95 27.93
3b 0.16 / 0.07 0 / 3.06

2.4   前关后关
有天井建筑前后门均关的工况下，结合图 5 中建筑剖

面速度矢量图和云图得出：天井既是进风口，又是出风口，
天井沿房檐截面进风，沿南墙截面出风，建筑内气流流动
均匀，无明显涡流产生。

表 6   建筑各开口速度、质量流量及换气次数

工况 天井 /(m/s) 室内 /(m/s) 天井质量流量 /(kg/s) 换气次数 /( 次 /h)
4a 0.39 0.06 0 21.31

2.5   气流组织分析
为分析建筑内气流组织是否存在短路现象，选取建筑

内 6 个不同的竖直截面，截面位置如图 6 所示，截面 1-6
依次为天井中间位置、大连檐位置、小连檐位置、南向屋
面中间位置、中间屋脊位置、北向屋面中间位置，并对 4
种不同工况下的 6 个竖直截面的质量流量进行比较。

图 6   各截面位置
表 7   各截面质量流量（kg/h）

方案序号 截面 1 截面 2 截面 3 截面 4 截面 5 截面 6
1a -8765.87 -3137.77 -278.82 -167.12 150.67 -730.86
1b -6932.45 -6973.82 -7013.88 -6948.94 -6976.37 -7335.63
2a -9000.5 -3093.4 -155.37 35.49 363.46 -654.32
2b 319.08 369.03 349.49 329.92 265.82 281.6
3a -2696.14 5423.83 -2697.66 -2713.87 -2752.64 -2722.69
3b 12.89 11.23 40.17 -2.74 -3.04 -39.76
4a 2779.51 1770.07 47.4 33.28 -48.35 -24.73

如表 7 所示，有天井建筑截面 1、2 的质量流量变化大，
截面 3-6 的质量流量变化较小；无天井建筑各截面的质量
流量变化均较小。对于有天井建筑，前后门均开工况下，
从天井流出的质量流量占总质量流量的 98.78%，从后门
流出的质量流量占总质量流量的 1.22%；前门开后门关工

况下，气流从前门流入均从天井流出，进风口与出风口接
近，存在气流短路现象，使得天井区域风量较大，天井良
好的自然通风有效延长了舒适区的时间，当地村民夏季也
多在天井底部纳凉。
3   结论

（1）对于有天井建筑后门的开启与关闭对建筑的换气
次数及室内风速影响很小，前门的开启与关闭对建筑的换
气次数及室内风速影响较大。对于有天井建筑，前后门均
开及前门开后门关工况均存在气流短路现象。

（2）对于无天井建筑前门或后门的开启与关闭对建筑
的换气次数及室内风速影响明显。

在相同工况下，有天井建筑的换气次数及室内风速明
显大于无天井建筑，天井对改善室内自然通风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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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有天井建筑剖面速度矢量图及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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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过去的研究已经发现烹饪频率与肺癌呈正相关 [1,2]，

根据南京城区的调查发现，51.6% 的肺鳞癌和 61% 的肺
腺癌的发生源于家庭油烟污染 [3]，根据台湾的统计，平均
每年有 1650~1750 位女性死于肺癌，占所有女性癌症患
者的 1/6[4]。Sarigiannis 等 [5] 研究发现：燃烧是 PAHs（多
环芳香烃致癌物）的主要来源，燃烧产生颗粒物中含有的
PAHs 浓度高于其它污染物，这类颗粒物会提高患癌症的
风险。

为了控制住宅厨房污染，改善厨房环境，国内外近年
来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中，在厨房采用有效的
机械通风方式是一种很好的措施。沈阳建筑大学的尚少文
等 [6] 通过在灶台上增设补风口，对厨房排油烟机进行补风，
从而得到较好的厨房气流组织。同济大学的 Cao 等 [7] 研
究了中国家庭厨房的通风状况及其中人员的暴露情况，他
们通过 CFD 模拟向上补风和向下补风策略，结果发现有
组织的补风相比较于自然补风能够有效地减少人员的污染
物暴露量。

本文基于南京工业大学周斌等 [8] 开发的吹吸式厨房通
风系统，通过实验和数值模拟的方法得到增设空气幕前后
厨房的温度分布和污染物扩散规律，为该系统未来的实际

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1   实验方案
1.1   实验室与测点布置

实验在位于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的厨房实验室中
实施，厨房大小为 2.3m×1.45m×2.4m，具体布局尺寸如
图 1。为了防止油烟扩散到室内，厨房门为关闭状态，而
窗户保持开启。每一次实验实施之前，为了保证各个实验
工况前厨房的空气始终为室外新鲜空气，油烟机首先工作
10min，从而消除前一次实验对下一次实验的影响。

新型的气幕装置是在燃气灶的四周开四个气幕风口，
然后由风机通过风管和静压箱等部件将室外空气送入厨房
内，与已有的抽油烟机结合，构成了吹吸式系统，气幕起
到对厨房补风和阻碍污染物扩散的作用。在 z =1.5m 平面
和 y =0.9m 平面的交线处设置 9 个等距测点，测点间距为
0.1m，第 9 个测点距离灶台边界 0.1m，9 个测点依次记
为 D1~D9，测点布置见图 2。其中，D1 为人体呼吸点，
在该点测量随时间分布的 CO2 和 PM2.5 浓度，测量 D1~D9
的各点温度变化。

住宅厨房的空气污染现状及改善机理研究
周    斌，魏    鹏，鲁静雨，陈    锋，谈美兰，王    瑜，李    斐

（南京工业大学城建学院，南京   210009）

［摘   要］厨房烹饪会产生大量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高浓度油烟。目前住宅厨房内单独设置油烟机排风系统，其排烟效
果不是很显著。为此，我们提出了在烹饪区四周增设气幕补风装置构成吹吸式通风系统的理念。通过实验测试和数值模拟
方法对比分析了住宅厨房在增设送风气幕前后厨房内部的气流流动、温度分布和污染物扩散机理，并利用正交设计方法研
究空气幕的不同送风射速（0~5m/s）、不同送风角度（50°~90°）和油烟机的不同档位（1~3 档）对厨房污染物扩散的影响。
结果表明，在厨房增设送风装置不仅能提高厨房热舒适，还可以改善厨房气流组织、提高排污效率，而且气幕射速比其他
因素对改善厨房室内空气污染控制效果更加显著。

［关键词］住宅厨房；污染物控制；吹吸式通风系统；数值模拟；空气幕

Study on the Status and Improvement Mechanism of Air Pollution in Residential 
Kitchen 

Zhou Bin, Wei Peng, Lu Jing-yu, Chen Feng,  Tan Mei-lan, Wang Yu, Li Fei
(1. Department of HVAC, College of Urban Construction,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9, China)

［Abstract］The cooking process will generate a lot of high concentration fume which is harmful to human health. So far, 
there is only a separate range hood in residential kitchen, but the its performance is not marked. So that we proposed to add slot air 
curtain around the cooking area, which is termed as the push-pull ventilation system. Both field test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were 
carried out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air velocity, temperature and pollutant distributions in residential kitchen. Orthogonal design 
was performed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air curtain velocity (0~5m/s), air curtain angle (50°~90°) and range hood velocity level (1~3) 
on the pollutant distributions in kitche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dd slot air curtain in the kitchen can not only enhance the thermal 
comfort but also improve the air-flow organiz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exhaust, and the air curtain velocity has the best control effect 
compared to other factors. 

［Keywords］Residential kitchen; Pollutant control; Push-pull ventilation system; Numerical simulation; Air curtain

图 1   厨房模型图 图 2   实验测点布置图

D1( 呼吸点 )
窗户

污染源
/ 热源

油烟机机体

油烟机挡板

气幕四个
送风口

油烟机排风口

灶台

人体 呼吸区
D9

1 2 3 4

Y=0.9mW=1.45m L=2.3m

Z ZY YX X

H=2.4m Z=1.5m



 2017年第5期 | 建筑环境与能源 | 15

Civil Building Ventilation 民用建筑通风

1.2   实验工况与实验仪器
表 1   实验工况

工况 1 2 3

油烟机 × √ √

气幕 × × √

烹饪状态 × √ √

注释：× 表示关闭，√ 表示开启，烹饪状态为炒土豆
+ 青菜。

本实验设置了三个工况，具体情况如表 1。实验时烹
饪过程分为炒土豆丝和炒青菜两部分，具体时间流程如图
3。选用镍镉 – 镍硅 K 型热电偶连接安捷伦数据采集仪来
测量空气温度。用 VT 热线手持式风量风速仪来测量油烟
机和气幕运行时的风速，并以此作为 CFD 的模拟参数，
通过测量得到油烟机的风速为 5m/s，气幕的风速见表 2。
其它仪器设备及其相应参数见表 3。

表 2   气幕风速

序号 1 2 3 4

风速（m/s） 0.9 0.7 0.5 0.9

表 3   实验仪器与参数

测量参数 仪器型号 量程 精度

风速 KIMO VT100 0.1~50m/s —
空气温度 镍镉 - 镍硅 K 型热电偶 0~400℃ ±0.2℃
相对湿度 KIMO HD100 0~100%RH ±1.8%RH

CO2 KIMO AQ100 0~5000×10-6 ±50×10-6

压差 KIMO MP100 0~±1000Pa ±5%
PM2.5 Y09-PM10 型 0~1000μg/m3 —

图 3   实验过程

1.3   模拟设置参数
CFD 数值模拟选取的是三维、不可压缩室内零方程模

型，该模型非常适合室内低湍流空气流动计算，既能满足

计算精度要求，又可以高效快速地计算出所需结果 [9]。
厨房四周墙壁定义为厚 0.1m，传热系数为 1.5W/(m2·K)

的固体边界，由于门处于始终关闭的状态，所以也设置成
固体边界，窗户定义为压力进口，默认为一个标准大气压。
站立的人设置散热量为 104.67W 的静止物体。

根据实验测得的数据，在稳态计算中，设定灶头以
1.24×103kg/s 的 速 率 释 放 CO2， 而 在 瞬 态 计 算 时， 设 置
前 200s 和 300s~500s 内灶头的释放强度为 1.24×103kg/s，
200s~300s 和 500s~600s 内的释放强度为 0，以模拟实际的
烹饪过程。Saha 等 [10] 利用 Fortran 语言计算出液化石油气
燃烧产生的组分浓度和最佳热源温度为 1240K。在本模拟
中综合考虑燃烧的火焰特性，设置燃烧产生的散热热源温
度为 1400K，稳态和瞬态过程中温度设置和 CO2 设置相似。
1.4   模拟工况

为了研究气幕风速对污染物浓度的影响，进行 9 个不
同气幕风速工况下的模拟，其中工况 1 和工况 2 对应于实
验工况 2 和实验工况 3，工况 3 到工况 9 的气幕射速范围
在 0.3~5m/s 之内，具体气幕风速见表 4，且四条气幕的风
速相同。

表 4   数值模拟工况

工况 3 4 5 6 7 8 9
射速（m/s） 0.3 0.6 0.9 1.2 2 3 5

1.5   正交设计
为了研究气幕射流角度、射流风速和油烟机排风速度

对 CO2 浓度的分布的影响，将正交实验设计方法应用于数
值模拟，空气幕射流速度（A）、射流角度（B、C、D、
E）和排风速度（F）被作为六个因素设计到正交表中。正
交设计是一个有效、快速和经济的设计方法，它能够很好
地减少工作量同时又能够保证得到合理的实验结果。

对于气幕风速（0.1m/s~0.9m/s）和气幕角度（50°~90°），
设置为 5 水平，对于油烟机排风速度，设置为三水平，对
应于油烟机的三个风档。因此，选择 L25（56）的正交阵列，
对于排风速度 F 为三水平，选择最大的风速值作为它的第
四和第五水平。选择 D1~D9 的 9 个测点处的平均 CO2 浓
度作为模拟所要得到的结果，总的正交表及其模拟结果见
表 5。

表 5   极差分析正交设计表

序号 A B C D E F 结果 (ppm) 序号 A B C D E F 结果 (ppm)
1 0.1m/s 90° 90° 90° 90° 3.94 636.0 20 0.7m/s 50° 80° 90° 60° 4.74 690.9
2 0.1m/s 80° 80° 80° 80° 4.74 742.0 21 0.9m/s 90° 50° 60° 70° 4.74 729.0
3 0.1m/s 70° 70° 70° 70° 5.22 743.6 22 0.9m/s 80° 90° 50° 60° 5.22 695.4
4 0.1m/s 60° 60° 60° 60° 5.22 741.2 23 0.9m/s 70° 80° 90° 50° 5.22 689.1
5 0.1m/s 50° 50° 50° 50° 5.22 746.7 24 0.9m/s 60° 70° 80° 90° 5.22 756.8
6 0.3m/s 90° 80° 70° 60° 5.22 613.1 25 0.9m/s 50° 60° 70° 80° 3.94 793.3
7 0.3m/s 80° 70° 60° 50° 3.94 631.8 K1j/(ppm) 3609.4 3180.1 3180.1 3217.1 3203.3 3449.2 —
8 0.3m/s 70° 60° 50° 90° 4.74 607.2 K2j/(ppm) 3081.0 3278.3 3330.4 3396.0 3346.6 3372.6 —
9 0.3m/s 60° 50° 90° 80° 5.22 600.0 K3j/(ppm) 3056.0 3317.4 3453.9 3361.4 3429.4 9837.6 —
10 0.3m/s 50° 90° 80° 70° 5.22 628.9 K4j/(ppm) 3249.2 3428.3 3350.0 3313.7 3401.9 — —
11 0.5m/s 90° 70° 50° 80° 5.22 594.9 K5j/(ppm) 3663.7 3455.1 3344.9 3371.1 3278.1 — —
12 0.5m/s 80° 60° 90° 70° 5.22 601.1 k1j/(ppm) 721.9 636.0 636.0 643.4 640.7 689.8 —
13 0.5m/s 70° 50° 80° 60° 3.94 661.2 k2j/(ppm) 616.2 655.7 666.1 679.2 669.3 674.5 —
14 0.5m/s 60° 90° 70° 50° 4.74 603.4 k3j/(ppm) 611.2 663.5 690.8 672.3 685.9 655.8 —
15 0.5m/s 50° 80° 60° 90° 5.22 595.3 k4j/(ppm) 649.8 685.7 670.0 662.7 680.4 — —
16 0.7m/s 90° 60° 80° 50° 5.22 607.1 k5j/(ppm) 732.7 691.0 669.0 674.2 655.6 — —
17 0.7m/s 80° 50° 70° 90° 5.22 608.0 Rj/(ppm) 121.5 55.0 54.8 35.8 45.2 34.0 —
18 0.7m/s 70° 90° 60° 80° 5.22 616.3 R’j/(ppm) 108.7 49.2 49.0 32.0 40.4 26.5 —
19 0.7m/s 60° 70° 50° 70° 3.94 726.9

0~200s
炒土豆丝

200~300s
熄火状态

300~500s
炒青菜

500~600s
熄火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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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1   实验结果与讨论

2.1.1   空气幕对厨房温度的影响
测得的 D1~D9 的温度分布如图 4，分别为无气幕（实

验工况 2）和有气幕（实验工况 3）下的 9 个测点的温度。
从图 4 中可以看出，有气幕情况下，温度被很好地控

制在 28℃ 以下。无气幕情况下 D1~D9 测点处的 600s 内
温度最高达 30.5℃，平均温度为 28.7℃。有气幕情况下，
最高温度 28.4℃，平均温度为 27.4℃，可发现有气幕工况
下的最高温度降低 2.1℃，平均温度降低 1.3℃。

2.1.2   空气幕对厨房的颗粒物浓度影响
呼吸点 D1 处的 PM2.5 随时间的浓度变化显示在图 5 中，

同时室外日平均 PM2.5 浓度限值也显示在图中。实验工况
3 产生的 PM2.5 最大浓度值为 238μg/m3，要比实验工况 2
的最大浓度值 325μg/m3 降低了 36.5%，但是相比较于室外
日平均 PM2.5 浓度限值 75μg/m3，烹饪产生的有害颗粒物
依旧过高。
2.2   数值模拟结果与讨论

通过稳态模拟，得到在工况 1 和工况 2 下的 x=0.23m
和 z=0.85m 平面处的风速、CO2 浓度分布和温度分布情况，
其中工况 2 的模拟结果如图 6~ 图 8。从图中可以明显地
发现有气幕状态下厨房内的气流、CO2 和温度都得到了很
好的控制。     
3   结论

（1）通过实验和数值模拟数据的比较，发现气幕装置
能够很好地控制烹饪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和废热，使厨房
内空气质量更高，热舒适性更好。

（2）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验证了厨房增设空气幕前后
的污染物扩散机理。结果发现，单独使用油烟机时，由于
气流组织的不合理，污染物扩散严重。

（3）通过正交实验方法和数值模拟，设定气幕风速、
四个气幕风口的射流角度和排风速度六个因素，模拟它们
对 CO2 污染物浓度的影响情况，结果发现这些因素对污染
物的控制影响大小依次为：A ＞ B ＞ C ＞ E ＞ D ＞ F。因此，
在吹吸式系统的设计中，气幕风速应该被作为一个主要的
因素。

最 佳 的 气 幕 设 计 参 数 组 合 为：A=0.5m/s，B=90°，
C=90°，D=90°，E=90°，F=5.22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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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D1~D9 点的温度分布 图 5   D1 点的 PM2.5 浓度分布

图 6   工况 2 的速度分布云图 图 7   工况 2 的 CO2 浓度分布云图 图 8   工况 2 的温度分布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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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层式通风是一种高效的通风方式 [1]。层式通风水平地

将新鲜空气直接送入人员呼吸区， 从而提升呼吸区空气
品质 [2]。层式通风专注于移除室内工作区的热量，工作区
上部空间温度较高；另外，层式通风可形成头部温度较低、
风速较大的气流组织分布，从而更有效地冷却人体。实验
研究表明，相对混合通风，层式通风热中性温度提升约
2.5℃[3]，至少节能 37.7%[4]。生命周期分析发现，相对混
合通风，层式通风在 20 年的生命周期内可至少减少 CO2

排放 31.7%，减少费用 23.9%[5]。
层式通风现有研究着重创造健康、舒适的室内热环境，

缺乏层式通风空调系统设计和控制优化研究 [6]。回风在送
风中的利用率是空调系统重要的设计和运行参数。增加回
风利用率有潜力降低空调系统能耗，同时减小空调系统能
耗峰值、实现减小空调系统容量；过大的回风利用率可能
会损害室内空气品质。

本研究将提出方法确定层式通风空调系统回风利用率
及相应的通风控制策略（包括送风量和送风温度），以实
现特定的室内空气品质（即室内浓度）和满意的室内热舒
适。基于所提出的方法，通过案例分析送风量、送风温度
及室内冷负荷对回风利用率的影响，并进一步从空调系统
能耗角度探讨回风利用率优化问题。
1   层式通风回风利用率确定方法
1.1   回风利用率确定方法概述

所提回风利用率确定方法旨在确定回风利用率，以提

层式通风空调系统回风利用率研究
张    胜 1，程    勇 2，郇    超 3，林    章 4，孔祥飞 4

（1. 香港城市大学土木与建筑工程学系，香港   999077；2. 重庆大学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重庆   400044；

3. 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西安   710049；4. 香港城市大学建筑科学与技术学部，香港   999077）

［摘   要］层式通风空调系统可高效地创造健康舒适的室内环境，但其设计和运行优化仍缺乏研究。回风在送风中的
利用率是空调系统重要的设计和运行参数。增加回风利用率有潜力降低空调系统能耗；过大的回风利用率可能会损害室内
空气品质。本研究将基于质量守恒定律与 CO2 移除效率建模，提出方法确定层式通风空调系统回风利用率及相应的通风控
制策略（包括送风量和送风温度），以实现特定的室内空气品质（即室内 CO2 浓度）和满意的室内热舒适。实验证明所得
通风 CO2 移除效率模型误差不大于 5%。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在冷负荷分别为 60W/m2，90W/m2 和 120W/m2 时，可行通风
控制策略中，回风利用率变化分别达 25.0%，20.2% 和 14.1%；送风量越大，回风利用率越高，且回风利用率可由送风量的
三次拟合方程准确预测（R2 为 0.9994）。增大回风利用率将增大通风风机和新风处理能耗，但有利于降低配套制冷机组运
行能耗。

［关键词］层式通风；回风利用率；室内空气品质；空调系统能效；通风 CO2 移除效率

Investigations on Reuse Ratio of Returned Air of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with 
Stratum Ventilation  

Zhang Sheng1, Cheng Yong2, Huan Chao3, Lin Zhamg4, Kong Xiang-fei4

(1.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2. National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f Low-carbon and Green Buildings, Ministr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3.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4. Division 
of Buil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Abstract］Stratum ventilation could provide comfort and healthy indoor environment energy-efficiently. But few existing 
studies tackle the design and operation optimizations of stratum ventilation. The reuse ratio of return air in the supply air is a 
core design and operation parameter. Intuitively, increasing the reuse ratio of return air might benefit energy efficiency of the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while an overlarge reuse ratio of return air might deteriorate indoor air quality. This study developed a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reuse ratio of return air for stratum ventilation as well as the associated ventilation control strategy (i.e., supply 
airflow rate and supply air temperature). This method is based on mass conservation law and CO2 removal efficiency modeling, and 
can achieve intended indoor air quality (with indoor CO2 concentration as an indicator) and satisfactory thermal comfort. Experi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rror of the modeled CO2 removal efficiency was no more than 5%. Case studies showed that with a cooling 
load of 60W/m2, 90W/m2 and 120W/m2, the reuse ratio of return air could reach as high as 25.0%, 20.2% and 14.1%, respectively. 
The larger supply airflow rate, the larger reuse ratio of return air, and the reuse ratio of return air could be predicted accurately by 
a cubic equation of the supply airflow rate with an R2 of 0.9994. The most crucial findings are that increasing the reuse ratio of 
return air does not always benefit energy efficiency of the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with stratum ventilation: consequently energy 
consumption of the chiller decreases, but energy consumed by ventilation fan and fresh air treating increases. 

［Keywords］Stratum ventilation; Reuse ratio of return air; Indoor air quality; Energy efficiency; CO2 removal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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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满意的热舒适和要求的空气品质。回风利用率是指送风
中回风的比例。本文以室内 CO2 浓度作为室内空气品质评
价指标 [7]。同时，所提回风利用率确定方法将针对不同的
空调运行边界条件（即室内冷负荷、室内 CO2 产生速率和
室外 CO2 浓度），确定相应的可行通风控制策略（即送风
温度、送风量、回风利用效率），以方便地应用于指导层
式通风空调系统运行、及后续能耗优化研究。所提回风利
用率确定方法的基础是室内 CO2 浓度模型与通风 CO2 移
除效率模型（见图 1）。室内 CO2 浓度通过质量守恒方程
与通风 CO2 移除效率、送风量、室内 CO2 产生速率、室
外 CO2 浓度、回风利用率建模关联。通风 CO2 移除效率
基于实验或模拟数据通过多元回归建模与送风量、送风温
度和室内冷负荷关联 [8]。

图 1   回风利用率确定方法

所提回风利用率确定步骤如下。第一步，针对不同的
室内冷负荷，根据室内热平衡方程（式（1））、及层式
通风气流组织分布特性方程（式（2）），得到满足室内
冷负荷要求的不同的送风量与送风温度的组合方式。为实
现室内热舒适，所得送风量与送风温度的组合、及式（2）
中室内空气温度应满足热舒适要求 [9, 10]。第二步，利用通
风 CO2 移除效率模型计算第一步所得送风量与送风温度组
合下的 CO2 移除效率；并在计算 CO2 移除效率的基础上，
连同输入的室内 CO2 产生速率和室外 CO2 浓度，利用室
内 CO2 浓度模型，计算满足室内特定空气品质要求的回风
利用率；即在特定的室内 CO2 浓度下计算回风利用率。室
内特定 CO2 浓度可根据室内空气品质相关标准确定（如
ASHRAE 62[11]），亦可根据用户喜好确定。最后所得多
组回风利用率、送风量和送风温度的组合即为输入条件下
（即室内冷负荷 Qi、室内 CO2 产生速率 Gi 和室外 CO2 浓
度 Co,i）可行的通风运行控制策略。室内冷负荷 Qi 和室外
CO2 浓度 Co,i 可通过模拟动态预测。室内 CO2 产生速率 Gi

由室内人员数量决定。

Q=Nρc(Te-Ts)                                                               （1）

其中，c 和 ρ 分别是空气比热容和密度；N 是送风量；
Q 是室内冷负荷；Te 和 Ts 分别是回风温度和送风温度。

             =0.726                                                       （2）[10]

其中，TR 是室内空气温度。

1.2   室内 CO2 浓度建模
图 2 为暖通空调系统空气循环示意图。室内 CO2 浓

度应遵守质量守恒方程，即室内 CO2 浓度的变化由送风和
室内 CO2 的产生导致的室内 CO2 浓度的增加和回风导致
的室内 CO2 浓度的减少共同决定（式（3））。另，送风
CO2 浓度也遵循质量守恒方程，即送风 CO2 浓度由回风室
外空气的混合经空气处理单元处理决定（式（4））。室
内 CO2 浓度，送风 CO2 浓度和回风 CO2 浓度可通过通风
CO2 移除效率关联（式（5））。整合式（3）~（5）可得
室内 CO2 最终浓度如式（6）所示。由于室内 CO2 浓度建
模仅利用质量守恒定律和通风 CO2 移除效率的定义，所得
室内 CO2 浓度模型是可靠的。

图 2   暖通空调系统空气循环示意图

V         =NCs+G-NCe                                                                                       （3）

其中 Ce，CR 和 Cs 分别是回风、室内和送风 CO2 浓度；
G 是室内 CO2 生产速率；t 是时间；V 是房间体积。

Cs =(1-φ)[γCe+(1-γ)Co]                                              （4）

其中，Co 是室外 CO2 浓度；φ 是空气处理单元 CO2

过滤效率；γ 是回风利用率。

ε =                                                                                （5）

其中，ε 是通风 CO2 移除效率。

CR =                     Co+                             G                  （6）

2  案例研究
2.1   通风 CO2 移除效率建模

通风 CO2 移除效率建模基于实验测量数据 [8]。实验
于西安交通大学一环境舱展开（见图 3）。环境舱模拟小
型办公室（长 × 宽 × 高 3.8m×2.8mm×2.6mm）。办公室
供两人办公用，配置两台电脑。办公人员、电脑、及照明
灯产生的室内冷负荷为 430W。办公室东墙为外墙，室外
得热通过内置电加热膜模拟；其他三面墙为内墙，视为绝
热。屋顶和地面同样视为绝热。室内产生源为人体。实验
中，人体模拟假体 1.1m 开小洞处以 320ml/min 的速率释
放 CO2，模拟人体呼吸产生 CO2。考虑办公室布局的对称
性，室内于对称轴单侧布置 8 条 CO2 测量线（见图 3），
每条线上布置三个测点，即 0.9m、1.1m、1.3m。0.9m~1.3m
为人体呼吸区，1.1m 为人体呼吸水平高度。CO2 浓度利用
非扩散式红外检测仪 TES-1370 测量。在 0~6000ppm CO2

浓度范围内，CO2 测量误差为 2.6%。通过控制送风量、

TR-Ts

Te-Ts

dCR

dt

Ce-Cs

CR-Cs

(1-φ)(1-γ)
1-(1-φ)γ

1+(1-φ)(ε-1)γ
Nε[1-(1-φ)γ]

室内 CO2 浓度 CR 建模：通风 CO2 移除效率 ε、

送风量 N、室内 CO2 产生速率 G、

室外 CO2 浓度 Co、回风利用率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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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风温度和室内冷负荷，共进行 13 组实验（见表 1）。
室内冷负荷通过调整电加热薄膜产热量（0~1060W）进
行控制，送风量和送风温度分别控制在 5ACH~17ACH，
17℃~21℃，室内温度控制在 26±0.5℃。研究表明这样的
送风量、送风温度和室内温度控制能够实现热舒适 [8]。其
中实验组 1~10 用于通风 CO2 移除效率模型回归。通风
CO2 移除效率模型质量可由 R2 和调整的 R2 评估 [12]。实验
组 11~13 用于进一步验证所得通风 CO2 移除效率模型。实
验具体过程请参考文献 [8]。

图 3   环境舱及测点布置示意图

利用多元回归技术，可得通风 CO2 移除效率模型如
式（7）。所得模型的 R2（0.9657）与调整的 R2（0.9824）
很好地吻合。所得模型及所含各项的 p 值都小于 0.0069。
如图 4 所示，对用于模型回归的实验组 1~10 和未参与模
型回归的实验组 11~13，利用模型预测的通风 CO2 移除效
率与实测的通风 CO2 移除效率的偏差都不大于 5%。因此
所得通风 CO2 移除效率模型是可靠的。

表 1 实验设计和实测通风移除效率

实验组别
送风量
/ACH

送风温度
/oC

冷负荷
/(W/m2)

实测通风 CO2

移除效率
实验组别

送风量
/ACH

送风温度
/oC

冷负荷
/(W/m2)

实测通风 CO2

移除效率

1 5 17 49 1.76 8 11.5 21 69 1.35
2 8.5 17 90 1.52 9 17 21 90 1.29
3 10.2 17 135 1.48 10 5.7 21 40 1.70
4 11 19 90 1.34 11 9.5 17 112 1.51
5 9.2 19 69 1.40 12 7.2 17 69 1.62
6 15 19 112 1.32 13 6.5 19 49 1.68
7 9 21 49 1.51

ε=-0.19Ts-0.29Q+0.061NTs+0.14NQ-0.21TsQ+1.33  （7）

其中，N 为无量纲送风量；Ts 为无量纲送风温度；Q
为无量纲室内冷负荷。三者无量纲化的方式相同，以无量
纲化送风量为例，见式（8）。

N=                      -1                                                      （8）

2.2   回风利用率的确定
以香港为例，室外 CO2 浓度一般在 350ppm 到 400ppm

之间，空气品质较好 [7]。因此，空气处理单元不特别添加
过滤 CO2 的材料，即其 CO2 过滤效率为 0。则室内 CO2

浓度模型可简化为式（9）。

CR=Co+        +                                                              （9）

已有研究表明香港室外 CO2 浓度对为提供室内空气
品质的通风设计影响不大 [7]。因此，在以下分析中室外
CO2 浓度假设为 390ppm[7]。按香港环境保护署规定，为
实现 1 类空气品质，室内 CO2 浓度上限为 800ppm。室内
CO2 产生速率按上述实验值计算。图 5 为不同冷负荷下，
不同送风量所对应的送风温度和回风利用率（基于式（7）
和（9））。为满足热舒适要求，图 5 中送风量限制在
5ACH~17ACH，送风温度限制在 17~21℃[8]。

图 5   不同室内冷负荷下，不同送风量所对应的送风温度和回风

利用率

由图 5 可知，冷负荷一定时，可行通风控制策略中，
回风利用率随着送风量的增大而增大；即为实现最大回风
利用率，送风量应设定在热移除和热舒适所允许的最大
值。此外在不同冷负荷下（60W/m2~120W/m2），回风利
用率可由送风量的三次拟合方程准确预测。拟合方程 R2

为 0.9994。该拟合方程适用于常见室内冷负荷，可用于快
速确定通风控制策略，实现所需回风利用率。

2(N-Nmin)
Nmax-Nmin

-

G
Nε

Gγ

N(1-γ)

- - -

--------

图 4   通风 CO2 移除效率实验值与模型预测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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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文提出方法可以求得满足特定空气品质和满意室内

热舒适的可行通风控制策略（包括送风量，送风温度和回
风利用率），从而可选取所需回风利用率。结果显示，为
实现最大的通风利用率，送风量应在满足热移除效率和热
舒适的要求下取最大值。因为大的送风量可以实现小的通
风 CO2 移除移除效率（见图 6，基于式（7）），即回风
CO2 浓度低，所以回风利用率可以增大。为实现层式通风
空调系统能耗最优，回风利用率不应简单地选取最大值。
增大回风利用率有以下两个因素不利于系统节能。（1）
增大回风利用率需选取大的送风量，从而增大送风风机能
耗。（2）增大回风利用率导致通风 CO2 移除效率降低，
使得所需新风量增加（见图 6），从而使得处理新风的能
耗增大。另一方面，增大回风效率使得送风温度增加（见
图 5），从而可以利用更低品味的冷量来调节送风、提升
制冷机组运行 COP，即降低机组能耗。因此，为实现层式
通风空调最小能耗，回风利用率的选取应综合考虑回风利
用率对层式通风空调系统节能运行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特
别是，冷负荷较小的建筑（如节能建筑）应更注重回风利
用率的优化，以进一步拓展建筑节能潜力。图 5 表明，在
冷负荷分别为 60W/m2，90W/m2 和 120W/m2 时，可行通
风控制策略中，回风利用率变化分别达 25.0%，20.2% 及
14.1%。即冷负荷越小，回风利用率的取值范围越大、优
化的必要性越高。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将展开系统运行
能耗研究，以确定最优回风利用率，在满足健康舒适的室
内环境的同时实现最低系统能耗。

图 6   不同回风利用率对应的通风 CO2 移除效率和所需新风量
（冷负荷为 90W/m2）

4  结论
本文提出方法确定的层式通风可行回风利用率及相

应的通风控制策略可准确提供所需室内空气品质（即室内
CO2 浓度值）。通风控制策略参数包括送风量，送风温度
和回风利用率。通风控制策略通过基于通风 CO2 移除效率
模型实现控制室内 CO2 浓度。实验验证所建立的层式通风
CO2 移除效率模型是可靠的（误差不大于 5%）。案例分
析表明，在冷负荷分别为 60W/m2，90W/m2 和 120W/m2 时，
可行通风控制策略中，回风利用率变化分别达 25.0%，

20.2% 及 14.1%；送风量越大，回风利用率越大。在不同
冷负荷下（60W/m2~120W/m2），回风利用率与送风量高
度相关（拟合 R2 高达 0.9994）。增大回风利用率将增大
通风风机能耗和新风处理能耗，但有利于降低配套制冷机
组运行能耗。因而，回风利用率优化不能简单地选用最大
回风利用率，应通过分析本方法确定的所有可行的层式通
风控制策略的空调系统能耗，选取能实现空调系统最小能
耗的回风利用率及相应的通风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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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我国城市建设快速发展，商业、办公等建筑日渐趋向

于封闭，随着空调技术的普及，人们对健康以及室内舒适
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室内新风不仅可以满足室内人员需
求及卫生需求，在温湿度独立控制系统中也起到调节室内
温湿度的作用。许多既有建筑中未安装新风系统，或者新
风系统未能起到应有的效果，不能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室
内环境舒适性要求。在能源危机及可持续发展的大环境下，
大量既有建筑通风改造存在其迫切性及必要性。
1   既有建筑室内环境现状
1.1   本次论文涉及项目

北京国防科工大厦、中国建材大厦、北京北汽大厦、
北京省广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滴滴无线科技有限公司项
目（北京滴滴大厦、北京黎明大厦、青岛滴滴办公楼）、
重庆宗申办公楼、重庆玛恩皮肤美容医院、无锡人民医院

（输液大厅、儿保中心、血透及内科）、杭州滨江儿科医院。
1.2   既有建筑室内环境普遍存在问题

（1）室内 PM2.5 超标；
（2）室内闷、热、躁及 CO2 浓度偏高问题；
（3）室内异味；
（4）新风系统噪音问题；
（5）个别其他问题（有些业主也无法准确描述室内问

题，就是感觉不舒服）。
1.3   室内环境问题分析

本次论文涉及到通风改造项目其通风系统均已投入使
用几年至十几年，根据现场实际考察及相关数据测试结果，

并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对出现以上室内环境问题进行分析，
得出造成室内环境较差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室外空气品质差；
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同时室外环境污染也越

来越严重。2014 年 1 月 18 日，《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 ( 草案 )》（以下简称《条例》）在北京市人代会上进
行审议，经历三轮修改后，条例将降低 PM2.5 作为大气污
染防治目标，并首次纳入立法予以明确。与此同时，在天
津、河北等地区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污染防
治也提出了较为明确的要求。国家及人民对室内外环境的
关注得到重视，同时新风系统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2）室内污染源众多；
室 内 污 染 源 包 含 TVOC（ 甲 醛、 苯、 甲 苯 等）、

CO2、PM2.5 等。
室内人员活动频繁，深圳市健康教育促进中心表示，

在有人吸烟的状况下，室内含有的 PM2.5，90% 以上均源
于此，同时装修装饰材料、家具及烹饪活动等也会释放出
的有毒物质。较少清洗的空调积尘中细菌、霉菌超标，室
内气流流通会使得残留在衣服、墙壁、地毯、家具甚至头
发和皮肤等上面的可吸入颗粒物升腾，被人吸入肺里，对
人体健康构成威胁。

（3）用户对新风没有概念，对新风不重视；
部分用户为了节省运行费用，弃新风系统不用，使得

室内空气品质无法得到保障。
（4）新风系统在运行过程中不注意维护保养，没有定

期对系统进行清洗，新风二次污染严重；
许多用户对系统运行维护不加以重视，且没有相应的

运行管理专业团队，新风系统往往不能发挥相应的作用，
还会对室内造成二次污染。在现场对通风系统的检查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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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有的项目通风系统长期处于不运行状态，管理人员
也未对系统进行检修和系统维护，系统长期无人检修和维
护，新风口积灰严重。有的项目新风机组入口没有新风百
叶和过滤网，风口腐蚀生锈损坏。

另外，为了节约材料及安装费用，以前设计的许多新
风都是直接接入风机盘管送风管的，有的项目风机盘管风
口积灰严重，新风送入室内受到二次污染。

（5）错误操作
有的通风系统由于非专业人士的错误操作，排风系统

出现串风现象。在排风主机停止工作而室内末端排风扇运
行时，室内的污浊气体会从排风主管的其他风口排出（如
过道排风口），导致排风短路，经过对通风竣工图纸的核
实，这是由于排风主机不运行，室内排风扇运行时，将室
内的污浊空气从最近的排风口排出，形成排风内循环的窜
风现象。

（6）新风机组洁净处理不到位；
有的项目新风系统原设计只对新风进行了初效过滤，

但随着室外环境质量下降，室外新风不仅不能对室内污浊
空气进行稀释，还会使得室内环境变得更加糟糕，降低室
内空气品质，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7）主机及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由于新风系统常年使用或不用，新风主机存在故障，

导致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有的项目已建成投用十多年，其中建成初期闲置了两

年，到目前为止未对通风系统做过相应的维护和保养，造
成新排风机组和排风扇的风机以及控制系统损坏严重，使
系统处于瘫痪状态。

有项目通过检测发现新风机送风过程中风机近端的风
口有新风效果，风机远端的风口没有送风效果，技术员在
检测排风系统后，发现排风出现的问题与新风一样，风机
远端无排风效果，卫生间的排风机部分坏掉或无排风效果，
管路有泄露现象，也有可能主机本身的余压不够。

有的排风系统主排风机无法正常运行，室内末端排风
扇由于压头偏小根本无法将室内污浊的空气排除室外，同
时反而加大了排风扇的荷载，造成大部分排风扇已经损坏。

（8）新排风机组以及排风扇运行时噪音比较大；
主要是因为风机电机长期未保养，电机润滑不够，磨

损严重，有些项目控制柜存在一定问题，系统开启噪音大。
（9）CO2 浓度偏高
病房和办公室等人员密度大区域，CO2 浓度偏高，病

房更是超过了 1000ppm 的限值，这是由于病房区域室内
人员密度大，空调开启时间为了保证空调效果关闭门窗，
且无通风措施或是通风系统无法只能正常运行。

（10）吊顶层各种管路布置较乱，施工安装质量较差；
由于现场施工安装管路繁杂，暖通、给排水、消防等

专业管道都布置在吊顶内，且安装单位不同，安装过程中
协调不是很到位，且受到装修单位吊顶标高限制，实际项
目中管子往往出现卡死现象，无法正常通风。
2   新风改造业务流程模式

根据实际项目运行模式，经过总结提出一套新风改造
业务流程模式：

（1）营销承接业务 ——（2）技术人员现场勘察 ——（3）
初步方案 ——（4）初步方案汇报 ——（5）深入方案（施
工图阶段）——（6）项目报价 ——（7）合同谈判及签订 ——
（8）工程实施（现场核对图纸、产品供应）——（9）工

程调试 ——（10）服务售后
3   通风改造难点

要想改善室内空气品质，就必须用好通风系统，由于
我国既有公共建筑大多不具备自然通风的条件，楼内一般
采用机械通风，如何在现有条件下，在保证室内空调效果
的情况下，尽可能从时间、空间、施工便利性、投资等方
面入手，对既有项目的通风进行改造存在不少难度。

（1）新风的用途
提供室内人员呼吸新陈代谢所需要的空气；
稀释室内污染物，减少各种室内疾病的发生和传播；
控制室内异味，提高室内空气品质的可接受度；
创造优异的室内环境，提高人员的工作效率；
调节室内温湿度；
营造室内气流环境。

（2）新风系统控制系统
不少项目自控程度低，系统管理难度大。一般建议后

期改造时优化通风控制系统。
新排风控制系统均是采用就地控制，每层对应新排风

机组就地安装控制柜，系统运行均需后勤部门安排专人进
行开机，关机以及系统维护。由于控制柜相隔远，人为手
动管理难度大。

常规的采用就地控制柜控制新排风的系统控制只能简
单实现风机的启停，自动控制程度低下，所谓的变频器形
同虚设，均需管理人员手动调节实现所谓的变风量运行。
根本不能根据室内环境的通风需求以及室内空气品质实现
自动调节风机的转速达到变风量运行进而实现节能的目
的，更无法对风机进行集中控制管理和也无法直观了解风
机运行的状况，需逐个排查对风机进行检修。
3.1   业务层面

（1）消耗大量技术资源
每个项目均需项目经验较丰富的人员到现场实地调研

测试，营销人员无法准确的反馈业主意见，同时业主也希
望由专业的工程师进行现场勘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相
对于新建项目耗费技术资源更多。

（2）前期比技术，后期比价格
甲方一般会叫若干个厂家出方案，前期我们花大精力

去思考系统，做方案。后期甲方可能会将我们的方案拿给
别的厂家深化实施（主要产品的可替代性问题）。

（3）项目相对分散，耗费人力、物力较大
现场需要临时变更的东西较多，改造现场需要技术人

员的参与；改造后立即出效果，效果达不到预设目标，随
时得调整方案；

（4）现场运维人员的配合问题
3.2   技术层面

（1）改造周期较长，工人实际有效工作时间较短（不
大范围的影响医院的正常工作），改造难度及费用增加；
部分项目要求夜间施工，白天上班正常恢复功能，不能影
响其正常上班，施工组织要求严密，施工人员素质要求较
高（物品安全性、环境卫生等），怠工情况严重。

（2）现医院吊顶采用的整块的石膏板，因此在更换的
设备、管路、阀门之前需拆开吊顶，施工动作较大，严重
影响该部分病房的使用；

（3）改造过程中难免产生工程材料运输，工程垃圾的
清理，相关焊机、切割机的使用等，严重影响该部分病房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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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末端管路需要跟换的，必须大范围的拆开吊顶，
且由于较大部分阀门老化严重，存在失效隐患，因此需放
空对应楼层的水，影响病房的使用；

（5）实际现场限制条件
外墙不让开洞，分散式新风取风难度大；室内吊顶内

管线繁杂，前期阶段较难摸清管线，管道相对较污浊；许
多项目一般无设备机房，设备要求吊装，对噪音要求严苛；
部分项目竣工图等原始资料欠缺，无法准确摸清既有系统
概况；受机房位置、电梯、门洞等影响，机组大多数需要
定制尺寸，或者机组散件发货现场组装，研发及安装成本
较高。

（6）新风系统基本不使用，导致增加大量新风后新风
负荷增加，仅依靠室内设备较难满足负荷要求。因此需对

新风做冷热处理（热交换预冷预热处理、表冷处理）。此
处新风冷热源形式，主机位置等受限制；

（7）其他暂未预计的难度等。
4   结论

通过对不同项目的诊断及方案，得出改造项目既有条
件不同，其最终的改造方案也是千差万别。

营销人员的初次现场勘察对最终的方案作用不大，因
此需由技术人员现场勘察，甚至多次勘察测试后得出改造
方案，现场勘察技术人员的能力直接关系到方案的质量。

改造项目很能体现出技术人员的技术价值，但由于是
改造项目，业主不会投入过多的资金，而过程中耗费的技
术人员成本太大，很难直观的体现出其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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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徽州传统民居在长期适应地方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

多种气候适应性的营造方法与技术，其中自然通风的营造
是徽派建筑最普遍的被动式技术之一。随着城镇化和新农
村建设的推进，类似徽州传统民居这样的古村落正在加速
消亡 [1]，而大部分新民居的建设只继承了传统民居的外形，
并没有吸收其优秀的被动式技术。因此，研究徽州传统民
居自然通风，可以为新民居的设计提供指导和启示作用。

目前研究自然通风的手段主要有：理论分析法、实验
法和数值模拟法，数值模拟法包括 CFD 法、多区模型法
和区域模型法，CONTAM 软件模拟属于多区域模型法。
国内对传统民居自然通风的研究大都使用 CFD 模拟 [2-3]，
模拟过程十分繁琐。CONTAM 与 CFD 技术相比具有计
算时间短，描述信息简单明确的特点，在研究自然通风
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4-7]。徽州传统民居高大的外墙使
得室内较封闭，室内温度，压力分布较均匀 [8]，可以采用
CONTAM 软件进行模拟计算。因此，本文结合徽州传统
民居夏季热环境实测结果进行 CONTAM 模拟，分析白天
和夜间两种典型工况下民居自然通风网络，并得出民居各
区域换气次数随风压热压的变化规律。
1   气流分析基本方程组

CONTAM 软件假设建筑每个房间的特征参数分布均

匀，则一个房间区域可看作一个节点，各节点通过门、窗
和建筑缝隙等气流路径相连。利用伯努利方程求解门窗开
口两侧的压差，根据压差与流量的关系就可求出流量，预
测整个建筑的通风量。CONTAM 模拟满足以下气流分析
基本方程组。

（1）节点流量方程，瞬态模拟时，由质量守恒定律可
得：

 =ρi              +Vi               =∑Fji+Fi                                    （1）

式中，i 和 j 均表示区域，mi 为区域 i 内的空气质量
（kg）；Fi 为非流动过程引起的区域 i 内空气质量的增加
或减少（kg/s）；Fij 为区域 i 与 j 之间的气流量（正值代
表从 j 流 i 入，反之相反）。而对于准稳态模拟，式（1）
可改写为 ∑Fij=0。CONTAM 中求解的每一个区域为区域 i，
其它区域则都表示成区域 j，联立多个非线性方程组，通
过 N-R（牛顿拉夫逊）方法求解区域 i 的通风量。为获得
民居白天和夜间的平均通风量，采用 CONTAM 准稳态模
拟。

（2）回路压力方程，假设房间温度恒定，并且考虑风
压作用，由伯努利方程得：

ΔP=Pi -Pj+ΔPs+ΔPw                               （2）

式中，Pi，Pj 为区域 i 与区域 j 的总压（Pa）；ΔPs 为
热压差（Pa）；ΔPw 为风压差（Pa）。

热压差 ΔPs 如下：

ΔPs=(ρ0-ρi )gh=ρ0(         )gh                                         （3）

基于 CONTAM 的徽州传统民居自然通风模拟分析
吴州琴，冯雪峰，唐    诚，董    伟，黄志甲

（安徽工业大学，马鞍山   243032）

［摘   要］自然通风可改善室内空气品质，提高人体热舒适感觉。以徽州传统民居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区域气流分析
软件 CONTAM 模拟分析民居夏季白天和夜间自然通风网络，探讨不同驱动力下民居换气次数变化规律。得出以下结论：
民居白天与夜间自然通风网络有所不同，各区域自然通风均满足最小新风量通风要求。白天厢房、厅堂、天井换气次数值
依次为 9.89h-1、15.25h-1、50.01h-1；夜间厢房、厅堂、天井换气次数分别为 1.74h-1、7.58h-1、8.41h-1。民居白天和夜间自
然通风时，厢房只受热压作用，白天厅堂和天井主要受风压作用，夜间厅堂和天井主要受热压作用。

［关键词］徽州传统民居；CONTAM；自然通风网络；换气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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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0 为室外温度（℃）；ti 为室内温度（℃）；h
为开口距中和面的高度（m）。

建筑外表面风压 Pw 可用下式计算：

Pw=          Ch f (θ)                                                         （4）

式中，vmet 为气象站所测得的风速（m/s）；Ch 为风速
修正系数；θ 为相对风向角；f (θ) 为风压系数。

（3）流量经验模型，CONTAM 对于开启的门窗用孔
口模型（Orifice），按下式进行计算：

F=Cd A    2ΔPρ                                              （5）

式中，F 为通风量（kg/s）；Cd 为流量系数；A 为孔
口面积。

渗漏模型（Leakage）用于计算关闭的门窗，计算公
式如下：

F=Cb    ρ (±ΔP) n                                                            （6）

式中，n 为流动指数，一般取 0.6~0.7；
Cb=LCd    2 (ΔPr)

1/2-n，则式（6）可以变形为：

F =Cd L   2ΔPr ρ (           )n

在参考压差 ΔPr 下得出渗透风量 Fr=Cd L  2ΔPr ρ，进而
计算实际情况的通风量 F。渗透面积 L 根据风扇增压测试
计算得出，一般在两种接近真实压差的情况下进行：

（1）Cd =1.0，ΔPr=4Pa；
（2）Cd =0.6，ΔPr=10Pa。
由于做压差实验可能会破坏古建筑，故渗透面积根

据实际测量结果确定。
2   模型建立及风压系数确定
2.1   多区域网络模型

CONTAM 模拟对象为一典型徽州传统民居“馀庆堂”，
位于安徽省泾县查济村。如图 1 所示，该建筑坐北朝南，

坡屋顶，一进五开间，二层是不住人的阁楼，建筑总高 6.1m，
其中一层高约为 3.3m。

CONTAM 模型由围护结构 Walls，层高 Levels，区域
Zones，门窗 Airflow Paths 等组成。建筑每一个房间视为
一个区域，门窗开口为气流路径，特征参数相同的房间或
门窗可以合并，用于简化模型。对馀庆堂简化后建立多区
域网络模型 COMTAM（图 2），门的开启关闭与实际情
况设置一致。阁楼对模拟结果基本无影响，且不属于研究
区域，故省略。将西厢 1 和 2，东厢 1 和 2 都合并为 1 个
区域，厅堂与天井通过房檐下方隔断，将厅堂设置为 1 个
区域，天井被东西侧门分隔成了 3 个区域，分别为天井东
侧、中部和西侧区域。厢房门和花格窗分别合并为 1 个气
流路径，前后门，天井东西侧门分别设置相应的气流路径，
厅堂房檐下方设置为 1 个气流路径，天井东侧、中部、西
侧开口分别设有 2 个气流路径，用于表示进风和出风，整
个天井大开口共用 6 个气流路径表示。
2.2   风压系数

查 济 村 地 处 东 经 118.28°， 北 纬 29.72°， 海 拔 高 度
142.7m，是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夏热冬冷、四季分明，
以 6、7、8 月为夏季。因查济靠近屯溪，取屯溪市的气象参数。
根据《中国建筑热环境分析专用气象数据集》[9] 提供的屯
溪市的典型气象年数据，确定夏季室外平均风速 1.6m/s，
主导风向 210°。采用 CONTAM 配套的软件 CFD0 模拟建
筑室外风环境，得到建筑外表面各气流路径的风压系数，
由于篇幅限制，这里只列出南北外墙的风压系数模拟结果
（图 3）。CONTAM 根据公式（4）可计算建筑外表面风
压 [10]。
3   模拟方案及参数设定

根据课题组对查济村村民生活习惯的调研，一般白天
门窗全部开启，夜间门窗均关，故模拟方案设定为白天门
窗全开和夜间门窗全关两个典型工况，并根据课题组查济
夏季热环境和风环境实测结果确定各区域参数，见表 1。

ρvmet
2

2

±ΔP
ΔPr

图 1   馀庆堂平面图 图 2   馀庆堂 CONTAM 模型

（a）北墙 path（7）风压系数 （b）南墙 path（15）风压系数

图 3   建筑外表面风压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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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区域参数设置

区域
（zone）

房间
层高
/m

体积
/m3 工况

温度
/℃

风速
/(m/s)

风向角
/deg

1、3 厢房 3.3 111.0
白天 32.51

—— ——
夜间 31.48

2 厅堂 6.1 169.8
白天 32.95

—— ——
夜间 28.76

4、5、6 天井 6.1 99.6
白天 33.01

—— ——
夜间 28.74

Ambt 室外 —— ——
白天 33.24 2.35 210
夜间 24.75 0.24 210

门窗开启时采用孔口模型，关闭时采用渗漏模型（表 
2），根据查济实测结果，白天厢房门窗和夜间厅堂房檐
下方为双向流动，故设为双向流气流路径。参考文献 [11]
给出的值设置相关参数，孔口路径时，流量系数为 0.6，
流动指数为 0.5；渗漏路径，参考压差为 4Pa，流量系数
为 1.0，流动指数为 0.65；双向流路径时，流动指数为 0.78。

表 2   气流路径参数设置

气流路径
（flow path）

开口 工况 模型 面积 /m2 相对高度 /m

1、2、5、6 天井东西侧开口 全天 孔口 9.86 0
3、4 天井中部开口 全天 孔口 8.16 0

7、15 前后门
白天 孔口 2.4 1.0
夜间 渗透 0.084 1.0

8、11 厢房门
白天 双向流 3.84 0
夜间 渗透 0.43 1.2

10 厅堂房檐下方
白天 孔口 24 2.5
夜间 双向流 24 0

9、12 厢房窗
白天 双向流 3.84 0
夜间 渗透 0.72 1.8

13、14 东西侧门
白天 孔口 1.17 0.9
夜间 渗透 0.067 0.9

4   模拟结果分析
4.1   白天自然通风网络

对于每一个模拟区域，CONTAM 模拟结果都是满足
风量平衡关系的。如图 4 馀庆堂白天自然通风网络中的天
井中部（zone（5）），其流入的气流路径有 path（3），
path（13）和 path（15），流入风量相加为 2.23kg/s，气
流路径流出的有 path（4），path（10）和 path（14），流
出风量和为 2.23kg/s。CONTAM 很详细的将民居各开口通
风量、通风方向和压降表示出来了，这些区域、气流路径、
压降、通风方向和通风量便形成了民居自然通风网络。

由图可知，馀庆堂白天在门开工况下，室外西南方向
的风吹向建筑时，对天井有抽吸作用，天井开口既是进风
口也是出风口。白天厢房形成单侧通风，厢房门窗都是进

出风口，风从门窗的上部开口进入室内，再从门窗的下部
开口流入天井。室外风从前门通过天井中部流向厅堂进而
流出后门流向室外，整个过程形成了贯穿厅堂的穿堂风。
天井中部与天井东西侧通过侧门进行风量交换，风从天井
东侧通过东侧门流向天井中部，再通过西侧门流向天井西
侧。
4.2   夜间自然通风网络

图 5 为馀庆堂夜间自然通风网络，夜间室内温度高于
室外，建筑各区域都会形成热压通风，同时也会存在风压
通风，由于夜间门窗均关，自然通风大都依靠渗透通风进
行。对比白天和夜间自然通风网络图可以发现，夜间各气
流路径通风方向与白天有所不同，各区域自然通风量明显
小于白天。厢房夜间仍然形成单侧通风，夜间天井冷空气
通过门缝隙向厢房渗透，带走厢房的热量后从花格窗渗透
出风流入天井。厅堂温度高于室外，室外冷空气通过后门
缝隙渗透进入厅堂，厅堂与天井温差存在使得房檐下方有
进风和出风，出风量大于进风量，厅堂的热量通过出风被
带入天井，通过天井热压作用流出天井。夜间天井部分开
口仍是进出风口，天井东侧、中部与西侧之间几乎没有风
量交换。
4.3   换气次数

根据 CONTAM 模拟结果计算白天和夜间各区域通风
量和换气次数，见表 3。

表 3   馀庆堂各区域通风量及换气次数

工况 类别 西厢 东厢 厅堂 天井东侧 天井中部 天井西侧

白天
通风量（kg/s） 0.39 0.39 0.93 2.35 2.23 1.42
换气次数（h-1） 9.89 9.89 15.25 54.51 62.65 32.87

夜间
通风量（kg/s） 0.07 0.07 0.46 0.26 0.55 0.16
换气次数（h-1） 1.74 1.74 7.58 5.95 15.47 3.82

从表中可以看出，白天各区域换气次数值都较大，夜
间各区域换气次数均低于白天。根据中国居住建筑最小换
气次数 0.45h-1 的要求 [12]，民居白天和夜间各区域自然通
风均满足最小新风量通风要求。因厢房是居住空间，夜间
需要有较大的通风量排出室内余热，建议夜间开启厢房花
格窗。经过 CONTAM 模拟计算后得夜间窗户开启时厢房
换气次数值增加至 11.24h-1，换气次数有了很大的提升，
这也侧面反映了厢房夜间热压通风潜力较大。

天井中部主要和室外和厅堂通风换气，天井东西侧与
厢房和室外进行自然通风。室外风向为 210°，厅堂与厢房
通风的区别等造成了天井开口通风量不一致，白天和夜间
天井中部换气次数均要大于天井东侧和西侧，且天井东侧
换气次数均要大于天井西侧。白天和夜间，西厢与东厢换
气次数都一样，说明厢房自然通风仅受热压作用，并不受
风压影响。

图 4   馀庆堂白天自然通风网络 图 5   馀庆堂夜间自然通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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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驱动力
民居夏季自然通风包括风压通风和热压通风。当室外

风速较大，风从天井上方流过，由于文丘里效应，在天井
处形成负压，从而产生天井的“抽风”效果，可促进建筑
的自然通风。热压通风的原理其实是由于天井和相邻空间
的温度差，或者天井本身垂直方向的温度差，利用空气密
度的不均匀来自然形成冷热空气的交换和流通，从而达到
通风换气的目的。

民居自然通风同时受到热压和风压影响，只考虑风压
时将室内外温差设为零，只考虑热压时将室外风速设为零，
据此模拟民居白天和夜间不同驱动力下的自然通风，各区
域换气次数计算结果见图 6。从图中可以看出，风压通风时，
厢房换气次数为零，原因是厢房为单侧开口房间，无法形
成持续的风压通风，厢房只受热压作用。风压通风时，白
天厅堂和天井换气次数较大，夜间厅堂几乎没有风压通风，
天井形成的风压通风也较弱。热压通风时，门窗均开使得
白天厢房和天井的热压通风强于夜间，厅堂白天和夜间热
压通风区别不大。白天自然通风时，厅堂和天井主要受风
压作用，风压和热压相互增强；夜间自然通风时，厅堂和
天井主要受热压作用，风压和热压相互增强。
5   结论

（1）区域、气流路径、压降、通风风向和通风量形成
了民居自然通风网络。夜间各气流路径通风方向与白天有
所不同，各区域自然通风量明显小于白天。

（2）民居白天在室外西南风的作用下形成了贯穿厅堂
的穿堂风，厢房存在单侧通风，天井开口既是进风口也是
出风口；夜间厢房和厅堂都形成了热压通风，冷空气通过
渗透通风进入室内，带走室内的热量后流向天井，再通过
天井热压通风将热量排向室外，同时存在的风压通风加强
了夜间自然通风。

（3）白天厢房、厅堂、天井换气次数值依次为 9.89h-1、
15.25h-1、50.01h-1；夜间厢房、厅堂、天井换气次数分别
为 1.74h-1、7.58h-1、8.41h-1。民居夏季各区域自然通风均
满足最小新风量通风要求，夜间厢房为了更好的排出室内
余热，建议夜间厢房将花格窗开启。

（4）民居白天和夜间自然通风时，厢房只受热压作用。

白天厅堂和天井主要受风压作用，风压和热压相互增强；
夜间厅堂和天井主要受热压作用，风压和热压相互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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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驱动力下各区域换气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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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医院是易感人群高度集中、多种病源共存的特殊场所，

其室内空气环境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医院公共区域
是指挂号大厅、各科室候诊区等，这些空间的空气质量主
要是由足量新风量来保障，然而目前这些区域空气质量差，
新风不调节是普遍现象，少数医院根据室内 CO2 浓度传感
器信号反馈调控新风量，但不易产生好的效果，原因是大
多数 CO2 传感器都存在着监测位置难以确定，随着时间增
长检测可靠性较差等问题。然而产生空气质量不好的根本
原因是未能准确合理的把握医院门诊这类建筑的特性，尤
其是新风量需求的特性。
1   门诊公共空间动态新风量需求模型

新风量需求设计主要有人员指标法、规定设计法和性
能设计法 [1]。其中人员指标法在工程中应用最广泛，是根
据人员数量与人均最小新风量相乘得出新风量，最小新风
量指标由室内卫生要求浓度控制要求确定，新风量随人员
数量变化而变化。医院一般用门诊量来反映医院人流量的
多少，实际上门诊量只反映了医疗服务次数，代表了每天
接待患者的人数 [2-4]，不能等同于人流量。医院内部除了
就诊人员外，还包括医护人员及大量陪护人员；同时医院
建筑有着严格的空间秩序和功能要求，具有相对固定的医
疗流程 [5-7]，各自不同空间的人流量还包括为了就诊或医
疗服务而来回穿梭的人员。因此门诊各空间逐时的动态新
风量需求模型为：

Qi =q0·α·β·Ni                                                                （1）

式中：Qi 为 i 时刻的新风量（m3/h）；q0 位人均新风
量指标（m3/h）；Ni 为逐时门诊量；α 为空间修正系数，
门诊大厅一般取 1，其余候诊区一般取值小于 1，由科室
就诊人数占就诊总人数的比例决定；β 为考虑到陪同，来
回穿梭人员的修正系数。

所以解决新风量动态需求就是寻求动态门诊量，要进
行通风系统的前馈调节，就是要摸清门诊量的逐时动态数
值变化特征，而数据预测是解决方法之一。
2   门诊量逐时时间序列预测

逐时门诊量是时间序列，时间序列数据挖掘是发现时
间序列数据中的时态模型 [8]。然而时间序列数据中通常存
在大量噪声，对原始数据挖掘效率和准确度都很低。因此
首先需要进行数据特征分析，从已有数据的规律中找出可
能影响目标变量的主要因素；其次在数据挖掘之前应对原
始数据进行变换，将原始时间序列映射到某个特征空间中，
并用它在这个特征空间中的映像来描述原始时间序列，使
得数据挖掘在更高层次的数据上进行，再进行建模和预测。
2.1   关联因素分析

2.1.1   气温与门诊量
人的健康与生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气象条件的影响。

考虑到气温对人身体影响的滞后性，在分析时将周门诊量
与全年逐日日平均气度进行关联分析。

图 1 显示某医院所在地 2013 年全年日平均温度呈现
抛物线特征，范围为 -3~28℃。排除 1 月春节期间门诊量
减少的影响，日平均温度在 5~18℃ 时，周门诊量与日平
均气温呈负相关；当日平均气温高于 18℃ 时，周门诊量
与日平均气温呈正相关。

2.1.2   空气质量指数与门诊量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已将空气质量指数（以下简称

AQI）和一些医院的门诊量及疾病数据纳入监测范围以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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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空气污染物暴露水平对人群健康影响变化。现在的大数
据分析发现雾霾天气时，儿童、老年人、呼吸系统和心血
管疾病等易感人群的患病率增加，急救中心急救车出诊次
数明显增加；一些医院的数据显示心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
疾病就诊人数也有所增加 [9]。

由于空气质量对人健康影响的滞后性，将某医院 1 月
至 5 月周门诊总量与逐日室外空气质量指数进行关联分
析，由图 2 可知，在 2 月份时，室外空气质量指数较大，
空气质量较差，周门诊量较其他时间高 20% 左右，说明
了室外空气质量指数对门诊量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2.1.3   影响因素的动态关联分析
本文采用灰色系统关联度分析因素时间序列的动态过

程。关联度是对两个系统或两个因素之间关联性大小的量
度。如果两者在系统发展过程中相对变化基本一致，则认
为两者关联度大；反之，两者关联度就小。设有 m 个时间
序列：

t x1
(t)  x2

(t) … xn
(t)

1 x1
(1) x2

(1) … xn
(1)

2 x1
(2) x2

(2) … xn
(2)

… … … … …
n x1

(m) x2
(m) … xn

(m)

即：

{X1
(0)(t)},{X2

(0)(t)},…, {Xm
(0)(t)},  (t =1,2,…, N )         （2）

式中：N 为各序列的长度即数据个数，这 m 个序列代
表 m 个因素。另设定时间序列 {X0

(0)(t)} (t =1,2,…, N ) ，该
时间序列为母序列，而上述 m 个时间序列称为子序列。

本文采用最大最小值法，即 yi =                   进行标准
化数据变换。经数据变换的母序列记为 {X0(t)}，子序列记
为 {Xi(t)}，则在时刻 t =k 时母序列与子序列的关联系数为：

Loi (k)=                                                                        （3）

式中：Δoi(k) 表示 k 时刻两比较序列的绝对差，即：
Δoi(k)=|x0(k)-xi(k)|(1 ≤ i ≤ m)；Δmax 和 Δmin 分别表示所有
比较序列各个时刻绝对差中的最大值与最小值；ρ 为分辨
系数，其意义是消弱最大绝对差数值太大引起的失真，提
高关联系数之间的差异显著性，ρ ∈ (0,1)，一般取 0.1~0.5。
两序列的关联度以两比较序列各个时刻的关联系数的平均
值计算，即：

roi =     ∑ Loi (k)                                                             （4）

式中：roi 为子序列与母序列的关联度，N 为比较序列
的长度。

图 3   关联系数图

由图 3 可知，当分辨系数为 0.4 时，某医院日门诊量
与日平均气温的平均关联度为 0.58，与 AQI 的平均关联
度为 0.51。说明某医院的门诊量与日平均气温与 AQI 均
有较强的关联，且日门诊量与日平均气温的关联程度大于
与 AQI 的关联。
2.2   预测方法选择

逐时门诊量时间序列是非平稳动态变化序列，受很
多细节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将长期变化情况和短期变化
情况分开。小波分析采用信号的时间 — 频率分析方法，
具有表征信号局部特征的能力 [10,11]。它是将复杂的时间
序列分解成若干不同频带的细节序列和背景序列（D1，
D2，…，DP，AP），P 为分解层数。细节序列描述的是高
频成分，概貌序列描述的是低频成分。它们在时间序列中
的比重和作用机制完全不同，其未来的演变趋势也不同，
因此对原始序列的未来贡献值不同。概貌序列是长期稳定
的趋势序列，其不受短期因素的影响，而细节序列易受因
素的影响。在预测模型中采用小波分析，利用其对信号任
意细节加以提取、分析，从非平稳、长周期的门诊量序列
中获得具有本质信息的信息。神经网络预测侧重于描述局
部和短期因素的影响作用。

图 1   某医院周门诊量与日平均气温关系 图 2   周门诊量与空气质量指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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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某人民医院为例，以 1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的
逐时门诊量数据为研究时间序列数据。1~4 月逐时门诊量
作为训练数据，5 月 1 日 ~29 日逐时门诊量数据作为预测
数据，采用了四种不同的预测方案作对比，详见表 1。

表 1   预测方案

序号 方案说明

方案一
时间序列进行两层小波分解，概貌序列不加影响因素，
细节信号加影响因素进行神经网络预测

方案二
时间序列进行两层小波分解，每层时间序列进行神经
网络预测

方案三 时间序列加影响因素的神经网络预测

方案四 时间序列直接采用神经网络预测

注：预测时选用周期延拓增加原始信号的长度，将边
界延拓到原始信号之外，以保证原始信号分解和重构的准
确性，采用 Mallat 算法进行小波分解。

采用平均距离对预测日实际和预测时间序列进行评
价，距离越小，表明预测效果越好。平均距离为：

D =                                                                               （5）

式中： m 为预测的天数，Mi 为预测值，Mio 为实际值。
将 1~5 月逐时门诊量时间序列进行 2 层小波分解，分

解结果如图 4 所示。
采用方案一通过小波分解得到概貌序列 A2 和细节信

号 D1 和 D2。将概貌序列 A2 不加影响因素进行神经网络

预测，将细节信号 D1 和 D2 增加室外空气质量指数和日
平均温度进行预测，预测后叠加重构得到 5 月 1 日 ~29 日
逐时门诊量预测值，预测值与实际值如图 5 所示。

图 5   预测门诊量与实际门诊量关系图

采用四种不同预测方案的结果如表 2。
表 1   不同方案对比表

序号 平均距离

方案一 121
方案二 192.5
方案三 233.2
方案四 287.6

图 4   门诊量小波分解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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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均距离为评价指标，由表 2 可知，方案一比方案
二、方案三和方案四的预测误差平均距离减小了 37%，
48% 和 58%，因此方案一为最佳方案。
3   新风量前馈调控策略
3.1   门诊量预测流程

由上述分析可知，基于影响因素修正的小波神经网络
门诊量预测模型更加准确。其预测流程为：

（1）对研究对象的门诊量进行数据分析，提取门诊
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如日平均温度、AQI 等）；

（2）对门诊量时间序列选用周期延拓增加原始信号
的长度，将边界延拓到原始信号之外，以保证原始信号分
解和重构的准确性，然后采用 Mallat 算法进行小波分解，
先进行 n 层分解（分解成高频信号和低频信号），分别给
出门诊量特征时间序列曲线及分解后的概貌序列（A2）和
细节序列（D1, D2, …）。

（3）对小波分解的每层序列进行神经网络预测，网络
预测输入参数为前两天逐时门诊量，其中在细节序列预测
时加入影响因素（如日平均温度、AQI 等），概貌序列不
加影响因素，输出为各层预测日的逐时门诊量。

（4）将每层的预测值对应时刻进行逐时门诊量时间序
列叠加重构，获取逐时门诊量的预测值。

流程如图 6 所示。
3.2   运行控制策略

明确了门诊量即可由式（1）得到人员数量，进而可
知逐时新风量需求，将逐时新风量与所选新风机最大风量
进行比较，确定运行风量即成了新风系统的运行控制策略，
如图 7 所示。
4   结论

（1）掌握门诊公共空间新风量需求的本质是掌握门诊
量的变化特征规律。利用本文提出的小波分解的神经网络
预测模型预测逐时总门诊量，根据门诊量比例拆分模型，
得到每个区域的逐时值，进而根据门诊量与人流量的关系
模型，计算得到各个空间的逐时人流量，由人流量确定新

风量，进而确定新风机的控制策略。
（2）将建立好的控制策略封装到控制器 PLC 或 DDC

中，将控制器与新风机连接，按需实时向室内供给适宜的
新风量，提升室内空气品质，节约新风处理能耗。采取预
测手段实现前馈控制方式调控新风系统，改变了传统控制
中采用反馈方式存在的成本高，测试不准，传感器易损坏
等问题，同时减少了前期硬件的投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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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通风专委会住宅与公共建筑通风研究组在对全国各大

建筑设计研究院进行民建通风设计现状调查中发现，多数
设计师认为标准部分条款落后于工程实践，有失合理性。
部分条款缺乏成熟技术支持，执行困难。尤其是对于自然
通风的利用，有的标准条文只有原则性的表述，没有具体
的计算和设计方法，难以支撑工程设计。[1]

我国第一部完全针对民建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的基础
性通用技术规范《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以下简称《民建暖通规范》）[2] 的部分条款是
直接引用或参照工业建筑通风规范相关条款编制的。因工
业建筑与民用建筑所针对的对象不同，不同对象使用的环
境、使用的状况是不一样的，在通风需求、运行条件上是
有差异的，这促使了住宅与公共建筑通风研究组对标准规
范民建通风条款内容的开展了针对性研究和深入思考。
1   民建热舒适通风的重要性

通风是指建筑室内外的空气交换，是将建筑室内的不
符合卫生标准的污浊空气排至室外，将新鲜空气或经过净
化符合卫生要求的空气送入室内，是保障室内健康和空气
品质的重要手段。通风分为卫生通风和热舒适通风。建筑
卫生通风是基础通风，是为了满足人体健康需要所必须提
供的通风要求，所有建筑任何时间都需要。热舒适通风是
排热通风，通过提高空气流速而增加室内人员体内散热，
以及防止由人体皮肤潮湿引起的不舒适而进行的通风措
施，用于改善室内人员的热舒适条件。虽然它是部分建筑
部分时间内的需要，但热舒适通风能够减少供暖空调系统
的运行时间，降低建筑能耗，是建筑节能的关键，其重要
性不言而喻。

2   民建热舒适通风的条件
民用建筑热舒适通风不同于工业建筑。在工业建筑热

车间，热车间内温度始终高于室外温度，如图 1 所示，利
用自然通风能够起到排热降温的作用。而对于民用建筑，
室内温度并不是任何时间都高于室外，都可以利用自然通
风进行降温，比如夏季中午室外气温最高的时段。当室外
温度高于室内温度时是不宜降温通风的，若进行通风反而
会引起室内温度升高，室内人员的热不舒适。因此，民用
建筑热舒适通风的利用是有条件的，其前提条件是室外空
气温湿度适宜。

图 1   民建室内与工建热车间日温度对比

3   标准条款中关于民建热舒适通风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民建暖通规范》中通风条款的梳理与思考，

围绕民建热舒适通风的条款内容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3.1   通风室外计算温度对民建通风不适用

《民建暖通规范》中第 4.1.3 条和第 4.1.8 条分别给出
了冬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和夏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冬季
通风室外计算温度，应采用累年最冷月平均温度；夏季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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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室外计算温度，应采用历年最热月 14 时的月平均温度
的平均值。

《民建暖通规范》规定的通风室外计算温度是直接引
用工业通风中针对热车间的取值方法，属于工业卫生通风
的情况，主要是防止热车间工人中暑，民建不适用。从《民
建暖通规范》附录 A 各城市通风室外计算参数值可知，部
分城市夏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高于 30℃，不仅不会改善
室内热湿环境，还会严重恶化室内热湿环境。因此，不能
用于民建的热舒适通风。
3.2   自然通风利用未考虑风的热性

《民建暖通规范》第 6.2.1 条建筑在利用自然通风优化
设计时，更多考虑的是风向，没有考虑到风的热性。夏季
自然通风主要是用作被动式降温，还需要加上对风的热性
要求，即室外温度要低于室内温度。在恒定内热源条件下，
确定通风室外计算参数时，室外温度越接近于室内温度，
可利用的自然通风时段就越多，而建筑空调设备系统的能
耗就越小，但需要的自然通风开口面积会增大。通风室外
计算参数的确定应与建筑及其设备系统综合考虑，分析设
计方案的经济合理性。由此可知，风的利用除考虑其风速、
风向外，还应考虑温度指标。

从民建室内与工建热车间一天的温度变化图（图 1）
可知，夏季民用建筑只有部分时间是可以充分利用自然通
风来进行降温，因此民用建筑需要明确夏季自然通风时段，
关注这个时段的风向及其风速大小。而条文对利用穿堂风
进行自然通风的建筑，考虑的是其迎风面与夏季最多风向
的角度问题。根据选取的部分城市典型气象年夏季（6~9 月）
逐时室外风环境参数分析（见表 1）可知，夏季最多风向
多与夏季 13:00 时刻风向接近或者一致，而夏季 13:00 时
刻室外温度高于室内温度，不利于进行自然通风。因此条
文不应仅笼统的规定建筑迎风面与夏季最多风向的角度。

表 1   部分城市夏季风向统计表

城市 北京 重庆 成都 郑州 上海 广州

夏季最多风向 7 15 1 3 4 7
夏季 13:00
时刻风向 9 16 11/9 3 4 7

注：各数字表示的风向信息见《中国建筑热环境分析
专用气象数据集》。
3.3   自然通风量的确定方法不明确

在自然通风量的计算方面，应同时考虑热压及风压的
作用，但如何同时考虑热压与风压的作用，热压与风压相
互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热压与风压作用下的两种自然通
风方式的效果是加强还是削弱，哪一种通风方式占主导，
这些都需要对自然通风进行分析、判断。

《民建暖通规范》在确定风压作用的通风量原则时，
第 6.2.8 条第 1 款“分别计算过渡季及夏季的自然通风量，
并按其最小值确定”这一原则出现主次不分的问题。通常
情况下，夏季风压作用的自然通风量小于过渡季风压作用
的自然通风量，若按夏季风压作用的自然通风量确定并采
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即表明夏季的自然通风潜力被挖掘利
用了，而最大值的过渡季自然通风潜力未被充分利用。

“最小值”主要是从可靠性、保证率角度来讲的，而“最
大值”是从有效性、充分性角度考虑，两者思考的角度不
同，决定的技术路线不同，最终决定了效果亦不同。因此，
自然通风最大的潜力是在过渡季节，自然通风的设计首先

应考虑过渡季节充分利用，然后才考虑夏季的通风时段，
校核其自然通风的利用效果，再通过技术经济比较，辅以
机械通风或空调系统。
3.4   自然通风潜力的评价指标不明确

在自然通风潜力评价方面，如何来评价自然通风潜力
的大小，标准没有给出明确的评价指标。

从热利用方面考虑，可在建筑通风时段内考虑室内、
外温度差值，利用自然通风的降温作用，通过建筑通风时
段乘以室内外温差平均值来评估自然通风热潜力大小。

从风力方面考虑，风力越大，风越稳定，自然通风的
利用效果越好。因此，可通过垂直于建筑迎风面的风速与
建筑通风时段的乘积来评估自然通风风力潜力大小。垂直
于建筑迎风面的风速要考虑风向与建筑迎风面的夹角的修
正，保证垂直于建筑迎风面的风力大小。

因此，自然通风潜力的评价指标可为两个参数，一个
是建筑通风时段，即利用自然通风的时间长短，另外一个
是自然通风的利用效果。
4   确定民用建筑热舒适通风的思路

室内热舒适是建筑热环境的基本要求。对于民用建筑，
存在通风季节和建筑通风时段的热舒适通风情况。建筑节
能季节舒适度模型基于热平衡原理，将影响人体舒适度的
温度、湿度与衣着情况纳入人体热量平衡方程，从而得到
有效实感温度 AT 值。AT 值反映了人体的综合热舒适度情
况，AT 值的舒适度区间大约在 16~28℃ 范围 [3]。而室内
热环境除了要满足人体热舒适性要求，还要满足卫生学要
求。基于健康角度考虑，当温度高于 25℃，相对湿度 Φ
大于 70%，含湿量 di 大于 14g/kg• 干空气时需要除湿，当
相对湿度 Φ 小于 30% 时需要加湿。因此，根据 AT 值和
建筑节能季节与时段的划分标准 [4] 可划分出不同城市采暖
季节、空调季节、通风季节和除湿加湿季节。在不同的季
节，即便是通风季节也并非每天 24h 都满足热舒适通风要
求，因而进一步依据该标准确定出各季节室外气候条件满
足要求的那段时间，即通风时段。

民用建筑的热舒适通风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明确出建
筑通风时段，其中包括通风季节的通风时段和非通风季节
的通风时段，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确定通风室外计算温度，
考虑自然通风的利用，确定自然通风量的基本原则，以及
评价自然通风的潜力等。

根据通风季节通风时段室外空气干球温度的最高值
可确定出不同城市通风设计室外计算温度，重庆、北京地
区通风室外计算干球温度分别为 20.3℃ 和 23.8℃[5]。而在
考虑自然通风的利用时，除了考虑风速风向外，还需要考
虑风的热性，宜与夏季自然通风时段的最多风向垂直或呈
不小于 45 度角。自然通风的设计宜优先考虑过渡季节最
大化利用，再校核夏季通风时段通风效果。在自然通风潜
力的评价方面，建筑通风时段也是其中一个关键参数。因
此，确定民用建筑热舒适通风的关键是要确定出建筑通风
时段。
5   结论

（1）民用建筑热舒适通风是排热通风，能够减少供暖
空调系统的运行时间，降低建筑能耗，是建筑节能的关键，
应充分合理利用。

（2）工业建筑与民用建筑不同，民用建筑热舒适通风
的前提条件是室外空气温湿度适宜。

（3）已有的关于热舒适通风的研究成果大多针对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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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通过对标准规范条款的梳理与思考，《民建暖通规
范》中有关热舒适通风条款存在通风室外计算温度不适用
民建热舒适通风，自然通风的利用未考虑到风的热性，风
压作用的自然通风量的确定原则存在主次不分，以及自然
通风潜力的评价未能明确清楚等问题。

（4）标准规范中有关热舒适通风条款存在的问题均应
基于建筑通风时段来开展研究，建筑通风时段是民用建筑
热舒适通风确定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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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开窗通风是人在建筑活动中，为满足室内空气新鲜寻

求到的简单、便捷且节能的行为方式。但在室外环境污染
日益加剧的今天，直接开窗通风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健康
需求。若建筑内无新风系统，室内人员呼吸产生的二氧化
碳、系统设备运行产生的污染气体、装饰材料及家具家电
散发的挥发性有机物等，将严重影响室内人员的身体健康。
病态建筑综合征、建筑相关疾病及化学物质过敏症等问题
的出现使人们认识到保证房间新风量是构建健康建筑的基
本要求之一 [1]。

建筑新风的主要用途可以概括为以下 6 点：（1）提
供室内人员呼吸代谢所需要的空气；（2）稀释室内污染
物，减少各种室内疾病的发生和传播；（3）控制室内异味，
提高室内空气品质的可接受度；（4）创造优异的空气环境，
提高人员的工作效率；（5）调节室内温湿度；（6）营造
室内气流环境等 [2]。

本文挑选几类典型公共建筑不同房间类型的状态进行
研究综述，新风标准限值主要对比办公室、医院及高密度
人群建筑；通风研究现状主要综述对象为办公室、教室、
商场等。
1   标准中新风限值对比

设计新风量的主要参数为新风量、换气次数，根据国
家现行卫生标准中的容许浓度，各标准中对于不同公共建
筑的新风量的限值不尽相同。以《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
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2012）为参考，将本文选
取研究的房间类型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公共建
筑主要房间，包括办公室、客房、大堂及四季厅，取值标
准为每人所需最小新风量；第二种类型为医院建筑，包括

门诊室、病房及手术室，由于现有人员新风量指标所确定
的新风量没有考虑到建筑污染部分，无法保证始终完全满
足室内卫生要求，故医院建筑中房间新风量按照换气次数
进行确定；第三种类型为高密人群建筑，按照不同人员密
度规定每人所需最小新风量。

本文按照以上三种类型的划分，对比国内公共建筑主
要标准及规范，以期得到完善的新风需求指标。

第一种类型新风取值标准对比：
表 1   公共建筑典型房间最小新风量限值

房间类型
最小新风量

（m3/( 人 ·h)） 标准

办公室 30
客房 30

大堂、四季厅 10

所有室内 30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 18883–2002

以上表格可以看出，《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 
18883–2002）中对室内最小新风量的取值不区分房间类型，
统一为 30m3/( 人 ·h)，而对于大堂、四季厅等房间类型，
GB 50736–2012 中规定的最小新风量为 10m3/( 人 ·h)，有
所区别。

第二种类型新风取值标准对比：
表 2   医院典型房间最小换气次数限值

房间类型
换气次数
（次 /h）

标准

门诊室 2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2012病房 2

手术室
5
6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 GB 51039–2014

以上表格中，手术室的换气次数在两个标准中数值
不统一，《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2012》中换气次数规定为 5 次，《综合医院设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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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GB 51039–2014》中规定为 6 次，有所区别。
第三种类型新风取值标准对比：

表 3   高密度人群建筑最小新风量限值

房间类型 最小新风量（m3/( 人 ·h)）
最小换气次数

标准
（次 /h）

教学楼

——
小学 2.5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

初中 3.5 GB 50099–2011
高中 4.5 　

PF ≤ 0.4 28
——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
气调节设计规范

0.4 ＜ PF ≤ 1.0 24 GB 50736–2012
PF ＞ 1.0 22 　

商场建筑
PF ≤ 0.4 19

——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
气调节设计规范

0.4 ＜ PF ≤ 1.0 16 GB 50736–2012
PF ＞ 1.0 15 　

公共交通
等候室

PF ≤ 0.4 19
——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
气调节设计规范

0.4 ＜ PF ≤ 1.0 16 GB 50736–2012
PF ＞ 1.0 15 　

地下车站 12.6
地铁设计规范

GB 50157–2013

影剧院
PF ≤ 0.4 14

——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
气调节设计规范

0.4 ＜ PF ≤ 1.0 12 GB 50736–2012
PF ＞ 1.0 11 　

所有室内 30 ——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18883-2002

公共建筑
根据室内 CO2 浓度检测值

进行新风需求设计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50189-2015

以上表格中，教学楼建筑的新风取值规定有较大不
同，《中小学校设计规范 GB 50099–2011》对新风的计算
是依据于最小换气次数，且小学、初中及高中教室的换气
次数各不相同，而《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
范 GB 50736–2012》中依据于人员密度下的最小新风量进
行计算，《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 18883–2002》统一给出
最小新风量，说明《中小学校设计规范 GB 50099–2011》
在对新风的需求中关注于不同学龄阶段，而《民用建筑供
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2012》中关注于人
群的密度，《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 18883–2002》中关注
于室内空气品质。 

由于各个标准中关注的方向不同，导致不同标准中对
新风需求的规定限值也不同。在设计中如何在众多标准规
范中选取适宜于房间类型的新风量，在有地方标准的情况
下，应以更加严格细分的地方标准为主；在既有通用设计
标准及某类建筑专门区别的设计标准时，应选取专业性更
强的设计标准。
2   各类公共建筑通风研究现状

按照不同建筑类型分别进行研究现状的分析总结，以
期从中得到不同建筑通风需求的共性和个性。
2.1   办公楼

在《办公建筑设计规范》JGJ 67–2006 中规定，一类、
二类及三类办公室内的新风量均要求每人每小时不应低于
30m3。办公楼建筑的主要特点在于人流量稳定，故其新风
量的计算方法主要以人均最小新风量进行规定。

2.1.1   空气品质状况
林波荣 [3] 结合用户主观问卷调研和现场实测，比较

了不同气候区不同绿色办公建筑室内环境品质的情况，并

与相同气候区普通办公建筑的室内环境品质情况进行了对
比，分析了不同建筑典型周围二氧化碳浓度。发现除了持
续性开启新风机组的建筑之外，绿色办公建筑与常规建筑
的二氧化碳浓度基本上无显著性差别，但是人们对于绿色
办公建筑的空气品质的满意程度却明显高于常规建筑，说
明办公建筑的室内空气品质除了受到二氧化碳浓度影响之
外，还受到更多其他因素的影响。

兰丽 [4] 等人调查了上海市两办公建筑建筑内人员对室
内环境的总体感觉，并对室内的空气温度、湿度、风速、
噪声、甲醛和二氧化碳浓度等物理参数进行了测量，对当
前办公室的室内空气品质做一个研究，同时确定对室内人
员工作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尽管建筑室内各项物
理参数都在标准范围内，接近 50% 的人员抱怨有病态建
筑综合症，且大多数人希望增加室内新风量。

辛晶晶 [5] 等人对上海市大型办公楼室内 CO2 浓度进
行了测试，并提出了根据室内 CO2 浓度确定新风模式的想
法。在过渡季节室内 CO2 浓度均未出现超标现象，而主
要超标的时段集中在夏季的 7、8、9 月，造成该现象的原
因是该办公建筑夏季室外自然渗风量明显比过渡季和冬季
小，导致夏季室内 CO2 浓度累积效应相对强于自然渗风的
消散作用，从而易出现夏季室内 CO2 浓度超标的现象。由
此可以看出，就办公建筑的室内品质中的 CO2 浓度而言，
在不同的季节也是会出现浓度超标现象的。建筑内的通风
需求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受到季节和通风模式等的影
响。

以上研究说明，通过调研、实测数据，办公建筑室内
的空气品质并不理想，主要存在 CO2 浓度超标的问题，即
使 CO2 浓度及其他室内污染物的浓度在标准范围内，室
内人员依然表示希望增加室内新风量来缓解病态建筑综合
征。

2.1.2   通风方式
赵永等人 [6] 利用 Climate Consultant 软件分析了毕节、

贵阳、遵义三个地区办公建筑应用通风降温措施的适宜性，
结果表明，三个地区办公建筑采用通风代替空调均能减少
至少 47.1% 的空调使用率，同时利用实测得到，办公建筑
应用通风降温技术每年可节省冷量 21~31.5kW·h/m2。办公
建筑利用通风降温，不仅能减少空调系统能耗，同时大量
引入的新风还能有效稀释室内的 CO2 浓度、PM2.5 等污染
物，有效地提高室内空气品质。

利用 CFD 模拟软件，许健 [7] 对采用层式通风方式下
的典型办公建筑在不同室内气流组织下的空气品质和房间
的排污效率进行了模拟，得到不同的送风高度和回风方式
对办公室的室内人员呼吸区空气品质和房间的排污效率均
有影响，送风口设置在 Δh=20cm 处能使呼吸区获得更好
的空气品质，且采用上部回风比下部回风形式能使呼吸区
获得更优的空气质量，在对建筑的通风量进行设计的时候，
需要充分考虑室内气流组织形式的影响。

安晶晶 [8] 等人对采用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的办公建筑
的 CO2 浓度、温度及冷负荷等进行模拟，以分析两种通风
方式对室内空气品质的差别，开窗通风可以保持较低浓度
的 CO2 浓度水平，尤其是在室内人数增加时可以满足室内
空气品质的需求，机械通风的 CO2 浓度要明显高于开窗通
风，且在室内人数超过设计值时室内空气品质较差。

对于办公建筑而言，通风量、气流组织及通风方式均
需进行综合考量，以最小新风量最节能的方式保证室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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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品质达到标准要求。
2.1.3   小结
通过文献调研，人流量较为稳定的办公室内的空气品

质大多处于并不满意的状态；通过测试，尽管办公室内温
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甲醛等物理参数均在标准范围
内，但依然有超过半数的人抱怨有病态建筑综合征。对办
公建筑的通风模拟显示，机械通风的二氧化碳浓度明显高
于自然通风；且送风口设置在某一位置处能使呼吸区获得
更好的空气品质，且采用上部回风比下部回风形式能使呼
吸区获得更优的空气质量。

以上研究说明对于办公建筑而言，通风的效果，不仅
与房间通风量的大小、气流组织形式有关，还与适宜的通
风方式有关。采用适宜的通风降温方式代替空调制冷，不
仅可以达到节能的效果，而且可以优化室内的空气品质。
2.2   教学楼

教室的受众根据年龄阶段分为幼儿园、小学、初中、
高中、大学等，不同类型的教室对空气品质的需求也不尽
相同。

2.2.1   教室通风的重要性
教室内空气环境品质与学生和教师的健康、舒适等都

息息相关。当人长时间处于 CO2 体积分数较高的环境中时，
人的呼吸系统、循环系统、大脑器官的机能将受到影响，
引起较为强烈的不舒适感。美国 LEED 认证标准中认为室
内空气品质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效率，诸多学者也对学
生的学习效率与通风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高校上课期间
教室内 CO2 体积分数维持在 (1200~1800)×10-6 之间，在这
样的环境中，学生的学习效率明显偏低 [9]。目前，向室内
引入新风从而稀释室内污染物，是当前改善室内空气品质
的主要途径之一。

2.2.2   研究现状
申晓宇 [10] 针对南京某高校教学楼内不同教室在不同

季节中二氧化碳浓度进行连续监测，分析出教室位置朝向、
廊窗方式、上座率、门窗开启等因素对空气品质的影响，
提出改善教室空气品质的对策与建议，对估算出自然通风
教室获得的新风量值。

廖梅等 [11] 连续监测某教室 CO2 浓度，通过浓度衰减
法计算不同教室、不同通风形式下室内新风量的大小。通
过问卷调查和数值模拟的方法对夏热冬冷地区高校教室内
空气品质进行研究，得出高校教室内空气品质存在较大的
问题，11 月、12 月及 3 月室内二氧化碳浓度超标最为严
重，增加教室门窗的开启数量有利于室内二氧化碳浓度的
扩散，但相应的会影响室内热舒适性。

黄衍等 [12] 提出间歇式开窗为主的自然通风不能完全
解决教室内新风量不足导致的二氧化碳浓度超标问题，并
通过工程案例分析了中学教室内 CO2 浓度和新风量的关
系，并得出按照《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2012）规定的最小新风量计算得到的教室内
二氧化碳浓度值最低。

王洪光 [13] 针对某高校教室进行测试室内热环境，并
对比分析得到高校教室室内热环境存在的问题，夏季自然
通风状态下室内热环境质量较差，冬季室内温度偏高，且
冬夏季室内空气都比较干燥。在教室内无主动换气设施，
导致全年室内空气品质都比较差。提出了自然通风结合采
光的遮阳设施改善室内空气品质的措施。 

邓大跃 [14] 提出教室二氧化碳浓度超标，新风量不足，

会严重影响学生学习，降低课堂教学效果。并对人呼出二
氧化碳作为示踪气体，测试研究教室有人和无人情况下教
室内 CO2 浓度的变化，并对教室新风量进行计算。

胡佳林等 [9] 通过环境参数测量与问卷调查结合的方式
探索夏季教室室内环境与学生学习效率间的关系。主要分
析同济大学两种典型教室正常上课期间室内热环境、空气
品质和光环境状况，结果表明教室室内环境存在的主要问
题是新风量不足，二氧化碳浓度长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从而导致室内人员学习效率不高。

徐菁 [15] 针对关中地区农村小学教室的室内热环境进
行测试，得出冬季室内由于换气量不足导致学生感到不舒
适。其中换气量不足是由于冬季缺少合适的通风设施的缘
故，得出在该地区的农村小学采用太阳能新风系统是改善
教室冬季室内空气品质的有效措施，并通过建模计算得出，
在第一节课下课时打开排风扇，并以 4.8m3/min 的速率排
气最为理想。

2.2.3   小结
通过查询相关研究文献，发现针对教室空气品质的研

究内容主要为室内二氧化碳浓度，研究方法主要为实地测
试、问卷调查及数值模拟，研究结论主要为如何通过建筑
外形结构提高教室自然通风。

对教室内空气品质的研究均表现出室内二氧化碳浓度
过高，空气品质较差，学生的学习效率及精神状态都处于
较低水平。由于开窗进行自然通风是教室的主要通风手段，
尤其在北方的冬天，采暖季节没有独立的通风系统，门窗
关闭导致室内空气品质更加恶劣。

鉴于教室空气品质的重要性，对于不同类型教室的通
风设计需要有明确的标准规定，通风的需求需要进行进一
步的明确，且建议进行独立新风系统进行空气置换，在不
适宜开窗通风的气候条件下保证教室内的空气品质质量。
2.3   商场

商场属于高密度人群建筑，且大多数商场在工作日、
周末及节假日的人流量有明显的区别。商场新风量的计算
方法为根据人流量密度确定最小新风量。

2.3.1   商场建筑的特点
商场是向社会供应生产和生活所需的各类商品的交易

场所，它的功能性质，决定了其位置往往处于城市繁华热
闹、建筑拥挤、用地紧张的中心地带。在紧张的用地条件
和建筑内部无严格日照要求的情况下 [16]，建筑面积大、用
能设备多、人流密度大、使用时间长是商场的主要特点。

2.3.2   通风现状
作为周末、节假日人流量的主要聚集区，商场内空气

的品质直接影响着商场内人员，特别是商场工作人员的身
体健康。商场中的人员相对集中，呼出的 CO2 不易排到室
外。因此，针对商场类建筑而言，CO2 浓度是评价室内空
气品质的一个重要指标。《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中规定，
室内 CO2 浓度不能超过日均值的 0.10%。据统计 [17]，CO2

浓度超过 700×10-6 会使少数比较敏感的人有不舒适的感
觉；CO2 浓度超过 1000×10-6 会使人有不舒适的感觉 , 并
易引起人员产生嗜睡。除了 CO2 之外，温湿度、TVOCS
和其他空气污染物也会对空气品质产生一定的影响。 

王涛等人 [18] 以主观问卷和现场测试的方式对天津地
区 5 家建筑面积均在 1 万 m2 以上的大型商场的室内空气
品质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有将近 50% 的人认为商场
内温湿度适中，60% 的人认为商场内通风情况一般，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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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认为商场内空气不流通、窒息，且有轻微的污浊；
同时，实测的数据显示在一些区域里出现的 CO2 浓度最高
可以达到 1650×10-6，超过国家标准 1000×10-6。得出以天
津为代表的北方地区冬季大型商场普遍存在着室内通风情
况不良、室内空气流通情况较差、室内 CO2 无法得到有效
的稀释等问题。

黎洪等人 [19] 对深圳市不同片区的五家大型商场的室
内空气品质进行了现场检测，发现不同楼层的温度分布明
显呈现出底部和顶部温度较高而中部较低的特点，其中一
层温度最高；对商场来说，平日的室内空气品质等级都属
于清洁或未污染等级，但周末的综合指数明显比平日要高，
原因主要是周末的客流量比平日大，导致空气中 CO2 含量
升高。同时通过分析不同售货区、不同时段的客流量，得
出 CO2 含量乃至空气品质的优劣与客流量有相当的一致
性。因此，在设计商场类建筑通风时，可以将建筑内部的
人流量、楼层考虑在内。

刘冬华等人 [20] 对武汉市区两个大型商场室内甲醛、
CO2、TVOC、风速等参数进行了测试，测试结果表明：
在周末，商场内空气中的甲醛、CO2、TVOC 等明显高于
工作日，特别是 CO2 浓度，同时不同楼层的空气参数含量
不同，同一楼层的不同区域空气参数的含量也有差异。

2.3.3   小结
通过对以上研究，在工作日期间，商场的空气品质较

好；而在周末和节假日等人流量较大的情况下，空气品质
较差，空气中 CO2 浓度、甲醛、PM2.5 等都超过标准的规
定值，特别是 CO2 浓度；且存在不同楼层、不同售货区、
不同时段的空气参数含量差别较大的现象，同一楼层的不
同区域空气参数也有差异。因此，针对商场建筑独有的周
期特点，提出一种改善室内空气品质的通风方案，显得尤
为重要。
3   结论

对现行通风标准进行梳理，得出针对办公楼、医院及
学校建筑的新风量计算方法及取值规定有较大出入，主要
体现在：

（1）《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 18883–2002》对所有室
内的新风量规定均为 30（m3/( 人 ·h)）；但《民用建筑供
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2012》中对不同功
能的室内新风量限值从 30（m3/( 人 ·h)）~10（m3/( 人 ·h)）
有所区别。

（2）手术室的换气次数在《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
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2012》中规定为 5 次，在《综合
医院设计规范 GB 51039–2014》中规定为 6 次，有所区别。

（3）《中小学校设计规范 GB 50099–2011》对新风的
计算是依据于最小换气次数，且小学、初中及高中教室的
换气次数各不相同；而《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
计规范 GB 50736–2012》中依据于人员密度下的最小新风
量进行计算。

本文对国内现有的通风研究进行文献综述，以办公楼、
教学楼及商场为主要研究对象，得出这三类建筑中普遍存
在空气质量问题，主要体现在：CO2 浓度普遍超标，室内
空气环境处于较差水平。对不同类型的公共建筑，其通风
需求也不尽相同，主要体现在：

（1）在对不同类型建筑进行通风设计时，需要综合考
虑通风量、气流组织及通风方式，以最小新风量最节能的
方式保证室内空气品质达到标准要求。

（2）对于不同学龄的教室进行新风量计算时，应综合
考虑不同年级的最小换气次数及人员密度。

（3）对于商场建筑这类人流量大且存在明显周期性运
行的建筑，通风设计需兼顾工作日及节假日两种情况，避
免出现工作日过冷、节假日过热的情况；运行调控中需根
据人流量大数据及时反馈控制风量，满足人体热舒适的同
时兼顾节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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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住宅新风机内循环工艺优化设计
陈路敏，钱付平，薛沚怡，程凯文，董红林，鲁进利，韩云龙

（安徽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安徽马鞍山   243002）

［摘   要］提出一种适用于住宅新风机的内循环工艺，利用数值模拟研究阀门高度、排风阀和回风阀的开度等对其性
能的影响，并通过实验验证。另外，本文还分析了具有内循环工艺的新风机的节能效果。结果表明：实验值和模拟值相对
误差为 13.75%，数值模拟结果与实验值基本保持一致；新风机内循环回风阀设置在循环箱体低端上方 160mm 处最合理，
此时通过回风阀的风量为 82.32m3/h，空气均由排风通道穿过回风阀进入新风通道，气流均匀；回风阀开度的变化对回风量
的影响比排风阀开度的设置对回风量的影响更大；随着送风量的增加回风阀回风量呈线性增大趋势；相对于无内循环工艺
的新风机，有内循环工艺的新风机可降低 54.6% 的能耗。

［关键词］住宅新风机；内循环工艺；优化设计；数值模拟

Optimization Design of the Internal Circulation Technology for New Type 
Residential Fresh Air Exchanger

Chen Lu-min, Qian Fu-ping, Xue Zhi-yi, Cheng Kai-wen, Dong Hong-lin, Lu Jin-li, Han Yun-long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Anhui 243002, China)

［Abstract］An internal circulation process which is suitable for the residential fresh air exchanger was proposed,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valve height, the opening degree of the exhaust valve and the return air valve on its performance was studi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which were verified thoug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n addition, the energy saving effect of the fresh air 
exchanger with the internal circulation technology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rror value is 13.75% between the test and 
the simulation value, which shows that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experimental values. The return air 
valve is arranged at the 160mm above the lower part of the circulation box, at this time, the air volume through the return air valve 
is 82.32m3/h, and the air in the exhaust passage passes into the fresh air channel uniformly through the return air valve. The effect 
of the change of the return air valve opening on the return air volume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exhaust valve opening. The return air 
volume of the return valve increases linearly with the air supply volume.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fresh air exchanger with the internal 
circulation technology can reduc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54.6% than that without the internal circulation technology.

［Keywords］Residential fresh air exchanger; internal circulation technology; optimization design; numerical simulation

0   前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室外

空气污染状况持续加重，而住宅建筑内部空气状况也不容
乐观，现阶段传统的自然通风已不能满足人们对高品质居
住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使用空气净化装置或
者新风设备，从使用效果来看，新风系统更适合现代人的
需要。现今市场上涌现出大量新型通风净化装置，即新风
机，它不仅能够去除室内污染物而且可以向室内送入大量
新鲜空气 [1]。目前已出现大量有关新风系统的技术和产品，
如松下全热交换新风机系统，采用双向换气，把室外新鲜
空气送入室内的同时，把室内污浊空气排向室外；又如远
大洁净新风机，该新风机内设置有新风旁通阀，在过渡季
节自动打开，新风不经过换热器，直接过滤送入室内，远
大倡导全新风原则，不混合回风，这样做虽然杜绝了建筑
内部的交叉污染，但当室内外温差很大时，如在我国东北
地区的冬季，室内的高温空气被排出室外，室外的寒冷新
风送入室内，增加室内空调（暖气）的热负荷，增加冬季
采暖能耗。因此，在极端寒冷天气下，如何在保证室内空
气品质的同时，实现能耗最低是本技术领域技术人员面临
的难题。另外，当室内氧气含量充足仅细颗粒物浓度偏高

时采用全新风也会增加室内空调负荷 [2]。由此可知，简单
的全新风送风只关注空气品质要求，忽视了能耗要求。

基于此，本文设计一种利用双阀门控制的内循环工艺
的新型住宅新风机，并采用数值模拟与实验相结合的方法
确定内循环的相关参数，研究不同阀门开度设置方式、新
风机的不同处理风量对通过回风阀回风量的影响。从而实
现在保证室内空气品质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能量损失，达
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1   内循环工艺的数值模拟
1.1   数值计算模型的建立

1.1.1   物理模型
图 1 为新风机内循环结构示意图，主要由轴流风机、

褶型过滤器、新风及回风流道、回风阀门、排风阀门等部
件 组 成。 图 中 左 侧 为 排
风通道，排风由轴流风机
上端进入流道，由下部异
形管道排出；右侧为室外
新风通道，底部为室外新
鲜空气入口，从上部开口
送入室内。模型的高度为
407.5mm， 左 侧 排 风 通
道 的 宽 度 为 167.6mm，
右 侧 新 风 通 道 宽 度 为
189mm。 图 1   内循环工艺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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褶型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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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数学模型
本研究主要采用标准 k-ε 模型求解气体流动，控制方

程包括连续性方程、动量方程、k 方程、ε 方程。
其中连续方程：

       +             +             +             =0                           （1）

动量方程：

      ( ρui)+         ( ρuiuj)= -         +         +ρgi+Fi                （2）

能量守恒方程：

      ( ρh)+         ( ρui h))=        (k+kt)        +Sh                 （3）

标准 k-ε 模型需要求解湍流动能 k 和湍流耗散率 ε 方
程，假设流动为完全湍流，分子粘性的影响可以忽略，标
准 k-ε 模型的湍动能 k 和耗散率 ε 方程组分别为：

      ( ρk)+      ( ρkμj)

=       [( μ+      )      ]+Gk+Gb-ρε-YM +Sk                                        （4）

      ( ρε)+      ( ρεμj)

=       +[( μ+      )      ]+Glz       (Gk+C3zGb)-C2z ρ                      （5）

这些方程可以表示成式（6）所示的通用形式 [3]：

            +div( ρuφ)=div( Γgradφ)+S                            （6）
 流体属性即气体用默认值 air，设置边界条件，选项

如下图，对 fan、inlet1、inlet2、interface1 进行参数设置，
outlet1，outlet2 分别设为自由出口 (outflow)。设定收敛参数，
离散方程组的求解方法采用有限体积法中常用的 SIMPLE
算法，二阶迎风格式。设定显示残差图和出口的质量流量
监视图，当出口流量达到稳定时可认为计算已收敛。选择
从进口计算，初始化流场。
1.2   模拟工况设计

1.2.1   回风阀位置
为确定回风阀位置，如图 2 所示，本文对比研究如下五

种 工 况， 即 H=40mm、80mm、120mm、160mm、200mm，
新风机处理风量为 160m3/h，排风量是新风量的 70%，为
112m3/h，过滤介质穿透率参数设置为 6.5×10-5。改变回风
阀距离底端的高度 H，进行数值计算，比较通过回风阀的
回风情况来确定最优位置 H0。

图 2   回风阀位置设计

1.2.2   阀门的设计
本研究设计双阀门结构，阀门尺寸根据机体结构确

定，尺寸大小及开度设置如表 1 所示。

表 1   阀门开度设计

排风阀开度 排风阀尺寸 /mm 回风阀开度 回风阀尺寸 /mm

全开 158×90
1/3 160×30
2/3 160×60
3/3 160×90

半开 158×45

1/3 160×30
2/3 160×60
3/3 160×90

在已确定的回风阀位置 H0 的基础上开始研究双阀门
的不同开度对回风量的影响，总共分为如表 1 所示的六种
工况。在送风量为 160m3/h，排风量为 112m3/h 的条件下，
对这六种工况的数值计算结果进行分析，分析不同阀门开
度设置方式对回风阀回风量的影响。

1.2.3   送风量及排风量的设计
在阀门开度设置为回风量最大的状态，研究不同送排

风条件下回风阀回风量的大小。其中排风量设置为送风量
的 70%。具体设置如表 2 所示。

表 2   送风量及排风量的设置

工况 送风量 Gs /(m
3/h) 排风量 Gp /(m

3/h)

1 70 49
2 100 70
3 130 91
4 160 112

1.3   网格划分
建立几何模型后，进行网格划分，如图所示，对建立

的内循环模型划分非结构化四边体网格，设置边界条件，
定义网格参数，设置内循环模型中网格最大尺寸，经过不
断的探索和修改，寻求符合计算精度和计算成本的最优网
格，经过网格独立性分析，不同结构模型划分后的网格总
量为 770000 左右时网格最佳，且网格质量较好，如图 3
所示。

图 3   内循环结构网格

1.4   数值模拟结果与分析
1.4.1   回风阀位置的确定
图 4 为对比研究五种设计工况：H=40mm、H=80mm、

H=120mm、H=160mm、 H=200mm，通过回风阀的风量 Gh

随回风阀位置的变化关系，Gh 包括由排风通道流向新风
通道的风量以及新风穿过回风阀进入排风通道的风量。从
该图可以看出，随着回风阀位置的上移，回风量呈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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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风量最大对应的阀门位置在 200mm 处，此时风量
为 87.30m3/h；图 5（a）、图 5（b）分别为 H=160mm 和
H=200mm 时通过回风阀平面空气的流线图，由图 5（a）
和图 5（b）的对比可以看出，当 H=160mm 时，空气均是
由排风通道通过回风阀进入新风通道，气流均匀，风量 Gh

的值即为通过阀门的回风量。而 H=200mm 时，不仅排风
通道的空气进入新风通道，而且有部分新风通过回风阀进
入排风通道，通过回风阀的气流不均匀，此时，数值计算
所得 Gh 值不完全是回风量，还包括新风进入排风通道的
风量。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回风阀高度 H0 取 160mm。

图 4   不同回风阀位置时的回风量

（a）H=160mm

（b）H=200mm
图 5   通过回风阀平面空气流线图

1.4.2   不同阀门开度对回风量的影响
本文将阀门开度设置方式进行编号，在回阀门安装高

度 H0 为 160mm，送风量 Gs 为 160m3/h 工况下计算不同阀
门开度时回风量 Gh 大小，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不同阀门设置对应回风量大小

工况 排风阀开度 回风阀开度 回风量 Gh /(m
3/h)

1 2/2 1/3 32.93
2 1/2 1/3 43.26
3 2/2 2/3 56.65
4 1/2 2/3 67.26
5 2/2 3/3 73.29
6 1/2 3/3 82.33

1.4.3   不同送风量对回风量的影响
根据模拟结果，不同送风量、排风量对应回风量的大

小如表 4 所示。
表 4   不同风量设置对应回风量大小

工况 送风量 Gs /(m
3/h) 排风量 Gp /(m

3/h) 回风量 Gh /(m
3/h)

1 70 49 36.28
2 100 70 51.63
3 130 91 66.98
4 160 112 82.33

数值模拟结果显示的不同阀门开度设置方式对应回风
量的值，以及不同送风量作用下回风量的值可为内循环系
统控制方案设计提供依据。
2   新风机内循环工艺的实验测试
2.1   实验内容

实验样机如图 6 所示。具体实验内容包括：将送风风
机和排风风机连接至直流稳压电源；测试送风风机风量、
排风风机风量与电源电压的关系；测试不同阀门开度工况
下回风阀的回风量，阀门开度的变换通过纸板调节；测试
不同送风量作用下回风阀的回风量。

图 6   实验样机

2.2   测试方法及测点布置
本实验采用测量平均风速的方法计算风口风量，即在

风口合理布置测点，住宅新风机送风口测点的分布为，共
设置 15 个测点，每排平均布置 5 个测点。新风机回风阀
位置测点布置时平均分为 18 个测点，每排平均布置 6 个
测点。当回风阀全开时测 18 个测点，开度设置为 2/3 时，
测量前两排即测点 1 到测点 12，设置为 1/3 开度时测量前
一排即测点 1 到测点 6。系统运行时分别测量每个测点的
速度，计算平均风速和通过风口的风量。计算方法如公式
（7）和（8）所示：

Qc=A·V                                                                         （7）

V=                                                                                （8）

式中：A 为所测风口面积（m2）；V 为风口平均风速
（m/s）；vn 为各个测点风速，n=1,2,3,···（m/s）；Qc 测
得风口风量（m3/h）。       

v1+v2+…+v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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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实验结果与分析
2.3.1   不同阀门开度对回风量的影响
在送风量为 160m3/h、室内排风量为 112m3/h 的情况下，

得出不同阀门开度对应回风量值，并将实验值与模拟值对
比，结果如图 7 所示。

图 7   不同阀门开度设置对回风量的影响

从图 7 可以看出，模拟值与测试值变化的基本趋势相
同，在六种阀门开度设置状态下回风量都有所增加，根据
实际测试结果，工况 1 和 2、3 和 4 回风量基本相同，可
以看出排风阀开度的变化对回风量的影响较小，对比工况
1 和 3 以及工况 3 和 5，可以看出回风阀开度变化对回风
量的影响更明显，因此，可考虑内循环系统只采用一个回
风阀控制，排风阀部分不设置电动阀门，保持通道截面全
开状态，这样的单阀门控制不仅满足设计需要还能够简化
新风机系统组成，降低制作成本。

2.3.2   不同送风量对回风量的影响
测试不同送风量时回风量的大小，其中排风量为送风

量的 70%，排风阀半开，回风阀全开，并比较模拟值和测
试值，结果如图 8 所示。

图 8   不同送风量对回风的影响

从图 8 可以看出，模拟值与测试值变化基本趋势一致，
随着送风量的增加回风量也增加；实验测试回风量的大小
与模拟值的相对误差为 13.75%；回风量最大可达 65m3/h，
若在新风机制造过程中完善制作工艺，采取良好的密封措
施，使各流道之间相互独立，减少空气的相互渗透，那么
回风量与目前测试结果相比还会有所增加。

2.4   误差分析
造成上述模拟值与实验值存在误差的原因可能有以下

几个方面：
（1）由计算模型设置本身引起的误差
风机实际转速与模拟设置的风机转速可能存在一定差

别；另外，内循环模型只是住宅新风机之间一部分，在数
值模拟时直接定义内循环新风流道出口的流量为送风量，
而实验中是调节住宅新风机送风口风量，送风口与模拟定
义的出口之间还有较长流道，并且中间穿过全热换热器，
由于流动阻力增加，造成内循环新风流道出口实际风量比
模拟定义值小。

（2）由样机制作工艺引起的偏差
由于本住宅新风机样机制作条件简陋，制作工艺粗糙，

各个部件之间采用机械连接，前盖板与机体之间采用简单
的螺钉固定，且整机无密封处理，盖板与机体内部组件之
间仍然存在较大孔隙，使得实验测试的回风量普遍小于模
拟值。因此，在新风机的生产过程中需提升工艺制造水平，
做好机体内部各区域的密封，避免由机体制造方法的不足
造成的回风量的减少。

（3）由实验过程引起的误差
在风速测量过程中，由于风机旋转作用，空气湍流强

度大，测点速度波动较大，测量所得结果可能与实际风量
有偏差。
3   住宅新风机内循环工艺控制方案设计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得出不同阀门开度设置方式对应的
回风量的值，以及不同送风量作用下回风量的值，设计该
住宅新风机内循环工艺的控制方案。

其控制流程如图 9 所示。

图 9   内循环系统控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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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数值模拟结果显示不同阀门开度设置状态下回风
量的大小随之改变，趋势明显，因此可以通过对阀门开度
调节改变回风量的大小，实现内循环工艺控制方案的设计。
本文设计在排风通道的入口壁面安装温湿度传感器、PM2.5

浓度传感器、CO2 浓度传感器，在新风入口壁面安装温湿
度传感器，各传感器与控制系统相连。设备运行时检测各
参数值，根据数值大小确定阀门开度调节送风状态，从而
实现住宅新风机的内循环工艺 [4-5]。
4   内循环工艺的节能分析

图 10 为住宅新风机内循环系统开启状态下冬季空气
处理过程的 h-d 图。W 为室外状态点，W ´ 为经过全热换
热器与室内排风换热后状态点，W ´ 到 O 为新风机再热装
置对新风加热的过程，从 W 到 W ´ 到 O 过程为冬季全新
风状态下新风机空气处理过程；N 为室内状态点，N´ 为经
过全热换热器后状态点，当回风阀开启时，室外新风与通
过回风阀的室内排风混合至 L，再经全热换热器到 L′，L´
到 O′ 为新风机再热装置对新风加热的过程，O 和 O′ 分别
为内循环关闭和开启状态下的送风状态点。

假设新风机送风 Gs（kg/s）相等，若不开启内循环系统，
全新风送入室内，新风机承担的热负荷 Q0 可由（9）计算；
当内循环开启时，新风机承担热负荷 Q1 如式（10）所示。

Q0=Gs(hO -hw )   (kW)                                                   （9）

Q1=Gs(hO′ -hL )   (kW)                                                （10）

式中 hO、hO′、hw、hL 分别为 O 点、O′ 点、W 点、W´
点的焓值，Q0 与 Q1 的差值即为冬季有内循环系统新风机
节约的能量。显然，当 L 点越靠近 N´，hO′ 与 hL 的差越小，
Q0 与 Q1 的差值越大。

以某北方城市为例，假设室外温度为 -20℃，室外空
气相对湿度为 53%，供暖室内温度为 20℃，室内空气相
对湿度为 42%。针对某一典型住宅建筑，若室内安装本文
提出的有内循环工艺的新风机，并开启内循环模式，新风
机送风量为 160m3/h，根据上文研究结果，会有 65m3/h 的
回风与 95m3/h 新风混合，查 h-d 图，按公式（2）计算此
时新风机承担热负荷为 1.04kW，如果新风机无内循环送
风，按公式（3）新风机承担的热负荷为 2.29kW，在上述
状态下，相对于无内循环的新风机有内循环工艺的新风机
可降低 54.6% 的能耗，可以看出有内循环工艺的新风机可
以节约更多的能量 [6-7]。
5   结论

（1）由模拟结果可得，回风阀安装高度 H 为 160mm，
空气均是由排风通道通过回风阀进入新风通道，气流均匀，
此时回风量为 82.33m3/h；

（2）阀门按如下顺序设置回，风量逐渐增加：排风阀
全开回风阀 1/3、排风阀半开回风阀 2/3、排风阀全开回风
阀全开、排风阀半开回风阀 1/3、排风阀全开回风阀 2/3、
排风阀半开回风阀全开；且排风阀开度的变化对回风量的
影响是非常小的，回风阀开度变化对回风量的影响更明显；

（3）得出不同阀门开度设置、不同风量下穿过回风阀
回风量的实验测试值与模拟值，其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但
实验值普遍小于模拟值，其误差主要与计算模型设置、样
机制作工艺以及实验操作过程有关，应改善设备制造工艺，
加强系统密封性；

（4）在室内外温差较大的情况下，有内循环的住宅新
风机比没有内循环的更节能。

参考文献
[1] 张文霞 , 谢静超 , 刘加平 . 国内外居住建筑最小通风量
和换气次数的研究 [J]. 暖通空调 , 2016, 46(10):86–91.
[2] 黄凯良 . 北方住宅冬季通风与高效储能新风系统研究
[D]. 重庆大学 , 2015.
[3] 王福军 . 计算流体动力学分析 —CFD 软件原理与应用
[M]. 北京 : 清华大学出版社 , 2004.
[4] 余晓平 , 刘丽莹 , 李文杰 . 室内外空气 CO2 浓度对最小
新风量标准的影响分析 [J]. 暖通空调 , 2015, 45(5):21–26.
[5] Rasouli M, Ge G, Simonson C J, et al. Uncertainties in 
energ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HVAC systems and en-
ergy recovery ventilators due to uncertainties in building and 
HVAC parameters[J]. 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 2013, 
50(1):732–742.
[6] Chen A X, Chen Z, Ran C Y, et al. Application analysis of 
the recovery fresh air heat pump units in energy saving reform 
of air conditioning in the severe cold regions[J].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5, 1092–1093(11):12–16.
[7] 王立峰 , 曹阳 . 公共建筑中新风能量回收系统节能量计
算和控制方法研究 [J]. 暖通空调 , 2016, 46(4):66–72.

图 10   冬季处理过程 h-d 图



| 建筑环境与能源 | 2017年第5期44

Civil Building Ventilation民用建筑通风

作者简介：赵国惠（1971—），女，河南开封，高级工程师，本
科学士。
Email:851928784@qq.com

0   引言
郑州，是河南省会，地处华北平原南部，河南省中部

偏北，黄河下游。北临黄河，西依嵩山，东南为广阔的黄
淮平原。在高校扩招和城市快速化推进的背景下，高校园
区成为近年来中国出现的新型城市空间，为了使在校大学
生有个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郑州某大学在其位于高校园
区内的新校址兴建一座文体会堂。
1   建筑概况

郑州某大学文体会堂位于河南省郑州市，总建筑面积
6066.42m2，主要用途为师生平时体育锻炼，建筑层数地上
一层（含两层夹层），看台总人数 2750 人，其中固定看台
人数 1950 人，活动看台人数 800 人，建筑高度 19.20m，
本建筑属于小型体育建筑，其建筑类别为丙级体育建筑。

建筑首层主要为一个比赛大厅的空间，一层大厅东西
两侧夹层设有更衣室、器材室、卫生间及服务于比赛大厅
和观众席的空调机房，在大厅的东侧还设有一个水泵房，
西侧有配电室和值班室，大厅的南侧有一乒乓球室；夹层
二层主要是观众席下的结构空间。观众由设于东西两侧的
大门拾阶而上进入文体会堂，然后通过位于东、西、南三
面的楼梯到达观众席。二层以上是观众席，赛场内东、西、
南三面设活动席，北面设主席台，供举行除比赛外的其他
大型活动用。
2   设计参数
2.1   室外设计参数

详见表 1。
2.2  室内设计参数

详见表 2。
3   冷热源及空调水系统：

某大学文体会堂空调属于舒适性空调范畴，为了满足
夏季制冷，冬季供暖的需要，同时结合学校的具体情况，

郑州某大学文体会堂（篮球馆）空调设计
赵国惠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郑州  450045）   

［摘   要］通过对郑州某大学文体会堂的空调系统设计的介绍，描述了空调冷热源的选择、比赛区、观众区及其附属
用房的气流组织及所采取的空调系统形式，结合本工程具体特点且考虑其使用功能学校的特殊性，给出了不同使用需求时
的运行方式，同时强调建筑设计之初暖通专业参与的必要性。

［关键词］文体会堂；空调系统；模块机组；喷口；风机盘管

Zhengzhou a University Style Hall (Basketball Hall) Air Conditioning Design
 Zhao Guo-Hui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ZhengZhou   450045)
［Abstract］According to a University of Zhengzhou sports hall design of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describes the form of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of air conditioning cold and heat source selection, the game area, the audience area and its subsidiary room 
airflow and the adopted,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ject and consider its particularity function of the school, 
given the different use requirements operation mode, while emphasizing the necessity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at the beginning of 
HVAC professional participation.

［Keywords］This experience Hall;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Module unit; Nozzle; Fan coil

经过比较，冷热源采用 3 台风冷模块机组，放置于文体会
堂东侧的绿化带，夏季生产 7~12℃ 的空调冷冻水，用于
夏季的空调水系统；冬季生产 40~45℃ 的热水，用于冬季
采暖；其中 2 台用于活动场地及观众席，1 台用于其他附
属用房。水泵、定压罐等设备布置在文体会堂东侧夹层一
层的水泵房内。本建筑空调夏季冷负荷为 666.5kW，建筑
平均冷指标为 122W/m2；冬季空调热负荷为 572.3kW，建
筑平均热指标为 105W/m2。

空调水系统为一次泵两管制同程式系统，末端设备为
组合式空调机组及风机盘管，满足活动场地、观众席及各
房间夏季供冷冬季供暖的要求。组合式空调机组和风机盘
管分为两个水路环路，共用三台循环水泵及一台备用泵。
4   空调系统设计

由于本建筑空调系统是在建筑主体已经竣工的情况下
才进行设计，综合考虑建筑立面、结构安全性及投资成本
等因素，结合比赛大厅容积大、净空高、人员密集、热湿
负荷和送风量大，且间歇运行的特点，比赛大厅及观众席

表 1   室外设计参数

夏
季

空调计算干球温度 34.9℃

冬
季

空调计算干球温度 -6℃
空调计算湿球温度 27.4℃ 平均风速 2.7m/s

通风计算温度 34.9℃ 空调计算相对湿度 6%
平均风速 2.2m/s 大气压力 1013.3hPa
大气压力 992.3hPa 采暖计算温度 34.9℃

表 2   室内设计参数

房间名称

夏季 冬季

风速
/(m/s)

新风量
/(m3/h)

噪声
标准

dB(A)

干球
温度
/℃

相对
湿度
/%

干球
温度
/℃

相对
湿度
/%

活动场地 26~28 ＜ 65 16~18 ＞ 30 0.2~0.5 20

NR-35~40
观众席 26~28 ＜ 65 16~18 ＞ 30 0.5 20

乒乓球室 26~28 ＜ 65 18 ＞ 35 0.15 20
更衣室 26~28 ＜ 65 20 ＞ 35 0.5 20

门厅、走道 25~27 ＜ 65 16 ＞ 35 0.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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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标高 4.20 层（夹层二层）空调风系统平面图

图 2  标高 9.750 层（一层）空调风系统平面图

均采用一次回风低速单风道全空气系统，通过分别设置在
不同高度的可调节喷口向活动场地及观众席送风，回风口
在空调机房侧墙上集中设置。共设 6 套系统，各空调系统
可以根据使用需要灵活运行，节省空调的运行费用。比如
在体育比赛时可以根据观众的多少相应开启观众区东测或
西侧的空调系统，当比赛大厅作为展会使用时可以只开启
比赛区的空调系统而关闭观众区的空调系统。更衣室、器
材室、卫生间等采用空气 – 水系统，即风机盘管加新风系
统。
4.1   比赛大厅及观众席的气流组织形式

比赛大厅及观众席均采用喷口侧送下回的气流组织形
式，空调送风由设置于夹层一层东西两侧空调机房内的组
合式空调机组通过分别敷设于 4.25m 、9.80m、14.90m 处
的风管及风口送至室内，见图 1、图 2、图 3，回风则通
过集中设置在同侧空调机房侧墙上的百叶回风，同时利用
设置在网架上下玄之间的 CDZ 风机机械排风，排除积聚
在活动场地顶部的灯光等热量及室内部分污浊空气。

比赛大厅位于本建筑首层，层高 18.00m，对于这样
的大空间，从节能及满足室内舒适性考虑，采用分层空调
的方式，空调送风由分别由敷设于 4.25m 处的单层百叶送
风口及 9.80m 的可调节喷口送至场地，观众席则通过敷设
于 14.90m 处的可调节喷口送风，由于建筑主体已竣工，
使得观众席下部的结构空间没有得到合理的应用，同时使
观众席的舒适性受到一定的影响。

组合式空调机组设于夹层一层东西两侧空调机房内，
考虑到使用频率，采用固定新回风比一次回风系统形式，

送风温差为 10℃；机组设有混合段、过滤段、表冷段及
送风机段等主要功能段，过渡季节可以实现全新风的运行
方式。
4.2   附属用房空调系统设计 

更衣室、器材室、卫生间等附属用房均采用上送上回
的气流组织形式。
5   文体会堂的通风形式

作为学校使用的场馆，绝大多数时间里是作为教学与
练习场地使用，通常不需要开空调而只是通风运行，良好
的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设计，会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文
体会堂比赛大厅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幕墙上均有可开启
窗扇，平时利用幕墙上的可开启窗扇进行自然通风，排走
室内余热及污浊空气，提高室内舒适性，并大大降低空调
能耗。在自然排风满足不了室内环境需求的情况下，采取
机械排风运行模式，利用置于网架上下玄之间的 CDZ 风
机机械排风，自然进风的运行模式，排除室内污浊空气。
6   结论

（1）由于本建筑空调系统是在建筑已经竣工后才设
计，在建筑空间及外立面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柱
子与玻璃幕墙之间形成的有效空间，使土建风道与钢制风
管合理连接，构成观众席及活动场地全空气系统送风风道，
在保证空调效果的同时使建筑噪声也得到了有效控制，还
降低了施工难度。

（2）由于组合式空调机组与风机盘管的水压降相差较
大，为了便于阻力平衡，故当系统中同时有这两种设备时，
应尽可能采用不同的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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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标高 15.0 层空调风系统平面图

（3）本次设计采用三台模块机组，四台循环水泵，充
分利用了设备之间互为备用的功能，同时节约了初投资。

（4）比赛区采用一次回风全空气系统，喷口分层布置，
实现了分层空调气流组织形式，满足了舒适性要求，又有
一定的节能效果。

（5）受建筑结构布局的影响，观众席亦采用一次回风
全空气系统，使观众席的舒适性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
建筑设计之初各专业应积极融入其中。

（6）在建筑的主要出入口处设置热风幕，夏季阻挡室
外热空气，冬季阻挡冷空气进入，降低室内空调冷热负荷，
节约了设备的初投资和运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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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深 圳 是 我 国 夏 热 冬 暖 地 区 的 代 表 性 城 市， 夏 季

100340pa、冬季大气压 101760pa，年平均气温 22.5℃，最
热月平均温度 28.6℃、平均相对湿度 77%，极端最高温度
38.7℃，极端最低温度为 0.2℃，夏季长达半年。深圳市
大型商场大多采用集中或半集中空调系统来维持室内热舒
适，并且空调系统几乎全年供冷。空调能耗巨大，在大量
能源消耗的代价下，商场内的热湿环境是否能让顾客感觉
舒适？商场设计温度是否与期望温度一致？为此，作者采
用现场实测和主观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深圳某大型商场室内
热舒适进行研究。
1   商场调查方案设计
1.1   调查时间、地点及环境选取

本次调查时间为 2016 年 6 月中旬，在深圳南山区进
行了 6 天的实地调研，测试时间段为 10:00~21:30。本次
商场调研环境的选取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点，为了使调
查者充分适应调查区域的微环境，此次选择调研的地点均
路程相对较长。
1.2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为深圳某商场建筑，是一家集购物、娱乐、
休闲与餐饮于一身的综合性百货商场。该商场共四层，地
下一层，地上三层，总建筑面积 23 万 m2。且调查时正是
该地区一年温度较高季节，此时调研的准确数据，对于合
理设计该商场的热湿环境以及商场的维护管理具有参考价
值，若能发现满足舒适性下的商场热环境变化规律，不仅
能为商场购物创造一个健康舒适的环境，还能节约能源。
1.3   原始数据收集

本次调查采用现场测试热湿环境和主观热舒适问卷相
结合的方法，两者同时进行。调查所针对的室内环境采用

风机盘管加新风的半集中式空调系统为商场供冷。
1.3.1   商场热湿环境测试
调查者在调查商场热湿环境时参照《民用建筑室内热

湿环境评价标准》（GB/T 50785–2012）对商场热湿环境
进行测量与评价，测量的参数主要包括室内空气温度、相
对湿度、空气流速及室内黑球温度，采用的测量仪器如下
所示。

表 1   主要测量仪器参数

仪器名称 型号 测量范围 测量精度

温湿度记录仪 TR 88290 T:-40~85℃RH:0~100% T:±0.6℃RH:±3%
黑球温度计 JTR10 5~120℃ ±0.2℃
热球风速仪 TESTO 425 0~20m/s ±（0.03+5%）

1.3.2   商场主观问卷调查
本次调查共收到有效样本数 348 份。现场调查中，从

商场的销售及顾客中随机选择调查者，问卷内容包括 4 部
分。其中第一部分为被调查者的个人信息，包括身高、体
重、年龄等情况；第二部分为被调查者的服装及配件情况；
第三部分为被调查者的活动强度；最后一部分为被调查者
的对测试环境的热感觉、热舒适、热环境的满意率、热环
境的评价和室内空气品质的主观评价。主要的问卷内容如
下所示：

深圳地区商场夏季室内热舒适性调查
 黄华明 1，方赵嵩 1,2，冀兆良 1

（1. 广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广州   510006；2. 香港城市大学，香港）

［摘   要］以深圳某商场为调查对象，对该商场夏季室内热舒适进行了客观物理环境测试与主观问卷调查，采用 SPSS
软件及统计回归分析方法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发现商场室内平均温度为 26.9℃；商场室内服装平均热阻为 0.56clo；商场
期望温度为 26.4℃。室内人员对商场室内空气的不可接受率为 16%，室内热湿环境总体符合设计规范，但空气品质还有待
提高。

［关键词］商场；深圳；夏季；室内热舒适性

Investigation on Indoor Thermal Comfort of Shopping Mall in Shenzhen in Summer
 Huang Hua-ming1 , Fang Zhao-song1,2, Ji Zhao-liang1

（1.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6;2 Division of Bui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bstract］Taking a shopping mall in Shenzh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we inplement the indoor thermal comfort research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s and field measurement in summer. Analysing the survey data through spss and statistical regression. We 
found that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is 26.9℃.; The average clothing clo in shopping mall is 0.56clo ; Results also showed thar the 
preferred temperature was 26.4℃; The indoor air quality  be accepted by  84% measured objects. The indoor heating and humidity 
environment conform to the designing standard, but the indoor air quality needs to be improved.

［Keywords］shopping mall;Shenzhen;summer;indoor thermal comfort

图 1   问卷投票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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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场调查结果分析
2.1   影响室内热湿环境要素分析

图 2   商场各楼层调研期间逐日温度变化趋势
表 2   环境要素及 Top 统计表

参数
空气温度

/℃
相对湿度

/%
室内风速
/（m/s）

平均辐射温度
/℃ Top/℃

最小值 25.6 45.5 0.06 25.96 25.8
最大值 29.2 73.8 0.17 29.69 29.4
平均值 26.9 57 0.11 27.69 27.33
标准差 0.62 5.91 0.03 0.63 0.61

图 2 给出该给商场各层日均变化趋势，从中可以发现
在商场 1、2 层的温度大致在 26~27℃ 区间内，而 -1 层与
3 层温度偏高，平均温度大约在 27.5℃，可能的原因是由
于该商场具有中庭，夏天从玻璃天窗透射的太阳能直接照
射到 -1 层和 3 层，导致两层的温度较其他楼层偏高。表
3 给出了影响室内热湿环境的四个因素及 Top（operative 
temperature）的结果统计。从中可以看出室内空气温度
在平均值为 26.9℃，满足在热舒适范围 22℃~28℃ 范围
内 [1]，标准差为 0.62 说明温度波动范围很小，基本稳定
在平均值附件。室内相对湿度基本控制在国家标准规定的
30%~70% 范围内。在商场内部考虑人体与周围空气及壁
面的自然对流和辐射换热的综合作用，采用作业温度 Top
作为评价指标 [2]，由于检测的室内风速平均值在 0.11m/s，
风速极其小，商场内的最大风速为 0.17m/s，均低于人体
对风速的感觉阀值（≤ 0.2m/s），因此风速在本次调研中
不会对热舒适性产生明显影响，且风速≤ 0.1m/s 时操作温
度选择可近似等于室内空气温度与室内平均辐射温度的平
均值 [3]。

图 3 给出的 TSV 与 TOP 的箱式图，总体上看热感觉
在 0 和 3 分布较广，随着热感觉等级的提高，TOP 中 50%
的温度范围和中位值呈明显上升趋势 [4]。

2.2   运动水平及衣服热阻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对象主要为商场工作人员及顾客，其

运动水平主要可分为静坐、站立、散步、沿路行走 4 种，
根据《民用建筑室内热湿环境评价标准》（GB/T 50785–
2012）[5] 查得静坐的新陈代谢率为 1met，站立（商店售货）
的新陈代谢率为 1.6met，散步的新陈代谢率为 1.9met，沿
路行走的新陈代谢率为 2.4met。

2.2.1   人员运动水平分析
以 Fanger 建立的基于人体静坐条件下的热舒适评价

模型对于除了静坐外的运动水平的热舒适预测有较大差
异，因此对于商场的不同活动水平，有必要进行分析。

由图 4 的统计结果可知商场中站立活动水平为调研中
的主要活动水平，可能的原因是调查问卷有一部份偏向了
商场工作人员。其次，人员运动状态下的活动水平占据了
总人数的 43%，因此在考虑商场空调热舒适对人的影响时，
因以该活动水平下的人员热舒适感觉为主要参考源。最后
可以看出静坐下的活动水平在商场总比例很小，几乎可以
忽略不计。

图 4   不同人员运动水平统计结果

2.2.2   被调查者服装热阻分布情况
被调查者的衣服热阻参照 ASHRAE Standard 55–2010

及《民用建筑室内热湿环境评价标准》（GB/T 50785–
2012）确定服装热阻值，得到此次测试被调查者的平均服
装平均热阻值为 0.56clo，与以前不同学者的研究结果得出
的夏季热阻平均值在 0.35~0.6 的区间范围相符 [6]。服装分
布如表 3 所示。

表 3   不同服装热阻所占比例分布

服装热阻 /clo 比例 /%
0.3~0.4 2.2
0.4~0.5 31
0.5~0.6 7.1
0.6~0.7 56.2
0.7~0.9 3.5

由表 3 可知深圳地区服装热阻主要分布在 0.4~0.7 之
间，占到总人数的 94.3%，相比雷丹妮对重庆夏季服装热
阻调查，其夏季服装热阻多在 0.2~0.4clo 区间 [8]，王伟等
对昆明夏季室内服装热阻统计发现 0.25~0.35clo 之间出现
的频率最高 [8]。深圳地区服装热阻与其它城市的差别可能
与当地居民长期处于空调环境所形成的穿衣习惯有关。由
图 5 可以得出在 0.3~0.4clo 区间不同性别由显著差异，男
性人数在该区间明显低于女性人数，可能的原因是在偏离
中性温度时女性对温度的变化更敏感 [9]，而在其他热阻区
间，不同性别没有明显差异。图 3   TSV 与 TOP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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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期望温度
通过对期望变冷和期望变热的数据结果创建数学模

型，其数学表达式分别为式（1）和式（2）。图 6 给出了
热舒适期望概率与 top 的关系，从图中可看出，随着 top
的增大，期望变冷的概率逐渐增大，期望变热的概率逐渐
减小，最终期望变冷的概率达到 100%，期望变热的概率
接近于 0，形成两条互相交叉的曲线。当期望变冷的概率
与期望变热的概率相等时，可表示为被测试者既不期望变
冷与不期望变热，可认为此交叉点就是人们期望的温度，
从图 8 可以得到期望温度为 26.4℃

期望变冷拟合公式 ;
P=-0.0717TOP2+4.2915TOP-63.104（R2=0.8401）         （1）
期望变热拟合公式：
P=0.0726TOP2-4.0795TOP+57.256（R2=0.5359）           （2）
由图 7a 可以得到商场室内热环境总体良好，可接

受率占 84%，室内空气质量的不可接受率为 16%，低于
ASHRAE 标 准 62-1989R《Ventilation for acceptable indoor 
air quality》中对室内空气质量的不可接受率 20% 的规定，
说明商场内空气可接受 [10]。不过，从图 7b 统计得到了商
场室内空气品质，13% 的受试者感觉室内空气有窒息感，
27% 的被调查者认为室内空气有异味，而只有 59% 的受
试者认为商场室内空气新鲜，发现商场室内空气品质还有
待改善。图 7c 为我们改善室内热舒适提供了参考性的方案，
从图 7c 发现大多数人对于当前温度不是很满意，说明商
场室内设计温度还有待商榷，其次改变送风速度也是一个
优化室内热舒适性的方法。
3   结论

（1）深圳某商场的室内平均温度为 26.9℃，相对湿
度为 57%，平均辐射温度 27.69℃，室内平均风速为 0.03m/s。

（2）TSV 在 0 和 3 分布较广，随着热感觉等级的提高，

TOP 中 50% 的温度范围和中位值呈明显上升趋势。
（3）此次测试被调查者的平均服装平均热阻值为

0.56clo，与以前不同学者的研究结果得出的夏季热阻平均
值在 0.35~0.6 的区间范围相符。

（4）深圳地区商场期望温度为 26.4℃，商场室内热
湿环境总体良好，不过空气品质有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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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其它主观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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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影剧院建筑的主体是观众厅，是观众停留的中心场所，

也是空调系统的主要服务对象。影剧院观众厅内，虽分为
池座和楼座，但其总高度较大，且顶部有照明、设备等热
源分布，此外纵向及横向跨度也较大，因此若采用混合通
风，则整个观众区的空气品质差，且送风温度低，通风效
率低，系统能耗高。如果观众席采用座椅下置换风口送
风，则显现空气最先接触到人员，在人体热源的诱导下逐
渐上升，可以在人体周围形成一股由新鲜空气组成的上升
气流，因此可以采取较高的送风温度，比如送风温度高于
18℃。由于置换通风室内存在着热分层现象，下部工作区
温度低，上部非工作区的温度高，故通风效率较高。

因此对于影剧院观众厅等高大空间区域来说采用置换
通风空调系统最能发挥它的独特的优越性 [1]。赵渊等人采
用 CFD 方法，对影剧院内采用地面附近侧送风形式的置换
通风进行了数值模拟，在原有设计的基础上，通过合理地
调整风口位置及送风参数获得了较好的通风效果 [2]。座椅
送风是置换通风的一种，将送风口与座椅相结合，从而形
成更为均匀的气流组织，适用于热源密度大的场所，如体
育馆、剧场等。李金华等人过教值模拟与现场测试，分析
了座椅送风条件下观众厅的气流组织与舒适性 [3,4]。龚光彩
等人采用 FLUENT 软件对剧场座椅送风气流组织进行模拟
研究，对比分析各种送风条件下的温度场和速度场 [5]。

本文所分析的陕西某剧院主要包括一个大剧场、一
个多功能厅、一个排练厅、休息化妆用房、地下车库及
其他配套用房。总建筑面积 52722m2，其中地上部分面积
20722m2，地下部分面积 32000m2。建筑高度 31.9m，地上
3 层，地下 2 层，局部地下 4 层。总坐席数 2484 座，其

中大剧场共 1962 座，多功能厅 522 座。
该大剧场观众厅拟采用置换下送风（变风量）空调方

式，送风形式为座椅送风，上部回风。本文拟对送排风参
数及风口的位置的优化问题通过数值模拟加以深入研究，
以便为设计方案的优化提供参考依据。
1   模型设置及边界条件

在本研究中，采用 CFD 技术模拟评估不同送、排风
参数对室内热舒适及通风效果的影响。所有的计算都是
用 AirPak 3.0.16 实现，其中质量、动量、能量守恒方程均
是用有限体积法求解。标准 k-e 方程和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用于湍流闭合和边界条件的模拟。控制方程采用一阶迎风
解法。为了减小网格数量，提高运算速度，建立数学模型
时采取了一定的简化处理。模型采用四面体网格，总数为
1,557,936，并且在重要区域局部细化。该大剧院的 CFD
模型示意图见图 1。

图 1   陕西某剧院观众区 CFD 模型示意图

该大剧院座位区每人送风量 50m3/h，人员的发热量按
照 80W/ 人，回风量按每人 30m3/h 计算，设置一个门为自
由出流，多余的风从门压出；回风口尺寸确定原则为：回
风口风速要求≤ 3m/s。模拟过程中各工况的边界条件如表
1 所示。

影剧院座椅送风气流组织模拟及优化
赵玉娇 1，周    敏 2，骆海川 2，陶鹏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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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座椅送风系统是较适用于影剧院观众厅等高大空间区域的系统形式，本文运用 Airpak 软件模拟陕西某影剧
院观众厅夏季座椅送风的气流组织，通过对温度场、速度场的分布比较，得出最优的送排风参数及回风口位置，为工程设
计提供了有效的依据。

［关键词］影剧院；座椅送风；数值模拟；气流组织

Simulation and Optimization on Airflow Distribution for Chair Ventilation in a 
Theater

 Zhao Yu-jiao1, Zhou Min2 , Luo Hai-chuan2 , Tao Peng-fei2

(1 School of Energy and engineering, 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Shaanxi 710054, China; 2. China 
Northwest Architectur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CO. LED., Xi’an, Shaanxi 710018, China )     

［Abstract］Chair ventilation system is suitable for the theater room. In this paper, Airpak 3.0 is used to simulate the air 
distribution of the chair ventilation in a theater hall in Shaanxi.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temperature field 
and the velocity field, the optimal locations and the parameters of the outlet are provided, which also provide an effective basis for 
engineering design. 

［Keywords］Theater; Chair ventilation; numerical simulation; air distribution

基金项目：陕西省科技厅面上基金资助项目（No.2016JM5029）；
西安科技大学培育基金（No.2014056）。

作者简介：赵玉娇（1987—），女，陕西西安，讲师，博士。
Email:zhaoyujiao@xust.edu.cn

排风口

送风口

座椅及人员



 2017年第5期 | 建筑环境与能源 | 51

Civil Building Ventilation 民用建筑通风

表 1   陕西大剧院室内热环境模拟边界条件

人体散热量
/(W/ 人 )

送风温度
/℃

送风量
/(m3/h 人 )

送风速度
/(m/s)

回风口中心
高度 /m

回风口
位置

工况 1 80 20 50 0.1 7, 13.1, 19 两侧

工况 2 80 20 50 0.1 7.5, 13.6, 19.5 两侧

工况 3 80 22 50 0.1 7, 13.1, 19 两侧

工况 4 80 22 50 0.1 7.5, 13.6, 19.5 两侧

工况 5 80 20 50 0.2 7, 13.1, 19 两侧

工况 6 80 20 50 0.1 25 顶部

2   结果分析
2.1   回风口高度影响

对工况 1 和工况 2 条件下室内温度场和流场的模拟结
果进行分析和对比，表明：送风温度和送风量都相同的情
况下，回风口中心初始高度分别为：7m，13.1m，19m，
当提高回风口中心高度 0.5m，即三层的回风口高度分别为：
7.5m，13.6m，19.5m 时，大剧院座位区的流场和温度场
分布有显著地差别。

工况 1 和工况 2 条件下，X 方向纵向中轴面的速度场
对比如图 2（a）和 2（b）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两种
条件下整个大剧院座位区的气流速度可以满足风速不高于
0.5m/s 的舒适性要求。然而从图 2 中可以看出，池座前部

靠近舞台区会产生较大的回流，因此座位靠前的区域易产
生吹风感。比较图（a）和（b）可知，当回风口位置较低（回
风口中心高度分别为：7m，13.1m，19m），座位区的气
流速度相对较小。

两种工况下，X 方向纵向中轴面的温度场对比如图 3
（a）和 3（b）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两种条件下整个
大剧院座位区的空气温度处于 25℃ 以下，可以达到设计
要求。然而从图 3 中可以看出，池座后部远离舞台区及二
楼楼座部分温度较高，超过 27℃，局部区域达到 29℃，
易产生闷热感。
2.2   送风温度影响

对工况 1 和工况 3 条件下室内温度场的模拟结果进行
分析和对比，结果表明送风量及回风口位置都相同的情况
下，送风温度分别为：20℃ 和 22℃ 时，大剧院座位区的
温度场分布有显著地差别。

工况 1 和工况 3 条件下，Z 方向纵向中轴面的温度场
对比如图 4（a）和 4（b）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两种
条件下整个大剧院座位区的空气温度有明显差异。当送风
温度为 20℃ 时，整个观众厅的空气温度可以满足设计要
求，在 25℃ 以下；当送风温度为 22℃ 时，整个观众厅的
空气温度较高，尤其是楼座区均超过 25℃，无法满足设
计要求。

（a）工况 3，回风口中心高度 7m,13.1m,19m （b）工况 4，回风口中心高度 7.5m,13.6m,19.5m
图 2   纵向 X 截面速度场

图 3   纵向 X 截面温度场

图 4   纵向 Z 截面温度场

（a）工况 3，回风口中心高度 7m,13.1m,19m （b）工况 4，回风口中心高度 7.5m,13.6m,19.5m

（a）工况 1，送风温度 20℃ （b）工况 3，送风温度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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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送风口出风速度影响
对工况 1 和工况 5 条件下室内流场的模拟结果进行分

析和对比，表明：送风温度和送风量都相同的情况下，座
椅条缝送风口的出风速度分别为：0.1m/s 及 0.2m/s，大剧
院座位区的流场分布有显著地差别。

工况 1 和工况 5 条件下，X 方向纵向中轴面的速度场
对比如图 5（a）和 5（b）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工况 1
条件下整个大剧院座位区的气流速度可以满足风速不高于
0.5m/s 的舒适性要求；工况 5 条件下大剧院座位区前部的
气流速度过大，达到 0.69m/s。并且从图 5（b）中可以看出，
池座前部靠近舞台区会产生较大的回流，因此座位靠前的
区域易产生吹风感。
2.4   送风口出风速度影响

工况 1 和工况 6 条件下，Y 方向纵向中轴面不同高度

处的温度场对比如图 6（a）~（f）所示，从图中可以看
出，两种条件下整个大剧院座位区的空气温度有明显差异。
当采用两侧回风时，除了底层池座靠近舞台处温度较高，
其它观众厅空间的空气温度基本可以满足设计要求，即在
25℃ 以下，且随着高度的增加，温度逐渐降低，整个空
间较舒适。而当采用顶部回风时，底层池座区域温度全部
超过 25℃，会使人感到闷热，不舒适。随着高度的增加，
靠近舞台部分温度有所降低，然而整个观众厅的空气温度
仍较高，尤其是中部区域均超过 26℃，无法满足设计要求。
2.5   舒适性指标 PMV 分析

本文采用模拟软件计算得到整个观众厅的 PMV 值。
其中将人员的服装热阻设为 0.57m2·k/W（穿着长裤和短袖
衬衣），人员活动量为静坐，平均辐射温度近似取为空气
温度 25℃，得到 6 种工况的 PMV 值，如图 7 所示。

（a）工况 1，送风口出风速度 0.1 m/s （b）工况 5，送风口出风速度 0.2 m/s
图 5   纵向 Z 截面速度场

（a）工况 1，两侧回风（Y=7m） （b）工况 6，顶部回风（Y=7m） （c）工况 1，两侧回风（Y=13.1m）

图 6   纵向 Y 截面温度场

（d）工况 6，顶部回风（Y=13.1m） （e）工况 1，两侧回风（Y=19m） （f）工况 6，顶部回风（Y=1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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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7 可见，工况 1 的整场 PMV 值最接近中性，
为 -0.12，工况 5 的 PMV 值最大，为 -0.31。由此可知，
工况 1 的热环境最舒适。
2.6   舒适性指标 ADPI 分析

在舒适性空气调节中 , 可以用测点温度、风速作用的
有效温度差 θ 值来评价人的舒适性：

θ = (t1-th )-8(v1-0.15)

其中，θ 为综合温度（℃）；t1 为测点温度（℃）；th

为室内设计温度（℃）；v1 为测点风速（m/s）。根据资料，
在 θ = -1.7~ +1.1 的范围内，多数人感觉到舒适。

ADPI 值可通过下式确定：

ADPI=                                               ×100%                （1）

根据资料，ADPI > 80% 时可以视为空调区处于热舒
适状态。本文采用模拟软件计算得到整个观众厅的 ADPI
值，如图 8 所示。

从图 8 可见，6 组工况的 ADPI 值均大于 80%，即 6
组工况均处于热舒适状态。其中工况 1 的整场 ADPI 值最
高，为 89.6%，工况 3 的 ADPI 值最低，为 85.5%。由此可知，
工况 1 的热环境最舒适。
3   结论

座椅置换通风是一种较理想的适用于剧院观众厅区域

的气流组织形式，本文通过一实际工程的数值模拟，分析
了剧院观众厅内的温度场和速度场，得出了适用于剧场观
众厅座椅送风的相关参数，为优化设计提供了有效的依据：

（1）观众区宜采用座椅置换送风口，回风口宜布置设
于各层观众席端墙上部的气流组织方式；

（2）观众区每个座位按每人送风量 50m3/h，采用座
椅送风，以满足室内空气品质和热舒适的要求；

（3）送风温度宜取 20℃，可以取得较好的整场温度、
速度分布。观众席头脚的温度差不会超过 3℃；

（4）回风口宜在回风井上开设，两侧各开三个，共六
个回风口，回风口面积的确定：回风口风速要求≤ 3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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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背景
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有了稳步的提

高。在满足温饱要求之后，人们逐渐对周围的生活环境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表明，现代社会中人们有 85% 的
时间是在室内环境中度过的 [1]。室内良好的热舒适环境不
仅可使人们精神愉快，而且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所以研
究热舒适的基本规律，创造一个健康舒适的室内环境是非
常必要的。

据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建筑能耗占社会终端总能
耗的 30% 以上，而建筑能耗中约有 60% 消耗于采暖空调，
而且我国单位面积的建筑能耗仍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因此
降低能耗对于建筑节能具有重要意义 [2]。
1   自然通风的重要性

自然通风一直是住宅建筑中重要的生态设计策略之
一，在室内外微环境的调节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一项
成熟而廉价的通风技术，可以在不消耗任何能源的情况下
降低室内温度，带走潮湿气体，达到人体热舒适，有利于
减少建筑能耗。

自然风以清新、柔和、多变和适宜的吹风感受而受到
人们的普遍喜爱，自然通风可有效改善人体热舒适环境，
降低空调能耗 [3]。自然通风的目的一是利用自然通风控制
室内空气品质，二是利用自然通风解决夏季或过渡季的室
内热舒适性问题，取代或部分取代空调。越来越多的研究
证明，空调的应用也给人们带来了一种“疾病”。门窗紧
闭的空调房间空气不流通，缺乏足够的新鲜空气，环境得
不到改善，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学习容易出现头昏、
全身无力、犯困、鼻塞、耳鸣、记忆力减退等症状，这就

是常见的“空调病”。因此人们不能忽视自然通风对于室
内环境中的重要性。

长期以来，人们根据区域气候特点，在寒冷、严寒地
区形成了“封闭型通风文化”，在热带、亚热带和温暖地
区则形成了“开放型通风文化”，并以此作为建筑通风造
型设计的样板 [4]。
2   人体热舒适性影响因素

人体热舒适受到很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主要分为两类：
环境因素和人的因素 [5]。
2.1   人体因素

（1）人体服装热阻
在皮肤和人体最外层衣服表面之间的热传递是非常复

杂的，它包括介于空间内部的对流和辐射过程，还有通过
服装自身的热量传递，所以服装热阻是影响人体热舒适性
的重要因素。

Gagge 引入 Icl 的表示来表明人体通过皮肤向服装外
面散热的总传热阻力，服装热阻 Icl 指的是显热热阻，
常用的单位是 m2·K/W 和 clo，两个单位之间的关系是
1clo=0.155m2·K/W。1clo 的定义是一个静坐者在 21℃ 空
气温度、空气流速小于 0.05m/s、相对湿度不超过 50% 的
环境中感到舒适所需要的服装热阻。其中夏季服装热阻一
般为 0.5clo，冬季服装热阻一般为 1.5~2.0clo。

（2）人体自身代谢率
人体的能量代谢率受到很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肌肉活

动强度、环境温度高低、进食后时间长短、神经紧张程度、
性别和年龄等。

人体在进行活动时就会产生热量，因此人体的能量代
谢率直接影响人体与周围环境的热交换。其中能量代谢单
位 1met=58.2W/m2，其定义为人静坐时的代谢率。正常人
20 岁时的最大代谢率可达到 12met，但到 70 岁时就会降
到 7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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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环境因素
（1）空气温度
空气温度是影响人体热舒适性的主要因素，它直接影

响人体通过对流以及辐射换热的显热交换。人体对温度的
感觉相当灵敏，反复试验表明，人判断冷热的重现能力，
并不比机体生理反应的重现能力低，在一些情况下，这种
主观温热感觉往往较某些客观的生理量度更具有意义。

（2）空气相对湿度和流速
空气相对湿度的大小不仅影响人体皮肤表面的水分

蒸发，而且还会影响人体的排汗过程，因此相对湿度直接
或间接的影响人体舒适度，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引起人体的
不良反应。相对湿度在 40%~70% 的范围内时，人体可以
保证正常的蒸发过程。假若在高温环境中，相对湿度高于
70%，常常会引起人体的不适，并且这种不适感随空气湿
度的增加而增加。

空气流速除了影响人体与环境的显热和潜热交换速率
外，还影响人体的皮肤触感，人们把这种气流造成的不舒
适感称为“吹风感”。

（3）平均辐射温度
温度在绝对零度以上的一切物体都发出辐射，人在室

内与室内各物体之间存在着辐射热交换，平均辐射温度即
室内对人体辐射换热有影响的各表面温度的平均值。

实际的生产、生活环境中，空气温度和平均辐射温度
并不总是均匀、相等的，人们常常会遇到机体某一部分受
冷和受热，比如室内上下温度明显不对称，人体一侧有辐
射热源等等，所以研究平均辐射温度相对于空气温度的偏
差以及不对称受热或散热对人体生理或感觉反应的影响，
确定其允许限值尤为重要。
3   自然通风热舒适性分析
3.1   人体热舒适评价指标

目前，评价人体热舒适最具权威和代表性的是预测平
均投票数 PMV（Predicted Mean Vote）和预测不满意百分
数 PPD（Predicted Percentage of Dissatisfied）评价指标 [6]。
它是在大量实验数据的统计分析基础上，结合人体的热平
衡理论，提出的表征人体热舒适的一个较为客观的指标，
该指标综合考虑了 6 个客观物理因素的影响，包括 4 个环
境因素（温度、湿度、风速、平均辐射温度）和 2 个人为
因素（人体活动程度和衣服热阻）[7]，并从心理、生理学
主观热感觉的等级为出发点，较为合理地反映了人体的主
观感觉和客观物理状态之间的关系，SHRAE Standard 55
和 ISO 7730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热舒适标准，公式 [8] 如下：

PMV = [0.303e-0.036M×0.028] L                                    （1）

该式中，L 为人体热负荷，单位为 W/m2，PMV 采用
了 7 个分度等级，见下表 1：

表 1   PMV 指标分度级别表

热感觉 冷 凉 微凉 适中 微暖 暖 热

PMV 值 -3 -2 -1 0 +1 +2 +3

PMV 指标代表了同一环境下绝大多数人的感觉，但
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生理差别，PMV 指标并不一定能够代
表所有人的感觉。因此，Fanger 又提出了预测不满意百分
比 PPD 指标来表示人群对热环境不满意的百分数。

ISO7730 标准推荐以 PPD ≤ 10% 作为设计依据，即
90% 以上的人感到满意的热环境为热舒适环境，此时对应
的 PMV= -0.5~+0.5。许多研究表明，对于采用采暖空调

系统的建筑，PMV 指标能够很好地预测室内舒适温度。
3.2   PMV 指标修正模型

越来越多的现场调查分析表明，非空调环境下的
PMV 与实际热舒适调查结果有着较大的偏差，这对 PMV
模型提出了挑战，也引起了 PMV 创始人 Fanger 的关注。
Fanger 等人研究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在非空调环境下人们
对环境的期望值低造成的，在自然通风环境下的受试者觉
得自己注定要生活在较热的环境中，所以容易满足，给出
的 PMV 值就偏低。为了使 PMV 模型在非空调环境下也
能适用，Fanger 提出了在温暖气候下非空调房间 PMV 的
修正模型，引入了一个值为 0.5~1 的期望因子 e 来修正当
量稳态空调条件下计算出来的 PMV，并给出了不同气候
条件下不同区域的期望因子 e。

PMVe = e×PMV                                                           （2）

在图 1 中可以看出比较了在非空调环境中采用 PMV
修正模型的预测结果与热舒适实测结果，该图表明 PMV
修正模型的预测结果与实测结果吻合程度有所提高，但一
个很明显的缺陷是，在实测结果中当实验者认为自己处于
热中性时，修正后的 PMV 值依旧是 0.3，即 PMV 修正模
型并不能在实验者认为热中性时正确地给出预测值 0[9]。

图 1   修正 PMV 模型与实测值的比较

在该图中，纵坐标 7 个节点投票模型即对应表 1 中的
7 个 PMV 指标分度级别。
3.3   适应性评价模型

适应性模型是以四大洲不同气候区的 160 栋建筑的
21000 组调查数据为基础，针对 PMV 模型在自然通风环
境下失效的问题，由 De Dear 和 Brager 于 1998 年首先明
确提出的 [10]。适应性模型认为人不仅是环境刺激的被动
接受者，同时还是积极的适应者，人的适应性对热感觉
的影响超过了自身热平衡。适应性模型采用线性回归分析
将室内中性温度和月平均室外温度联系起来。De Dear 和
Brager 给出的线性回归公式 [11]：

Tconf = 0.31Ta,out +17.8                                                    （3）

该式中，Tconf 为室内最优的舒适温度；Ta,out 为室外空
气平均温度。

Humphreys 等人给出的线性回归公式 [12] 略有区别，
如式（4）所示：

Tconf = 0.54Ta,out +13.5                                                    （4）

适应模型根据 90% 和 80% 可接受舒适度定义了一个
室内舒适温度 Tconf 的范围，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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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自然通风建筑的适应性热舒适标准

在实际应用中，可以计算出指定月份的最高和最低气
温的平均值，然后根据下图确定自然通风建筑中室内有效
温度的可接受范围，评价既有建筑中热环境的接受率。

上述适应模型仅考虑了温度对人体热舒适性的影响，
均未考虑风速、相对湿度、服装热阻和新陈代谢量对人体
热舒适性的作用，因此，不能全面地反映自然通风条件下
人体热舒适性。
4   结论

（1）在我国单位面积的建筑能耗仍呈逐年递增的情况
下，建筑节能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所关注。自然通风作为一
项成本低的技术，可以在不消耗任何能源的情况下降低室
内温度，改善室内空气品质，满足人体热舒适性要求，对
于减少建筑能耗起着重要的作用。

（2）人体热舒适性主要与环境因素和人自身因素有
关。其中环境因素包括人体服装热阻和人体自身代谢率，
人自身因素包括空气温度、空气相对湿度和流速以及平均
辐射温度。

（3）自然通风热舒适评价模型应综合考虑室内环境因
素和个人行为因素，全面的反应人体的冷热感觉。对自然
通风环境与空调稳态环境的物理参数应该进行更进一步的

的分析，发展一种适用于自然通风环境下的类似 PMV 指
标的集总参数模型或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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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据现有调查资料表明，对于一般上班族在室内活动的

时间大约为 20 个小时。可以看出，室内空气品质的好坏
和人们的工作效率，以及健康状况成正比 [1]。随着科技的
发达，空调已经不再是过去仅仅提供生产，工作环境需要
的工具了，而是成为了调节室内空气质量重要部分。经研
究发现，气流组织的形式对装有空调的室内的空气品质有
着决定性作用，其直接影响着房间内的温度，气流流动速
度，区域温差，区域流速以及空调耗能等方面。经空调系
统处理过的空气，由送风口进入空调房间，与室内空气进
行热质交换后由回风口排出，其必然引起室内空气的流动，
形成某种形式的气流流型和速度场。速度场往往又是温度
场、湿度场和浓度场存在的基础和前提，所以不同要求的
空调房间，往往也要求有不同形式的气流流型和速度场。
气流组织设计的任务就是合理地组织室内空气流动，使室
内工作区空气的温度、流速和湿度等设计参数足人们舒适
性空调设计要求或厂房工艺性空调设计要求。空调房间气
流组织的是否合理，不仅直接影响空调用风地点的空气调
节的成败，而且也对整个空调系统的节能效果产生影响。

影响气流组织的因素很多，如室内空气送风口的型式、
数量和位置，排（回）风口的位置，送风参数（如送风温
度、送风口速度等），空调房间的几何尺寸及各种热源的
扰动等。本文将采用 CFD 技术研究送风参数对室内空气
速度场和温度场的影响，通过数值模拟使不同工况下的速
度场和温度场再现出来，这一技术不仅直观、利于方案比
较，而且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大大缩短了设计周期，
对于改善室内空气品质以及保证实现最优化设计都有着重
要的意义。
1   紊流数值模拟方法

室内的气流大多属于紊流，可仅考虑紊流粘性而忽略

分子粘性的影响，在壁面附近可视为边界层流动。紊流是
一种高度复杂的非稳态三维流动，该流态中的物理参数既
是空间的函数也是时间的函数。一般认为，无论紊流运动
多么复杂，非稳态的 Navier-Stokes 方程对于紊流的瞬时运
动仍然是适用的。但是由于描述紊流的物理量相关并具有
脉动性，对脉动性的修正将产生高阶相关的偏微分方程，
并伴随新的未知量，故紊流方程组无法得到精确的解，因
此，数值模拟便成为一种主要的研究方法。紊流数值模拟
方法大致分为直接模拟（DNS），大涡模拟（LES），雷
诺（Reynolds）时均方程方法等方法。
2   物理模型的建立

本文以一空调房间为研究对象，所研究的空调办公室
房间尺寸为（长 × 宽 × 高）5m×4m×3m，送风口的中心距
地面为 2.7m，送风口的尺寸为 350mm×350mm，回风口尺
寸为 700mm×300mm。空调房间内有 3 台计算机、3 个人员、
1 台打印机等热源设备。为了简化计算，将热源均分成 9 个
正方形模型布置在房间内，白天不考虑灯光的照明。坐标
原点为房间的几何中心。简化的物理模型如下图所示：

3   数学模型
为了简化问题，作如下的假设：

（1）室内气流为不可压缩常物性牛顿流体，稳态湍流
流动，且符合 Boussinesq 假设 [2]；

（2）不考虑太阳辐射以及房间内部各表面的辐射换热
影响，固体壁面上满足无滑移条件，在计算模型中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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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门、窗、墙壁密闭性好，不考虑漏风的影响。根
据实际情况采用的计算方法是由 Launder 和 Spalding 等提
出的 k−ε 双方程模型 [3]。

模型的控制方程为：
（1）连续性方程

         =0                                                                        （1）

（2）动量方程

        ( ρui uj) 

=-       +      [ μ(      +      )-    μ      δij]+ρgi+Fi                        （2）                               

式中，ρ 为空气的密度（kg/m3）；P 为空气静压（Pa）；
ρgi 为 i 方向上的体积力（N/m3）；Fi 为由热源引起的源项；
μ 为运动粘度（Pa·s）。

               =       [(       +       )       ]+Sh

                      

     （3）               

式中，Pr 为湍流普朗特数； Sh 为体积热源。
（4）湍流动能 k 方程 [3]

            +         

=            [( μ+       )       ]+      (       +      )-ρε                   （4）

（5）湍流动能耗散率 ε 方程

          +         

=           [( μ+      )      ]+            (      +      )-C2ε ρ             （5）

式（1）~ 式（5）中，C1ε=1.44，C2ε=1.92，Cμ=0.09，
σk=1.0，σε =1.3。
4   边界条件

采用 airpak 流体分析软件建立模型，并进行计算网格
的划分和求解离散控制方程，模型各边界条件可描述如下：

（1）入口边界：送风口定义为速度入口，送风速度为
3m/s，送风温度为 20℃；湍流动能取 k =0.04，湍流动能
耗散率取 ε =0.008。

（2）出口边界：回风口定义为出流。
（3）壁面边界：空调房内壁面边界设为恒温边界，其

温度为 26℃；计算机为热源体，热流量为 150W；人员也
设为热源体，热流量为 115W，打印机热流量 100W。

（4）离散方法采用有限体积法 [4]。
（5）收敛标准的确定：能量方程的残差小于 10-6，其

余方程的残差小 10-3[5]。
5   模拟结果与分析
5.1   同侧上送下回（详见图 1、2）

从速度分布图可以看出，气流组织进入房间的送风口
时，呈现射流状态，且射流状态的气流范围在不断地增大。
当气流进入房间后，首先横冲向另一侧墙壁，但并不是直
接进入了工作区，而是有较长的和室内空气掺混的距离，
既有一定的贴附长度，因受浮力影响射流速度逐渐减小。
由于墙壁及室内障碍物，气流在室内形成多个回流和涡流
区，气流分布较好，且工作区内的气流速度较低，且分布
比较均匀，不会产生吹风感，舒适性较好，速度基本不超
过 0.3m/s，符合暖通空调安装规定。

从温度分布图可以看出，在此房间里，有些地方的温

度出现了一些不顺畅连接。温度场在入口处的变化最大，
在垂直方向有明显的温度分层现象在有风口布置的横断面
上，温度较低。屋顶处的温度比地面处的温度要低。工作
区的温度在 295~300K 之间，符合暖通空调的规定。

综合分析，同侧上送下回的送风方式无论是温度场还
是速度场都可以达到舒适度要求，是一种比较提倡的通风
方式。
5.2   异侧下送上回（详见图 3、4）

从速度分布图可以看出，气流组织进入房间后，受到
西侧热源设备的阻挡，靠近送风口的地面区域形成了射程
较短的贴附射流，由于射流的卷吸作用，在射流的上方形
成了明显的旋涡区，使得此处的工作区风速过大，然后进
一步向其它工作区扩散开来。总体来看，工作区的的风速
都大于 0.3m/s，使得人员会有吹风感，并不会感到舒适。

从温度分布图可以看出，送入室内的空气温度低，密
度大，由于从房间的下部送入，送入的新鲜空气沿着地面
弥散开来，形成一个空气湖，送入的新鲜空气直接进入工
作区，而不需要先与房间内的污染空气混合，因此工作区
的空气清洁度很好。

通过分析可以得出，此种通风方式虽然使得工作区的
空气达到较高的清洁度，但是由于工作区的风速较大这一
缺点，使得人员会有吹风感，舒适性比较差。所以并不建
议采用此种送风方式。
5.3   异侧上送下回（详见图 5、6）

从速度分布图可以看出，气流组织由送风口进入房间，
气流呈现湍流状态，在房间顶部气流出现射流区域，但其
速度呈递减趋势。最小速度可达到 0.3m/s，工作区域的风
速为 0.1m/s~0.3m/s，与暖通空调中规定的范围偏差不大。
气流不直接进入人的活动区域，有较长的距离与室内空气
混掺，可以形成比较均匀的速度场，大部分工作人员所处
的位置风速都小于 0.3m/s，不产生吹风感。

从温度分布图中可以看出，在此房间里，温度出现不
顺畅链接。房间顶部的温度与地面比较温度要更低，但工
作区的温度分布较均匀，在 299K~310K 的范围之间，符
合暖通空调规定的范围。因此，此种形式的经济效率是很
高的。
5.4   异侧上送上回（详见图 7、8）    

从速度分布图可以看出，气流组织由送风口进入房间，
气流呈现湍流状态，在房间顶部气流出现射流区域，但其
速度呈递减趋势。气流进入房间后先横冲向另一侧墙壁，
不会直接进入工作区，一部分气流会直接通过出风口流出，
另一部分气流有较长的距离与室内空气混掺，可以形成比
较均匀的速度场，且工作区内的气流速度较低，速度基本
不超过 0.3m/s，不会产生吹风感。

从温度分布图可以看出，在此房间里，温度出现
不顺畅连接。温度场在入口处变化最大，在垂直方向有
明显的温度分层现象在有风口布置的横断面上，温度较
低。屋顶处的温度比地面处的温度要低。工作区的温度在
295~300K 之间，符合暖通空调的规定。

综合分析，上送上回送风方式对风速有一定的要求，
本设计风速过大容易出现短路现象，使一部分送风和新风
不能参与全室的作用，容易使污染微粒在上升过程中污染
其经过的操作点，传统送风方式一般不采用这种方式。
6   结论

本文基于 CFD 方法，应用 Fluent 模拟软件对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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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房间在送风温为 20℃，送风风速为 3m/s 时室内气流
组织的情况进行了数值模拟，并得到了房间内的速度场和
温度场，分析后得到以下结论：

（1）冷气流在运动过程中受到障碍物和热气流的影
响，速度衰减较快，射流的方向也会发生一定的偏转，在
房间内会形成一定面积的回流区和涡流区，人在空调房间
的舒适性受到影响。在斜侧上送下回方式中，射流方向的
两侧的远角有明显的涡流区。在涡流区气流速度太小，则
扰动较小，容易形成死角。

（2）人员在不同的位置的速度场、温度场分布不一样，
热舒适感明显不一样。在风口附近的人员有吹冷风感，在
远角处的人员有明显的过热感。

（3）采用同侧送回风方式时可以形成一个大涡旋，空
气粒子的运动轨迹较长，新鲜空气可以较好的充满房间的
每个角落，死角较少：采用对侧送回风方式时空气粒子的
运动轨迹相对较短，新鲜空气不能较好的充满房间的每个
角落，死角多。

（4）采用同侧上送下回方式时大部分工作区域的温度
在 22~24℃ 之间且分布均匀，人体感觉舒适；采用对侧上
送下回方式时工作区温度分布均匀但温差较同侧上送下回
方式稍大一些；采用下送上回方式时，由于送风为冷风，
故送风口附近的工作区温度低，脚底有吹冷风的感觉 [6]。

通过对以上四种通风方式的温度场和速度场的比较
与分析可以看出，上送下回（同侧上送下回、异侧上送下
回）的通风方式无论在气流组织的分布情况还是在温度分
布的均匀性方面都比其他两种方式更能满足人体舒适性的

要求，是两种比较提倡的送风方式。
利用文中的数值方法和计算程序，可以方便有效地模

拟室内气流组织，得到相应的直观的速度分布图、温度分
布图。通过对速度分布图所显示的气流流型的分析，可判
知气流组织方式的特点、效果。可见，文中的室内气流组
织模拟方法是进一步研究室内气流组织方法及其气流分布
规律的有效手段之一。这一数值模拟方法也能帮助设计人
员预测其气流设计方案的效果。这对于保证良好的房间空
调系统气流组织设计方案、提高室内空气品质、减少建筑
物的能耗，对建筑物热环境的节能设计及室内空气质量的
评价都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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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通风节能进展
现如今，我国的建筑节能已经进入到节能要求的第二

阶段 [1]，建筑节能的重心正在逐步从东北地区、华北地区
向夏热冬冷地区推进。一般来说，夏热冬冷地区不属于采
暖区，其节能工作还没有达到第一阶段 30% 的节能基础，
夏热冬冷地区直接进入第二阶段；总的来说，既有建筑热
工性能相对较差，能源浪费十分严重。如果还不大力开展
建筑节能设计的研究及应用、推进建筑节能工作，将严重
阻碍经济的发展，对环境有较大的污染。

从自然通风的机理可得，在相同的降温需求条件下，
与机械通风相比，自然通风是无需消耗能源，是一项免费
的技术，既降低运行费用，也达到了节能减排的作用。部
分研究结果表明采用自然通风的建筑比采用机械通风的
建筑一年可节省冷却能量为 14~41kW·h/m2，节约费用为
8~22 元 /m2[2]。此外，国际能源署总结报告中指出，欧洲
国家采用自然通风的办公楼几乎可降低 50% 的建筑能耗 [3]。

在大多数机械性的商业建筑中，通风过程中只是简单
地提供标准规定的最低通风量 [4]。目前已经有许多成熟的
技术可以将 HVAC 能耗与一个固定的最低基准线相比较；
其中一种方法是（DCV）控制通风法 [5-6]。研究人员估计，
该方法可以节省约 10% 的空调能源，在不同的气候环境下，

即使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餐馆和零售也能节省 10% 的能
源 [7]。在现代建筑设计中，采用叠加效应来调节建筑的自
然通风，已被广泛应用于现代建筑设计中；此外人们更多
地关注和满足绿色建筑的设计要求，降低其运行成本 [8-9]。

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商业建筑可以将能源消耗减少
15% 至 40%[10]。在住宅和商业领域也开发了许多应用程序。
Kintner-meyer[11] 在整个办公室里建立了一个带有 30 个温
度传感器的 WSN 监控系统。Wsn.Li 和 Becerik[12] 开发了
一个基于中央平台的 WSN 监控系统，与其他构建管理系
统进行监控和管理；在该系统中可以实现通风窗口的自动
调节。因此，我们需要从更多的技术方面来考虑如何真正
实现建筑节能的各项要求。
2   现有通风节能简要措施
2.1   屋顶的节能设计

针对目前建筑物的平顶结构，设计人员可采用“保温
屋顶”的特性，设计安装架空或坡型隔热层，使建筑结构
成为合适便利的通风装置，通过冷热对流有效冷却和隔热。
也可以设置风帽，将自然风通过进风帽送入室内，通过排
气罩将室内温度的污浊空气排出，达到通风的目的。
2.2   建筑体的双层幕墙设计

双层幕墙也被称为“呼吸幕墙”，是一种被广泛采用
的先进技术，幕墙系统由双层玻璃幕墙组成，幕墙内外预
设腔体，空腔配有可调式百叶窗等遮阳设备以及入口和出
口，通过温差，压差达到建筑物的主动效能，冬天可以关
闭入口和出口，调节遮阳设备使太阳幕墙保温；夏季可通
过打开上下进出口，使空气循环。综上，建筑双层幕墙可

建筑通风过程中的节能设计研究
陈海飞，金懿豪，郭晶晶，周年勇，陈孚江，陈建芳，郭    强

（常州大学石油工程学院，江苏常州   213016）

［摘   要］本文简述了国内外对建筑通风的节能研究及应用现状，分析了现有通风节能措施，并且提供了两种未来通
风节能的设想。CPC 聚光光导照明通风系统包括采光罩、CPC 聚光器、导光管和漫射器，白天使用 CPC 聚光器实现室内
照明，晚上 LED 灯条与光伏组件相连，实现室内照明，达到全天候照明的效果。百叶帘式光伏窗通过自动追光在调节室内
采光量的同时还能获得电能收益，其通过光敏元件的控制使其具有追踪太阳光的能力，光伏百叶倾角的调节过程将形成扰流，
加速空冷散热，进而提高光电转换效率；将散热量与室内外进行热量交换，进一步提升了光伏的发电效率 , 极大降低了建
筑室内能耗 , 在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领域拥有着广大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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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Energy Saving of Building Vent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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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213016)    
［Abstract］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nergy saving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building ventil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nalyzing the existing ventilation and energy saving measures, providing two ideas for future ventilation and 
energy saving. Integration of light guide illumination and ventilation with CPC solar collector includes light-absorpting shade, CPC 
concentrator, light pipe and diffuser. In the daytime, the system use CPC concentrator to achieve indoor lighting; in the evening, 
LED light bar connects to PV modules to achieve indoor lighting, thus the system can achieve all-weather lighting. Through the 
control of the photosensitive element to have the ability to track the sun, the adjustment process of the PV louver will form a 
spoiler, accelerating the air cooling and heat dissipation, improving the photoelectric conversion efficiency. Indoor and outdoor heat 
exchanged, which enhanced the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efficiency, greatly reducing the indoor building energy consump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and energy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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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降低能耗，改善幕墙隔热、保温的性能。
2.3   空间布局设计

布局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通风效果的好坏，这就
要求设计人员在早期测量数据时，利用计算机通风模拟系
统，结合风速因素来确定建筑物的高度，宽度，形状，建
筑物与建筑物之间的距离等数据，优化设计。在设计中，
按照施工要求排列罩盖。当然，在城市密集型建筑中，自
然通风的效果还是非常有限的。为了实现人体环境的舒适，
还需要引入机械通气。
3   通风节能的技术设想
3.1   CPC 聚光光导照明通风系统的建立

如今国内住宅楼及大型商场应用太阳能光导照明系统
的仍然不多，主要还是由于早晚时分太阳的辐照较小，倾
角较大，导致光照强度不够照明所用，而早晚却是人们出
行的高峰期；且在阴雨天等光照强度较低的情况下也无法
使用，无法实现全天候照明。

基于以上情况，可以对光导管升级改造，建立该 CPC
聚光光导照明通风系统，采用聚光光导装置、照明装置和
通风装置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建筑一体化与自然资源的高
效利用，提高系统的实用性与高效性；采用结构简单的
CPC 聚光器，便于安装，无需对日跟踪，聚光倍数达到
2~6 倍。如图 1 所示，此种 CPC 聚光光导照明通风系统主
要由三部分组成：聚光光导模块、通风模块和照明模块。

图 1   CPC 聚光光导照明通风系统结构示意图

由图 2 和图 3 可以看出，导光效率随着光线入射角
的增大而降低，但入射角小于 60° 以下，光导通量能保证
70% 以上；而且 CPC 聚光的光导照明系统能显著提高导
光通量，其亮度更高，照明效果更佳。在晴天时，传统的
光导照明系统仅能满足最基本的照明需求，然而使用 CPC
聚光光导照明系统能显著提升照明亮度，导光通量可达
60W 以上，能够满足人们正常的照明需求，通过调节聚光
比，也能够满足精密仪器加工车间的照明需求。

图 3   随直射光入射光角度增大光导系统的导光通量变化趋势

3.2   百叶帘式光伏窗自然通风系统的建立
光伏组件固定在框架上，一天中不能时刻保持阳光直

射到光伏组件上，光伏组件接收阳光直射辐射低，无跟踪
精度。基于以上现状，可以对传统光伏窗升级改造，建立
了百叶帘式光伏窗自然通风系统，由薄膜太阳能光伏片取
代传统百叶帘中的百叶，并且将其内置于中空双层窗中，
可以用来调节室内采光量。加装空冷开关，具有空冷调节
功能，加装光敏元件，具有追踪阳光的能力，光伏百叶片
倾角的调节将形成扰流，加速空冷散热，进一步提高光电
转换效率的同时可以通过空冷元件实现室内外的自然通
风，夏季隔热，冬季采暖；这种夏季的外循环和冬季的内
循环模式不仅能对光伏电池本身起到散热作用，还能极大
的降低室内负荷，达到建筑节能的效果。

此种百叶帘式光伏窗自然通风系统主要由三部分组
成：光伏百叶模块、窗体模块和玻璃模块。

图 4   整体结构示意图

在相同环境条件下，我们还对百叶空冷型光伏、密封
光伏窗与外置光伏板等三种不同光伏窗结构进行了对比。
密封光伏板是外侧有玻璃密封而未开设内外循环通道的结
构，而外置光伏板是直接放置在建筑墙体表面的外置光伏
结构。

由图 5 所示在夏季百叶空冷型光伏表面温度比其他两
种结构温度都要低，其光伏发电效率最高。而冬季百叶空
冷型光伏系统除了发电之外，还可以通过内循环模式，给
建筑室内供热，能够大大降低建筑所需的热负荷，从而达
到自然通风、室内供暖的节能效果。

图 5   夏季三种窗户的电池板表面温度对比图 2   导光效率随光线入射角度增大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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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简述并总结了建筑通风过程中相应的节能措施，

并提出了两种新的通风节能形式：CPC 聚光光导照明通风
系统和百叶帘式光伏窗自然通风系统。CPC 聚光光导照明
通风系统能达到全天候照明的效果，不仅适用于地下停车
场，而且适用于室内建筑的照明通风需求；能大幅度提高
光导照明系统的稳定性。百叶帘式光伏窗自然通风系统的
建立相比于传统的结构无论是采光、发电量还是建筑通风
上都有着一定的优势。两种新型通风节能系统均通过太阳
能建筑一体化利用形式，为建筑室内提供电能的同时调节
室内冷暖负荷，极大降低了建筑能耗，在建筑环境与能源
应用领域拥有着广大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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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医院大规模建设与改造逐渐由粗放型向精细

化方向发展，由于医院“以人为本”的特性使得病人就医
时的交叉感染问题愈来愈受关注。烧伤科病房是医院感染
管理的重点科室之一，加强烧伤科病房感染管理是预防烧
伤患者感染的重要环节。现有烧伤科病房气流组织大多是
统一设置，没有考虑到烧伤科病房的具体情况。烧伤患者
烧伤后体表生理性防御屏障皮肤被破坏，而且坏死的皮肤
组织又是微生物生长繁殖的良好的“培养基”，烧伤创面
极易感染 [1-2]。烧伤患者和被污染的空气直接接触是烧伤
感染的主要感染途径之一 [3]。

感染是烧伤患者最常见的并发症及主要死亡原因，感
染可导致烧伤患者创面加深、伤口愈合时间延长，甚至可
导致患者死亡等严重后果 [4]。因此烧伤科病房内安全通风
是保证烧伤患者健康疗养的必要要求，研究安全通风下烧
伤科病房的气流组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本文通
过调研分析掌握烧伤科病房的入院安排情况和烧伤科病房
现有典型气流组织的数学物理特性参数，通过风险分析对
烧伤科病房气流组织不合理导致的空气不安全风险因素识
别分析。
1   烧伤科病房的调研
1.1   调研目的

本次调研的目的是了解国内医院烧伤科病房的病房设
置、病人安排、气流组织现状，进而掌握烧伤科病房的气
流组织现状和病房的基本情况，为烧伤科病房空气安全风
险识别提供参考。

基于气流组织的烧伤科病房空气安全风险分析
李雅漠，居发礼

（重庆科技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实地调研了国内 9 家二级、三级医院烧伤科病房的病房设置、病人安排、气流组织和烧伤科病房的数学物理
特性参数，并对现有烧伤科病房的典型气流组织形式进行了分析，掌握各种气流组织下病房气流流动情况，并对气流组织
不合理的烧伤科病房空气安全的风险因素识别分析。提出对“多床一室”的烧伤科病房提出一种新的“单床独立”气流组
织形式，通过合理布置送、回风口和新风口的位置达到烧伤科病房通风安全的目的。

［关键词］烧伤科病房；气流组织；风险识别；通风安全

The Analysis of Security Risk of Air in the Wards of Department of Burn Based 
on Air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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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ongqing 401331）

［Abstract］Ward setting, patient arrangment, air distribution and the feature parameters of mathmatical and physical of 
Department of Burn in 9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ternally hospital have been researched in the field trip.And analysis of existing 
patterns of typical air distribution in the wards of Department of Burn.And identify the factors cause the air flow organization is 
unreasonable of security risk of air in wards of Department of Burn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 of wards of Department of Burn and 
propose a new method of air distribution for one bed individually in wards of Department of Burn which contain more than one bed 
to achieve the aim of the safety of ventilation in wards of Department of Burn with the reasonable arrangement of the locations of air 
supply outlet ,return air inlet and fresh air inlet.

［Keywords］Wards of Department of Burn; air distribution; risk identification; safety of vent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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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调研医院情况

序号 医院名称 医院等级 调研时间

1 西南医院 三级甲等 2016 年 12 月 25 日

2 大坪医院 三级甲等 2017 年 01 月 07 日

3 重庆医科大学附一院 三级甲等 2017 年 01 月 08 日

4 德阳市人民医院 三级甲等 2017 年 01 月 19 日

5 德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级乙等 2017 年 01 月 20 日

6 绵竹市人民医院 二级甲等 2017 年 02 月 02 日

7 北京积水潭医院 三级甲等 2017 年 02 月 10 日

8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三级甲等 2017 年 03 月 09 日

9 息烽人民医院 二级乙等 2017 年 04 月 06 日

1.2   调研对象
以本地有代表性、能反映医院烧伤科病房现状、不同

级别的医院为调查对象，对烧伤科病房的现状有全面深刻
的把握。
1.3   调研方法

调研方法采用文献调研和现场调研结合的调查方法。
文献调研通过中国知网 CNKI 等数据库和好大夫在线 APP
确定调研的医院和调研内容、范围。归纳总结烧伤科病房
对病人安置的要求和烧伤科气流组织设计的要求。

现场调研是采访医护人员填写科病房的划分和烧伤患
者的病房安置情况并填写调查表，借助相机等设备记录烧
伤科病房气流组织形式。实地观察后，及时地整理撰写观
察记录。调查表采用被调查医院医护人员填写和调查人员
现场填写两种方式。医护人员填写的调查表由调查人员在
进行现场调查时做进一步核查，发现与实际情况有出入时，
及时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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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研结果分析
2.1   病房划分

调研中发现，不同的医院对烧伤科病房的情况也是不
相同的，见表 2。三甲医院烧伤科病房均按病床数量不等
的病房等级划分，见表 3。调研的三家二级和三乙医院烧
伤科仅设置了多床室病房。独立设置烧伤科室的医院仅有
北京积水潭医院和重庆西南医院；重庆大坪医院仅设置创
伤科，将烧伤患者于创伤科其他患者安排于“多床一室”
病房内；其他几家医院烧伤科均设置于美容整形科，因此
存在烧伤患者与美容整形科的其他病因患者安排于同一病
房的情况。由于医疗资源的紧缺，当烧伤科病房不足时，
则在病房内或走道上增加床位。

表 2   医院烧伤科病房设置情况

序号 医院名称 1 人间 2 人间 3 人间 4 人间 5 人间 6 人间

1 西南医科大附属医院 + + + +
2 重庆医科大学附一院 + + +
3 德阳市人民医院 + + +
4 北京积水潭医院 + +
5 西南医院 + + +
6 大坪医院 +
7 德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
8 绵竹市人民医院 +
9 息烽人民医院 +

表 3   医院烧伤科病房设置

一人间 二人间

安置烧伤面积大病情严重的烧伤患
者，病房洁净度高。

无生命危险、烧伤面积大的烧伤患
者，当烧伤科病床不足时可临时改
为 3~4 人间

三人间 四人间

无生命危险的烧伤患者 无生命危险的烧伤患者

六人间

一般为康复区，该病房烧伤患者病
情较轻。

2.2   病人安置
烧伤科对患者的安置方法，由表 3 可知，按照独立设

置烧伤科的情况，可将医院分为两类：a 类独立设置烧伤科，
烧伤患者按照病情分类安置于烧伤科病房内，不存在与其
他病因患者混杂在同一病房的情况；b 类烧伤科设置为烧
伤整形科，该类医院的患者存在与其他病因患者混杂在同
一病房的情况。

按照烧伤科对患者病情分类安置的情况可分为三类：
A 类医院，只有一种烧伤病房，即每个烧伤病房病床数都
相同，因此不对烧伤患者按照病情分类安置病房，即将烧
伤患者安排于“多床一室”烧伤科病房内；B 类医院，有
多种烧伤科病房，其对烧伤患者的安置则是通过对患者的
烧伤面积进行分类，对于有生命危险、烧伤面积大的患者
安排于一床室；无生命危险的烧伤患者安排于人数不等的
多床室；C 类医院，在 B 类医院的基础上设置康复区（六
床室），对于病情恢复情况较好的患者转移安置于康复区。
由于医疗资源紧缺，大、中型城市的医院病房常常人满为
患，烧伤科病房也不例外。当烧伤科病房床位不够时，烧
伤科则是采取在病房中或走道上增加床位，B、C 类医院
的烧伤科单床病房临时加病床情况较普遍。
2.3   气流组织

气流组织 [5] 即是对气流流动的方向、速度及温、湿度
分布均匀性进行组织。影响气流组织的因素很多，如室内

表 4  医院烧伤科病房气流组织

风机盘管＋新风系统，侧送上回 风机盘管＋新风系统，上送上回

气流从送风口、新风口送出依次从
病床 3 流向病床 1 回到回风口处

气流从送风口、新风口送出依次从
病床 1 流向病床 3 回到回风口处。

地板辐射＋新风系统，侧送侧回 风机盘管＋新风系统，上送上回

通过地板辐射换热系统控制病房温湿度，
病房内通过新风口送入病房，气流依次从
病床 3 流向病床 1 通过排风口（与厕所排
风口相通）排出。

气流通过送风口散流器送入病房内，
流向位于对侧的病床，通过回风口
排出。（如上图） 

分体式空调

室内外气流通过门窗缝隙渗透交换。

病床 1
病床 1

病床 1病床 1

病床 1
病床 1

病床 1

病床 1 病床 1

病床 1

送风口

送风口
送风口

新风口

新风口
新风口

排风口
回风口

回风口

回风口

病床 4

病床 4

病床 2

病床 2
病床 2

病床 2
病床 2

病床 2

病床 2 病床 2

分体式空调

送风口

病床 2 病床 5

病床 5

病床 3

病床 3

病床 3 病床 3

病床 3

病床 3 病床 3

病床 3 病床 6

病床 6

病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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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送风口的型式、数量和位置，排 ( 回 ) 风口的位置，
送风参数 ( 如送风温度、送风口速度等 )、空调房间的几
何尺寸及各种热源、污染源的扰动等 [6]。

烧伤科病房现有气流组织由表 4 可知，烧伤科病房现
有典型的气流组织形式有：上送上回、侧送上回。四床以
下的多床室（含四床），病床均匀布置在病房的同侧，气
流从送风口送出依次经过同侧的每张病床；六床一室的烧
伤科病房，病床均匀布置在病房两侧，气流依次流过处于
对侧的病床流入回风口。
3   讨论

采用侧送上回气流组织形式的烧伤病房，气流从送风
口、新风口送出依次从病床 3 流向病床 1 回到回风口处。
病床 1 为上风向，病床 3 为下风向，由于烧伤患者病情特
殊，创面均裸露在空气中，气流流过上风向烧伤患者，易
携带上风向烧伤患者创面的病原菌，使得空气受到污染，
受污染后的气流流过下风向病床的烧伤患者极易导致下风
向病床烧伤患者的创面感染。当烧伤患者的病情越严重，
其创面的病原菌种类越复杂，气流流过时可携带走的病原
菌就种类越多，导致下风向病床烧伤患者受到感染的风险
越大。由于烧伤患者的烧伤面积越大，创面也越大，因此，
失去的皮肤屏障也越多，其免疫力降低的越多，当受污染
的气流流过烧伤面积越大的烧伤患者时，其由于空气不安
全而受到感染的风险也越大。
3.1   当前气流组织的感染风险识别

烧伤科病房空气安全风险评估分为定性评估和定量评
估。通过对烧伤科病房的调研，掌握烧伤科病房的典型气
流组织现状，运用定性分析识别影响烧伤科病房空气安全

的气流组织的风险因素。为了解决定性评估客观性问题，
笔者提出基于风险矩阵的烧伤科病房气流组织不合理风险
评估方法 [7]。对烧伤科病房由于气流组织不合理导致的空
气安全风险的评估首先是对烧伤科病房气流组织不合理风
险评估首先是识别出由于气流组织不合理导致的病房空气
安全的风险，评估风险的影响，计算风险等级 [8]。表 5 为
风险影响等级说明，表 6 为检查感染风险影响等级说明。

表 5   风险影响等级说明

风险影响 说明

1 烧伤患者病情轻

2 烧伤患者病情中

3 烧伤患者病情重

表 6   交叉感染风险等级说明。

风险影响 说明

0 发生交叉感染可能性低（病人在上风向）

1 发生交叉感染可能性中（病人在中间）

2 发生交叉感染可能性高（病人在下风向）

根据表 5 和表 6 确定风险等级参照表，这里只考虑风
险等级是为了将风险的大小表示的更直观的相对等级，并
不等说明风险的大小 [9]。

表 7   风险等级对照表

风险影响
交叉感染风险概率

1 2 3
1 0 1 2
2 0 2 4
3 0 3 6

表 8   烧伤科病房的交叉感染风险正交分析矩阵

编号
病床风险与病情风险描述

风险等级
上风向病床 1 中间病床 2 下风向病床 3

1 烧伤患者病情轻 1 烧伤患者病情轻 1 烧伤患者病情轻 1 0+1+2=3
2 烧伤患者病情轻 1 烧伤患者病情轻 1 烧伤患者病情中 2 0+1+4=5
3 烧伤患者病情轻 1 烧伤患者病情轻 1 烧伤患者病情重 3 0+1+6=7
4 烧伤患者病情轻 1 烧伤患者病情中 2 烧伤患者病情轻 1 0+2+2=4
5 烧伤患者病情轻 1 烧伤患者病情中 2 烧伤患者病情中 2 0+2+4=6
6 烧伤患者病情轻 1 烧伤患者病情中 2 烧伤患者病情重 3 0+2+6=8
7 烧伤患者病情轻 1 烧伤患者病情重 3 烧伤患者病情轻 1 0+3+2=5
8 烧伤患者病情轻 1 烧伤患者病情重 3 烧伤患者病情中 2 0+3+4=7
9 烧伤患者病情轻 1 烧伤患者病情重 3 烧伤患者病情重 3 0+3+6=9
10 烧伤患者病情中 2 烧伤患者病情轻 1 烧伤患者病情轻 1 0+1+2=3
11 烧伤患者病情中 2 烧伤患者病情轻 1 烧伤患者病情中 2 0+1+4=5
12 烧伤患者病情中 2 烧伤患者病情轻 1 烧伤患者病情重 3 0+1+6=7
13 烧伤患者病情中 2 烧伤患者病情中 2 烧伤患者病情轻 1 0+2+2=4
14 烧伤患者病情中 2 烧伤患者病情中 2 烧伤患者病情中 2 0+2+4=6
15 烧伤患者病情中 2 烧伤患者病情中 2 烧伤患者病情重 3 0+2+6=8
16 烧伤患者病情中 2 烧伤患者病情重 3 烧伤患者病情轻 1 0+3+2=5
17 烧伤患者病情中 2 烧伤患者病情重 3 烧伤患者病情中 2 0+3+4=7
18 烧伤患者病情中 2 烧伤患者病情重 3 烧伤患者病情重 3 0+3+6=9
19 烧伤患者病情重 3 烧伤患者病情轻 1 烧伤患者病情轻 1 0+1+2=3
20 烧伤患者病情重 3 烧伤患者病情轻 1 烧伤患者病情中 2 0+1+4=5
21 烧伤患者病情重 3 烧伤患者病情轻 1 烧伤患者病情重 3 0+1+6=7
22 烧伤患者病情重 3 烧伤患者病情中 2 烧伤患者病情轻 1 0+2+2=4
23 烧伤患者病情重 3 烧伤患者病情中 2 烧伤患者病情中 2 0+2+4=6
24 烧伤患者病情重 3 烧伤患者病情中 2 烧伤患者病情重 3 0+2+6=8
25 烧伤患者病情重 3 烧伤患者病情重 3 烧伤患者病情轻 1 0+3+2=5
26 烧伤患者病情重 3 烧伤患者病情重 3 烧伤患者病情中 2 0+3+4=7
27 烧伤患者病情重 3 烧伤患者病情重 3 烧伤患者病情重 3 0+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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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8 可知，中间病床和下风向病床的烧伤患者患者
病情对交叉感染风险等级的影响最大，从风险等级为 9 的
病人安置方式来看，导致交叉风险等级增加的主要原因时
中间病床和下风向病床的烧伤患者病情严重，与上风向病
床的烧伤患者病情严重程度无关。比较编号 6 和编号 8 两
种病人安置方式，在上风向病床患者病情相同和房间同一
病情患者数量相同的情况下，将病情较严重的患者安置于
中间病床，另一个患者安置于下风向病床发生交叉感染风
险等级降低；比较编号 8 和编号 20 两种病人安置方式，
在下风向病床患者病情相同和房间同一病情患者数量相同
的情况下，将病情较严重的患者安置于上风向病床，另一
个患者安置于中间病床发生交叉感染风险等级降低；比较
编号 18 和编号 26 两种病人安置方式，房间同一病情患者
数量相同的情况下，将病情较轻的患者安置于下风向病床，
发生交叉感染风险等级降低。可知同一烧伤科病房不同病
情的烧伤患者的安置方式影响烧伤科病房内由于空气不安
全导致的交叉感染风险等级。

综上所述，当病情不同的烧伤患者安排在同一多床病
房时，上风向病床的烧伤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不同，烧伤
患者交叉感染的风险大小也不同。在该气流组织下烧伤患
者存在交叉感染的风险，这种气流组织形式并不适用于烧
伤科病房。
3.2   新型“单床”气流组织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提出对于多床一室的 Ⅳ
级烧伤病房，每张病床均不应处于其他病床的下风侧。温
度全年宜为 24℃~26℃，相对湿度冬季不宜低于 40%，夏
季不宜高于 60%。室内温湿度可按治疗进程要求进行调节。
烧伤科多床室的主要目的是给烧伤患者提供洁净的康复环
境，降低院内感染的风险，并通过一些工程方法防止室外
病原菌进入病房导致烧伤患者感染，降低患者间交叉感染
风险。为防止室外病原菌传播病房内通常保持正压状态，
为避免烧伤患者间交叉感染，应保证流过每张病床的气流
为洁净气流，流经病床与烧伤患者接触的气流视为非洁净
气流，为实现最佳的气流型式，送回风口应被定位，使洁
净空气首先送到烧伤患者的区域，最后进入回风口。这种
情况下，医护人员不能安置在传染源和回风口之间。实现
这种气流型式的提出一种“单床独立”的气流组织详见图
1、图 2。

单床独立气流组织是一个关键概念，即送风从位于病
床上方的送风末端送入，每个病人分配一个送风口，气流
流过病床上方送入回风口。通过合理设计影响气流组织的
关键参数保证气流“单独”流过每个病床，与其他病床的
气流不交叉，保证烧伤科病房的安全通风。气流组织的影
响因素较多 [10]，包括（1）病房空间的几何尺寸，即房间

的径深、宽窄等；（2）送风末端的类型、位置以及回风
末端的位置；（3）送风参数如风速等；（4）障碍物和家
具的位置；（6）墙体的辐射和热损失；（7）门缝和其它
漏洞缝隙的渗透；（8）设备的运转和其它因素。送回、
风末端的类型和相对位置、送风参数等是影响烧伤科病房
气流流型的关键因素。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多床一室”烧伤科病房典型气流组织形式的
分析和识别气流组织的空气安全风险因素，合理的气流组
织对烧伤科病房的空气安全至关重要，基于对烧伤科病房
的特点和实际使用情况的考虑，科学的管理方式、合理组
织通风气流路径、系统布置和风速、温湿度等参数，是解
决烧伤科病房的空气安全的有效途径。

通过科学的管理措施能降低因气流组织不合理导致的
交叉感染风险：（1）设置烧伤整形科的医院，烧伤科病
人与其他病因患者安置同一多床室时，将烧伤患者安置于
上风向病床；（2）只有烧伤科患者的多床室，患者安置时，
对烧伤患者病情分类，将病情严重的患者安置于上风向病
床。

采用“单床独立”气流组织新形式，通过布置送回末
端位置，设计合理的关键参数，保证每个病床不处于其他
病床的下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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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单床气流组织示意图 图 2   单床气流组织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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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绪论
商用厨房是一个复杂的高温高湿环境，有着集空调送

风、机械补风、排风于一体的通风系统。在厨房热加工间
正常运作时，炉具发热量很大并且会产生大量的烟气以及
有害的污染物，因此需要补充大量新风与空调风。补充的
新风一方面是为了补充燃烧所需要的氧气，另一方面是为
工作人员创造良好的呼吸环境。空调风则主要负责对室内
环境降温，提高热舒适性 [1-3]。当通风方式布置不合理时，
就会造成灶台上方气流上升不合理向他人体附近呼吸区域
扩散，新风向室内大量扩散带来额外新风负荷以及空调风
降温效果不佳并且造成能耗浪费等问题 [4]。

商用厨房降耗是酒店建筑节能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5]，
很多学者致力于商用厨房通风系统的研究。杨吉等 [6] 利用
CFD 的方法研究了几种不同通风方式对厨房室内通风的影
响，为厨房室内布局设计提供了参考。Melink 等 [7] 提出
DCV 系统，即根据空气环境需求而可控制的通风系统，
避免过量通风或者通风不足，在保证室内基本空气品质达
标的前提下，尽量减小新风量，节约通风能耗。靳艳茹等 [8]

通过使用 CFD 软件研究了不同商业性厨房通风方式对厨
房加工间的气流组织及排风效率的影响，对商用厨房通风
系统的节能优化设计提供了参考。Kondo 等 [9] 利用 CFD
方法研究了供暖条件下，排烟罩的室内温度分布和捕集效

率，提出了合适的通风和供暖方式。Li 等 [10] 利用 CFD 数
值模拟方法研究厨房室内正负压工况对厨房排风罩性能影
响的研究。目前，虽然国内外学者已在商业厨房的通风与
节能领域取得一些成果，但是普遍存在适用范围窄、依靠
经验设计等问题。本文通过对典型商用厨房通风系统进行
数值模拟，研究商用厨房的能耗影响因素及优化方案，从
而降低商用厨房的空调能耗。
1   物理模型
1.1   模型简化

本文研究对象为南京某酒店的典型商用厨房，其通风
系统的基本组成如下：1 个倒梯形排烟罩；1 个罩前弥散
新风口；1 个岗位空调风口；1 个天花板条形新风口；1 个
条形空调风口；1 台炉灶；1 处紧靠墙壁的综合发热源；4
盏位于天花板顶部的灯具。模拟计算过程中，不考虑人员
负荷，风口及热源均处理成平面规则多边形，具体建模如
下图示。

商用厨房通风系统的数值模拟与分析
周年勇，王    露，陈梦梦，陈海飞，陈孚江，陈建芳，郭    强，曹玉春 

（常州大学石油工程学院，江苏常州   213016）

［摘   要］商用厨房是多数大型公共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有污染物种类繁多、热湿环境复杂且集中的特点。目
前商用厨房在实际运作中，普遍存在高能耗、低效率现象。本文建立了典型商用厨房的数学模型，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
研究了不同通风方式对灶台工作区域温度、室内气流组织以及空调能耗的影响，研究表明：商用厨房通风系统须引入室外
新风，随着室外新风比的增加，空调能耗得以大幅下降，但新风比增大至某一临界值时，会造成人员工作面温度超限；另
外室外新风存在“包裹”效应，工作面的温度分布不受岗位空调风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商用厨房通风系统的优
化及空调系统节能提供参考。

［关键词］商用厨房；通风系统；空调节能；数值模拟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of Commercial Kitchen Ventilation System
Zhou Nian-Yong, Wang Lu, Chen Meng-meng, Chen Hai-fei, Chen Fu-jiang, Chen Jiang-Fang, 

Guo Qiang, Cao Yu-chun
 (School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213016)

［Abstract］Commercial kitche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most public buildings. It has a wide variety of pollutants, 
complex and concentrated heat and humidity environment. At present, commercial kitchens generally have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low efficiency in actual operation. This paper established a mathematical model of a typical commercial kitchen. By using the 
method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ventilation modes on working area temperature, indoor air-flow distribution 
and energy consumption of air conditioning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utdoor air system must be added to the kitchen 
ventilation system. With the outdoor air ratio increasing, energy consumption can be greatly decreased, but the outdoor air ratio 
increases to a critical value, will cause the personnel working area temperature overrun. In addition, there are outdoor air "packaging" 
effect, the work area temperature is not affected by the ost air conditioner.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commercial kitchen ventilation system and energy saving of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Keywords］Commercial kitchen; Ventilation system; Air-conditioning energy-saving; 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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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商用厨房物理模型的计算参数

名称
几何尺寸

额定工作参数
温度
/℃ 边界条件

长 /m 宽 /m 面积 /m2

炉口 0.55 0.55 0.30 330 恒定壁温

条形新风 1.8 0.1 0.18 流量 2000m3/h 35

速度入口
弥散新风 1.8 0.5 0.9 流量 925m3/h 35
空调送风 1.2 0.1 0.12 流量 1575m3/h 15
岗位送风 0.2 0.11 0.022 流量 150 m3/h 15

排风 1.8 0.31 0.56 流量 4650m3/h 50 压力出口

照明灯具 0.6 0.6 1.44 77 恒定热流

综合发热热源

1.05 0.8
5.01 55 恒定热流1.8 0.8

1.8 1.05

2.2   计算工况
对应研究目的，本次基于 fluent 的数值模拟共设置了

如表 2 所列的 5 组计算工况。
表 2   厨房的几种模拟工况

计算
工况

空调风
/(m3/h)

新风
/(m3/h)

新风比
/%

新风
入口角度

岗位
送风角度

空调
送风角度

Case1 4500 0 -Z 向 -Z 向 -Z 向

Case2 1575 2925 65 -Z 向 -Z 向 -Z 向

Case3 1125 3375 75 -Z 向 -Z 向 -Z 向

Case4 900 3600 80 -Z 向 -Z 向 -Z 向

Case5 1125 3375 75 -Z 向 -Z 向 -Y 向成 30°

3   结果及分析
本文着重考察各计算工况的温度分布及气流流动情

况。为了便于研究工作人员活动区域情况，取代表性截面
x=2m 处的 Y-Z 面进行研究。
3.1   Case1 计算结果分析

Case1 工况中完全不引入室外新风，由岗位风口提供
150m3/h 及空调风口提供 4500m3/h 的风量，数值模拟结果
如下。

由图 2、3 可知，在不引进室外新风补给的情况下，
当厨房油烟排风机开启时，排风风量全部由空调风与岗位
送风提供，虽然人员工作面附近温度在 25℃ 左右，能够
满足设计需求，但这种送风方式造成空调能耗很大且室内

平均风速过大，人员吹风感较强，整体舒适性并不高。
3.2   Case2 计算结果分析

Case2 中工况中，灶头上方的条形新风口及弥散新风
口开启，这时新风总量为 2925m3/h，岗位风量为 150m3/h，
空调风量为 1575m3/h，其中新风与空调风的比例为 65%，
数值模拟结果如下。

图 4   Case2 工况下 x=2m 处 Y-Z 截面的温度分布

图 5   Case2 工况下 x=2m 处 Y-Z 截面的流线图

图 6   Case2 工况 x=2m 处 Y-Z 截面的 Z 向速度分布

由图 4-6 可知，当引入室外新风时，油烟机排风风量
由空调风、岗位风及室外新风共同提供，此时人员工作
面附近温度在 25℃~26℃ 之间，灶台面烟气上升速度在
0.05~0.5m/s，气流组织合理。该送风方式使用室外新风短
路了空调风，减少了排风机对空调风的抽取，在不影响油
烟排放与人员舒适度的同时，大大减少了空调能耗。
3.3   Case3 计算结果分析

如表 2 所示，保持其他参数不变，优化新风与空调风
比例，下面展开新风比为 75% 的数值模拟。

图 2   Case1 工况下 x=2m 处 Y-Z 截面的温度分布

图 3   Case1 工况下 x=2m 处 Y-Z 截面的流线图

图 7   Case3 工况下 x=2m 处 Y-Z 截面的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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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Case3 工况下 x=2m 处 Y-Z 截面的流线图

由图 7、8 可以知，当新风与空调风的比例增大至
75% 时，灶头上层空气温度受室外新风的影响，温度升高，
但人员工作面附近温度仍然维持在 25℃~26℃ 之间。另外
从室内气流组织分布中可以看出，岗位送风的作用不明显，
完全被排风机短路。故当增大新风比至 75% 时，可以进
一步减少空调能耗，且由于新风的 “ 包裹效应 ”，岗位送
风在排风机开启时可以关闭。
3.4   Case4 计算结果分析

如表 2 所示，保持其他参数不变，Case3 进一步减少
空调风，下面展开新风比为 80% 的数值模拟。

图 9   Case4 工况下 x=2m 处 Y-Z 截面的温度分布

图 10   Case4 工况下 x=2m 处 Y-Z 截面的流线图

由图 9、10 可以知，当新风与空调风的比例增大至
80% 时，人员工作面温度达到 60℃，另外由于空调风速
过小，导致空调风无法影响工作区域，气流组织不合理。
3.5   Case5 计算结果分析

在工况 Case5 中，风量参数采用工况 Case3 的数值，
改变空调风口送风角度，使之与天花板成 30° 角对着工作
区域送风，模拟结果见图 11、12。

图 12   Case5 工况下 x=2m 处 Y-Z 截面的流线图

由图 11、12 可以知，改变空调送风角度对室内温度
影响不大，但是整个房间呈现较好的送回风趋势，油烟气
能够有效地排除。
4   结论

本文建立了典型商用厨房的数学模型，通过数值模拟
对新风比、空调送风角度等因素展开研究，得出主要结论
如下：

（1）商用厨房通风系统须引入室外新风，否则造成空
调能耗大、室内吹风感强，舒适性差；

（2）随着室外新风比的增加，空调能耗得以大幅下
降，但新风比增大至某一临界值时，会造成人员工作面温
度超限。针对本文建立的典型厨房送风模型，最优新风比
为 75%；

（3）由于新风“包裹”效应造成灶台顶部的岗位空调
风短路，岗位空调风不影响工作面的温度分布。当油烟排
风机开启时，岗位空调风可以关闭运行，从而节省能耗；

（4）调整空调风口与天花板成 30° 并迎向工作面送风
可以改善室内气流流动，产生灶台底部回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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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压自然通风是利用自然风资源改善室内热环境、提

高室内空气品质的节能环保技术，在建筑领域得到高度关
注。通常在自然通风特性的研究中，其边界条件以平均风
速和主导风向为基本条件，这种研究方法相对简单，被业
内广泛接受。近年来人们研究发现自然风的脉动特性对建
筑通风能力的影响不容忽视。关于自然风的脉动特性，国
内外学者已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提出脉动风的预测方法
和仿真模型，并将脉动风理论应用在风工程及自然通风研
究中。

为了建筑自然通风的研究更加接近真实性，本文对自
然风脉动特性的研究方法、脉动风在建筑通风研究中的建
立方法进行了综述，并详细介绍了风速时程的三种获得方
法：数值模拟、现场实测和风速预测法。
1   自然风特性

自然风是随机变动的，速度的大小和方向随时间均呈
随机变化，具有非稳态特性。资料表明 [1] 自然风由平均风
和脉动风两部分组成。自然风的平均特性指平均风速、平
均风向及风速廓线等；脉动风特性主要有脉动风速、风向
变化、湍流强度及脉动风功率谱等。

风功率谱研究是把时域上的随机振动通过傅里叶变转
换在频域上的研究，转换得到的函数既功率谱函数，可表
示湍流中不同的涡旋所具有的频率和脉动能量的大小，从
而全面地表述流场的特性。脉动风功率谱描述了湍流风的
谱特性，又反映了紊流能量在频率域的分布状况，是脉动
风研究中的重要特性 [2]。目前获得脉动风功率谱有两种途
径：一是通过傅氏变换把风速实测数据进行处理，求得功

率谱数学表达式；二是通过超低频滤波器，直接测出风速
功率谱曲线并建立数学表达式。

目前提出的风速谱多基于大量的现场实测数据，如
Davenport 谱 [3] 是通过在不同地点、不同条件下测得的 90
多次强风记录基础上统计出来的，多数国家建筑荷载规范
都采用此水平风速谱公式。
2   自然风的风速时程

脉动风速时程反应了脉动风在时间上的变化，可以更
精确的用于研究建筑在自然通风中的通风效果。目前得到
脉动风速时程数据方法主要有三种：风速的模拟、现场实
测和风速预测。
2.1   脉动风速的模拟

随机脉动风速的模拟指生成一个既能满足流动控制方
程又能满足脉动风功率谱密度函数的随机时间序列。

随机脉动风速有多种类型，如平稳与非平稳型、高斯
与非高斯型、单节点与多节点型等；从数值模拟角度出发，
平稳的单节点的一维高斯随机脉动风场是最简单的形式，
以该形式为基础，可以将其进一步转化得到其它复杂的多
种形式。目前风速时程模拟研究主要集中在平稳高斯随机
过程研究中，Spanos 和 Zeldin[4] 概述蒙特卡罗法（Monte 
Carlo），它的数学背景是各种平稳高斯随机过程模拟方法
的理论基础。Monte Carlo 法可以分为两大类：线性滤波
法和谐波叠加法。

（1）谐波叠加法
1944 年 Rice[5] 提出用谐波叠加法模拟随机过程的概

念，谐波叠加法是指离散谱逼近目标风速谱，将一个随机
过程视为一系列的余弦项叠加，通过傅里叶变换，将随机
信号分解为一系列的不同幅值和频率的谐波进行求解。随
机过程在任何时间间隔内蕴含的能量都可由各个正弦或者
余弦项所蕴含的能量的和来表示。在谐波叠加法中，功率

自然风的脉动特性及其在建筑通风中的相关研究
任瑞兰，官燕玲

（长安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陕西西安   710064）

［摘   要］近年来研究发现，在建筑自然通风特性研究中，把脉动的自然风简化为平均流所得出的结论与实际会有一定
的偏差。因此如何更加真实的反映自然风的特性，从而更好的利用自然风，已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
自然风特性的研究工作，包括风特性的相关理论、脉动风的预测方法和仿真模型，并总结了脉动风理论在风工程及自然通
风研究中的应用。本文旨在为建筑自然通风的研究更加接近真实性提供帮助。

［关键词］自然风；波动特性；研究方法；风场模拟；风压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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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是进行数值模拟的目标，起着重要作用。多年来，国外
学者依据大量风速实测数据分析获得了多种风速功率谱，
在具体的风速模拟中可以根据需要选用。文献 [4] 中提到
的 Davenport 谱是目前最常用的水平风速目标功率谱。

谐波叠加法又分为常振幅波叠加法（CAWS）和加
权 振 幅 波 叠 加 法（WAWS）。Shinozuka 和 Jan[6] 提 出 用
CAWS 法和 WAWS 法模拟平稳随机场的一般理论，并将
其应用于多维及多变量均匀高斯随机过程的模拟。Li 和
Kareem[7] 采用 WAWS 法模拟多重相关非平稳随机过程，
模拟样本可以直接应用于时程分析。孙振、吴瑾 [8] 在研
究建筑结构风荷载模拟时，利用 WAWS 法模拟风速值序
列，与目标 Davenport 谱相对比，认为 WAWS 法模拟的
风速较好地反应了风速在频域上的能量分布。尹飞等 [9]

利用 WAWS 法模拟空间某点风速时程，由模拟谱与目标
Davenport 谱相对比得出：WAWS 法模拟的脉动风速谱在
走势和极值等方面与 Davenport 功率谱比较一致，但仍有
一定的误差。

（2）线性滤波器法
线性滤波法是指将人工生成的均值为零并且具有白噪

声特性的一系列随机数据通过预先设计好的滤波器，使其
输出能够具有给定相关特性的随机过程。

1972 年，英国统计学家 G.U.Yule 提出了自回归模型，
之后 G.T.Walker 在分析印度大气规律时使用了移动平均模
型和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 [10]。至此有了线性滤波法的三种
模型：自回归模型 AR、移动平均模型 MA、自回归移动
平均模型 ARMA。Mignolet 和 Spanos[11] 采用 AR 线性系
统模拟随机场，并提出优化方法。王修琼和张相庭 [12] 基
于多维 AR 算法提出混合回归模型，有效地模拟了脉动风
速时程。罗强 [13] 等人通过某电厂风速对脉动风的模拟方
法进行分析，得出线性滤波法对脉动风的模拟具有可靠性。

相比于谐波叠加法，线性滤波法在自然通风中的研究
较少，多用于风工程与风场发电领域研究中。且线性滤波
法中模型算法繁琐、精度较差，学者更倾向于对线性滤波
法进行改进再用于风速模拟。汪大洋 [14] 等通过离散傅里
叶变换法对传统线性滤波法进行改进，刘欣鹏 [15] 等人也
提出了线性滤波法的改进技术，更精准的模拟了脉动风速
时程。
2.2   脉动风速的现场实测

现场实测即是在关键位置设置测点，利用风速仪等设
备对风速进行实际测量，从而获得全面、可信度高的风速
数据时程，被认为是获得风速时程最直接可靠的方法；但
是现场实测也有明显缺点，投入高、周期长、需花费人力
物力。若想建立长期数据库对风的特性进行规律性研究是
非常费时费力的，因此往年只对重大科研项目展开现场测
试。在近些年，越来越多的自然通风研究学者利用小型气
象站、热线风速仪等对自然风进行实测，建立短期数据库，
得到自然风脉动特性，提取经验公式，建立数学模型，为
下一步数值模拟做准备。周军莉 [16] 对自然风的实测做了
综述，介绍了自然风实测的方法和现阶段的测试研究。
2.3   脉动风速预测

在脉动风特性研究中，风速预测也受到了广泛关注。
风速预测是指在各种因素的考虑下，运用模型或算法，根
据历史风速数据来推测未来某特定时刻或特定时段的风场
数据。目前风速预测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用于修正、弥补
自然实测中有偏差的数据；二是用于预测未来某时段的风

速变化。因此，依据风场实测数据展开对风场预测的研究
很有实用价值。

风速预测在风力发电和建筑结构风荷载方面得到了大
量的研究。风场预测按时间可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预测，
短期预测指未来 10min 至几小时的风速预测，中期与长期
预测则指更长时间的风速预测 [10]。预测周期越长、误差越
大，目前针对短期预测的研究方法较多，故本文主要介绍
风速短期预测。专家和学者们提出了多种短期预测方法：
持续预测法、随机时间序列法、卡尔曼滤波法和小波分析
法等。

在上述风场短期预测方法中，随机时间序列法只需知
道风场的单一风速就可以建立风速的短期预测模型，在风
工程和风力发电项目中得到大量应用。文献 [10] 指出随机
时间序列法是利用大量历史数据建模，经过模型识别、参
数估计、模型检验等步骤来确定一个能够描述所研究时间
序列的数学模型，最后再由该模型推导出预测模型，进而
达到预测未知数据的目的。1976 年美国学者 George Box
与 Gwilym Jenkins[17] 指出可以将随机时间序列法分为：自
回归模型 (AR)、移动平均模型 (MA)、自回归移动平均模
型 (ARMA)、累积式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 (ARIMA)，四种
模型组成的模型簇总称为 Box-Jenkins 法，该方法最初在
经济预测领域提出，后被脉动风研究学者用于自然风的预
测研究。

J.LTorres[18] 与 M.Miliigan[19] 在 风 速 预 测 研 究 中， 分
别使用 ARMA 法与持续预测法对风速进行短期预测，对
比显示 ARMA 方法的预测误差较小。丁明等人 [20] 使用
ARMA 法对风速进行了预测，验证了 ARMA 模型用于短
期风速预测的可行性。

之 后， 学 者 提 出 了 利 用 自 回 归 条 件 异 方 差 模 型
（ARCH）预测风速。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ARCH：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kedaticity) 是 Engle 在
1982 年提出的，最初在经济研究中衡量时间序列的波动性，
但 ARCH 模型在描述时间序列时，计算量大且受制于模
型条件约束。1986 年 Bollerslev 提出了广义 ARCH 模型，
即 GARCH 模型。因为 ARCH 和 GARCH 模型可以衡量
时间序列数据的波动性，因此被学者们应用在与波动性相
关的自然风脉动特性研究中。Gang Tan[21] 利用 GARCH、
ARCH、简单高斯模型三种预测模型分别对脉动风速进行
预测，得出 GARCH 模型的预测精度高于其它预测模型。
于是 Gang Tan[22] 依据美国 Denver 城市典型年风速为源风
速时间序列，利用 GARCH 模型，得到频率为 1min 的脉
动风速，用来分析自然风波动性对自然通风的影响。湖南
大学周军莉等人 [23] 也利用 GARCH 数学模型，预测出小
时内风速值。但上述方法仅针对风速预测，并没有对风向
预测进行研究。

GARCH 模型在随机时间序列法的多种方法中计算简
单且精度高，被学者们所认可。

近年，有学者提出应用马尔科夫链对非稳态风速风向
进行预测建模。马尔可夫链的基本原理为：在给定当前信
息时，将来的状态可以用当前预测，过去的状态对于将来
预测的状态是无关的。

Sahin 等 [24-26] 采用一阶马尔科夫链理论，通过逐时风
速序列分析，对自然风风速序列进行了建模，证明了基于
马尔科夫链理论风速预测的有效性。王亮等人 [27] 利用马
尔科夫链模型对动态自然风风速进行了建模，指出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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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速构造方法相比，构造序列时间间隔更小，且风速特性
反映更为全面。

综上所述，获得自然风风速时程的方法多、模型多，
选择合理的模型，得到符合非稳态风特性的风速时程、建
立数学模型是研究脉动风特性及非稳态边界条件下自然通
风效果的关键。
3   自然风特性在建筑通风中的研究

在建筑自然通风效率研究中，把脉动的自然风简化
为平均流所得出的结论与实际是有一定的偏差的。越来越
多的学者就稳态与非稳态边界条件对自然通风的影响作出
研究。柯其枝、王亮 [28] 等人通过模型实验的方法对恒定
和变风速边界条件下自然通风对某建筑的通风效果进行
研究，结果表明两种边界条件下厂房通风效果明显不同。
H.Noda[29] 采用谐波叠加法生成随机风场作为数值模拟的
速度边界条件，对紊流风场条件下的绕流场进行了大涡模
拟，并与稳态风速边界下的模拟结果进行了比较，发现其
流场形式及分布存在较大的区别。
3.1   在数值模拟中的研究

在建筑自然通风研究中，数值模拟是广泛应用的方法。
数值模拟方法有三种方法：直接数值模拟（DNA）、雷诺
平均法模拟（RANS）、大涡模拟（LES）。学者研究通
过研究认为 LES 方法能更好地体现自然风的脉动特性 [30]。

对于非稳态自然通风进行数值模拟的重点是来流边界
层的确定，来流边界应满足自然风的脉动特性，因此需要
利用上述 1.2、1.3 小节得到的满足流动控制方程和目标流
场特性的脉动风速时程，经过零散度修正处理后作为数值
模拟的来流边界条件，对自然通风建筑进行数值模拟研究，
近一步发现脉动风特性对建筑自然通风的影响。
3.2   在风洞实验中的研究

风洞实验指将实际建筑按一定的比例缩小尺寸后在风
洞中测量其表面风压、周围流场等的研究方法。利用风洞
实验研究脉动风特性的重点是在风洞中模拟脉动风场，即
模拟自然风大气边界。在风工程研究领域中，大气边界自
然风模拟主要有被动模拟和主动模拟两种方法：被动模拟
使用尖劈和粗糙元技术，广泛应用；主动模拟是指向流场
中注入一定频率的机械能，增强低频成分的湍流动能，改
善功率和积分长度的模拟，从而在一定范围内改变湍流度。
如利用涡流发生器随机振动和配有多个变频调速风扇的多
风扇风洞技术，都是主动模拟大气边界的方法。

在自然风研究初期，文献 [31-33] 把自然风来流近似
看成正弦波动，通过改变风洞条件在风洞实验中生成具有
正弦波动的来流边界条件，对建筑模型表面风压系数分布
进行研究。谭洪卫等 [34] 通过改装风洞中模型转盘，设计
了风向动态变化的风洞实验，指出非稳态自然通风可以打
破自然通风固有室内流场提高通风效率。Chiu[35] 分别就稳
态和非稳态边界条件下的自然通风建筑进行风洞实验，分
析得出若忽略自然风的影响，流量公式中的流量系数误差
最大会达到 50%。
4   结论与展望

（1）自然通风脉动特性的研究对正确评价自然通风的
利用效果有很大的意义。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非稳态边
界条件下建筑自然通风特性与稳态条件下的相比有明显的
差异。

（2）非稳态风来流边界的设定依据脉动风的数学模
型，因此脉动风速时程的获取是研究自然通风效果的关键，

得到风速时程的方法主要有三种：数值模拟、现场实测和
风速预测。现场实测是得到自然风脉动时程最直接可靠的
方法，数值模拟与风场预测弥补了现场实测条件受限的不
足。

（3） 目 前 研 究 所 用 到 的 通 风 时 间 尺 度 模 型 都 是
1min~1h 的，无法得到长时间尺度的模型用于建筑自然通
风的研究中。因此，在建筑自然通风的研究领域中，需要
进一步地探索脉动风的数据处理方法，以得到更接近真实
问题的自然风模型。

（4）在风洞实验中如何更好地模拟自然风还需要进一
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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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住宅与公共建筑通风研究组
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雾霾天气的频繁出现，通风

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全国暖通空调学会两
委会下属的通风专委会为顺应社会的发展需求，深入细致
的研讨中国通风的发展方向，在 2015 年成都举办的全国
通风年会会议上，提出成立 6 个方向的研究组。2016 年 2
月各研究组正式成立。其中之一为“民建通风住宅与公共
建筑通风研究组”（以下简称民建通风研究组）。目前研
究组人员共有 31 人，其中 11 位通风专委会委员，2 位特
邀顾问专家，3 位特邀专家，15 位特邀研究人员，研究组
召集站设在重庆海润节能研究院。

民建通风研究组隶属于全国通风专委会，组织机构关
系如下：

通风研究组目前的人员情况如下：
研究组召集人：付祥钊、龙恩深、李景广
研究组正式成员：付祥钊、龙恩深、李景广、周孝清、

黄翔、刘猛、邢金城、刘晓雨、马勇、革非、高军

研究组特邀顾问专家：潘云刚、戎向阳
研究组特邀专家：肖益民、周强、余晓平
研究组特邀研究人员：居发礼、杨勋、邓晓梅、陈敏、

檀姊静、丁艳蕊、郭金成、童学江、祝根原、许蜀榕、宋
歌、魏佳、戴辉自、李丽、杨丽修

研究组联络员：丁艳蕊
2   通风进展的研究目的及架构内容

通过研究民用建筑通风进展，对我国民用建筑通风的
进展进行系统性梳理，让业内对民用建筑通风的发展动态
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认识到从科研到工程、从工程设计
到施工到运行，民用建筑通风行业的进展以及目前仍存在
的问题，以期大家对存在的问题引起重视，以促进民用建
筑通风行业的发展。

通风进展研究的框架主要由 13 篇专论组成。13 篇专
论题目如下：

表 1   13 篇专论题目

专论编号 专论题目

1 我国大陆民用建筑通风设计现状调查

2 国内外标准导读

3 通风相关研究成果

4 干热地区通风与新风处理设备

5 湿热地区通风与新风处理设备

6 民用建筑通风需求与新风采集技术

7 专项技术

8 建筑通风运行调查

9 课题研究动态

10 通风相关标准研编动态

11 2016 暖通空调与制冷年会中通风相关信息

12 新风系统进校园

13 关于在中国举办的国际空气新风展述评

民用建筑通风进展研究
丁艳蕊 1,2，付祥钊 1,2

（1. 重庆海润节能研究院，重庆   401121；2. 住宅与公共建筑通风研究组，重庆   401121）

［摘   要］本文介绍了通风专委会下属的住宅与公共建筑通风研究组（以下简称“民建通风研究组”）的基本情况。
着重从需求进展、技术进展以及科学研究进展三个方面介绍我国民用建筑通风进展情况，让业内学术研究者、工程实践者
和企业经营者等对民用建筑通风的发展状态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认识到从科研到工程、从工程设计到施工到运行民用建
筑通风行业的进展以及目前仍存在的问题，以期引起重视，促进民用建筑通风的发展。

［关键词］民用建筑通风   需求进展  技术进展  科学研究进展

Research of Civil Buildings Ventilation Progress 
Ding Yan-rui  Fu Xiang-zhao

（1. Chongqing HaiRun Institute of Energy-Saving Research ,Chongqing 401121;2. Residential and Public Building Ventilation 
Research Group, Chongqing 401121） 

［Abstract］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ventilation branch subordinates residential and public buildings ventilation research 
group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ivil buildings ventilation group”).Emphatically from the demand progres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ess three aspects to introduce the progress of our country’s civil buildings ventilation, to make people in 
HVAC industry such as academic researchers, practitioners and business operators has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buildings ventilation state, then reali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from scientific research to engineering, from 
design to construction and to the operation, so as to cause attention, the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buildings ventilation.

［Keywords］Civil Buildings Ventilation  Demand Progress  Technical Progress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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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用建筑通风进展
进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反映的是从过去到现在的变化。

人们对建筑通风的认识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外界条
件的变化、认识的提高带来社会需求的变化，社会需求是
实施工程和进行学术研究的出发点。
3.1   社会需求进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通风的需求已从热舒适通
风转向了卫生通风。上世纪八十年代空调行业兴起以前，
主要靠建筑通风降低室内温度，解决室内热舒适问题，是
当时社会的通风需求。热舒适通风需要进行大量的通风换
气，换气次数高达 10 次甚至更高才能实现降温的目的。
这个阶段更多的是关注通风量，增强通风或增大通风量是
主要的技术目标。

空调出现以后，可以通过空调手段调节室内温度，空
调代替了通风在高温条件下降温的作用。此时开始用空调
和最小通风量相结合来满足室内热舒适和卫生的要求。随
之，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室内空气质量相关的法规、标准和
规范，但是在全国范围看实施力度不够，基本没有实施机
构、执行人员。

近年来随着室外环境的恶化，空气质量引起了人们普
遍的关注和重视，并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室外雾霾、安
装新风系统和空气净化产品等成为了大众和社会媒体经常
谈论和报道的话题。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新风系统进
校园。北京、郑州、天津、廊坊、西安、济南等全国多个
省市中小学校都采取了安装带有净化功能的新风系统的具
体行动。

此外，在 2017 年的两会上，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指出，在大范围雾霾的情况下，要
更注意室内空气品质，因为人们 80% 的时间是在室内的。
实际上，专业内早在 30 年前就明确提出“人们 80% 以上
的时间是在室内度过的”，提出室内空气质量的概念。但
这些话语主要在暖通等专业、专家、学科学术范围内交流，
对社会并无多大影响。现在作为公众人物的知名院士钟南
山来讲这些话，直接影响整个社会。这是建筑通风将为社
会重视的标志，将推动社会对建筑通风的直接需求。
3.2   工程领域进展

在民用建筑通风中，通风的热舒适（降温）功能，长
期掩盖了其卫生功能。因此，当有了空调之后，一度误认
为通风成了可代替的角色。很少有人认识到卫生通风的重
要性。在工程上的反映就是很多工程不仔细考虑建筑的通
风效果。不设置机械通风系统，即使风机盘管 + 新风系统
设置了新风机械通风系统，也很少关注新风质量问题，在
新风取风口处仅设置一道初效过滤器。随着雾霾的频发，
社会开始认识到卫生通风的重要性，对新风质量的重视也
显得越来越突出。

一个完整的工程由设计、实施建造和运行维护三大阶
段组成，原则上每个阶段都离不开标准规范的强制性要求
和指导。以下从各种标准、设计水平、施工安装调试和运
行维护四个方面介绍民用建筑通风在工程领域的进展。

3.2.1   关于民用建筑通风的各种标准
（1）有关民建通风的现行标准（表 2）
（2）正在编制或拟编制的民建通风相关标准（表 3）
以前专门的或以通风为主要内容、重点内容的工程

标准、规范很少。随着社会各界对建筑通风需求的重视，
大量的通风标准的立项编制和发布实施，成为中国通风

表 2   民建通风相关现行标准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1 《民用建筑新风系统工程技术规程》CECS 439-2016

2 《高效空气过滤器性能试验方法效率和阻力》GB/T 6165-2008

3 《空气净化器节能环保产品认证技术要求》CQM/QB-300-2011

4 《空气净化器》GB/T 18801-2015

5 《商用空气净化器》T/CAQI 38521-2016

6 《新风净化机》T/CAQI 38522-2016

7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术语标准》GB/T 50155-2015

8 各地方民建通风相关标准

…… ……

表 3   正在或拟编写的民建通风相关标准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1 《中小学教室空气质量标准》

2 《中小学教室空气质量测试与评价标准》

3 《中小学教室空气质量管理规范》

4 《室内空气质量在线监测技术要求》

5 《中小学新风净化系统设计导则》

6 《中小学新风净化系统技术规程》

7 《新风净化系统施工验收规范》

8 《空气过滤器》GB/T 14295

9 《高效空气过滤器》GB/T 13554

10 《空气净化器能源效率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

11 《新风空调设备通用技术条件》

12 《低温送风独立新风空调设备》

13 《蒸发冷却独立新风空调设备》

14 《通风系统用空气净化装置》

15 《新风空气 - 空气能量回收装置》GB/T 21087

16 《供暖、通风、空调、净化设备术语》GB/T 16803

17 《新风空调设备分类与符号》

18 各地方民建通风相关标准

…… ……

2016、2017 年的一大特点。这表明了政府和行业对通风
工程技术法规的加强。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一些标准的编
制较为草率，工程基础不够，编制人员参差不齐，水平有
待提高；通风系统的维护管理仍是大问题，相关标准还在
编制之中。

已发布实施的协会标准《民用建筑新风系统工程技术
规程》和征求意见的行业标准《住宅新风系统技术规程》，
在对“新风系统 ” 进行定义时，均未考虑到自然通风系统，
同时对于“单向流新风系统”和“双向流新风系统”的定
义将排风系统囊括了进来，混淆了通风的概念。标准中存
在的对通风以及新风系统等的概念认识不清晰、不全面，
反映了目前对通风存在的普遍认识误区和认识不足。

3.2.2   设计水平
标准的不完善，设计委托者对民用建筑通风的不关注，

即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导致了设计人员对通风系统的设计
不够重视。

在进行设计院建筑通风设计调查时，根据与设计师的
访谈情况，有些设计师认为标准规范对空调系统设计有明
确的可操作的要求和规定，而对通风的规定比较原则性和
不可操作，为了尽量避免出现错误，设计过程很少对通风
设计做过多的考虑；还有设计师认为空调系统的好坏能够
直观感受，而通风系统的好坏无法直接判断，使用者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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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关注其冷热感受，因此设计过程更注重空调系统的设
计质量。种种原因，导致了目前通风系统设计水平相比空
调系统低下。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革非副总工在
“2017 年医院暖通空调设计及运行常见问题”论坛上的
发言“从使用角度思考医院暖通空调设计”指出，目前的
设计现状存在设计任务书不能满足设计要求、大量设计团
队专业性不强 + 设计周期短、很多设计成果不能满足使用
要求等。其发言所指出的运行使用中的常见问题，很多是
涉及通风方面，如新风量不足，气流组织不合理，有吹风感，
过渡季节不能通风降温，进、排风短路，过滤设备设施设
置不合理，使用时间不一致、洁污等级不一致的新风或排
风划分在同一系统内等，导致了通风效果差、空气质量差。

由此反思设计，认为应注重性能目标要求，由性能目
标导向设计。如室内空气质量和医院感染控制的要求：需
要组织自然通风加强通风换气；提供必要的新风量；设计
有序的压力梯度使空气定向流动，形成合理的气流分布；
设置有效的过滤和吸附；使医院整体风量保持平衡等。其
发言最后指出，要提高设计质量，需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
事，要有尽可能详细和明确的设计标准和任务书、房间信
息表等。并期待设计体制变革、更多的相关指南、资料面
世、集成化专业设备设施研制以及全面提高设计者的专业
素养。

随着社会对建筑通风的普遍重视，强制执行绿色建筑
标准的推动，部分建筑使用者或业主在进行房屋建设时开
始要求设计师重视建筑通风的设计，再加上通风方面工程
标准的出现，对建筑通风设计给予一定的指导，通风设计
水平正在逐步的提高。但是建筑通风尤其是自然通风的设
计需要建筑师和暖通工程师配合才能很好的进行，而目前
的沟通配合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建筑通风设计水平的
大幅度提升可能会经历漫长的岁月。

3.2.3   施工安装调试
通风工程的质量不仅取决于设计的水平和设备的性

能，而且取决于安装的质量，安装工程的质量直接影响工
程项目的使用功能与长期正常运行。目前不少的企业由于
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措施，使得通风
工程的施工质量大打折扣。民用建筑通风工程缺乏必要的
调试和调适。风系统漏风和设备振动、噪声超标是通风系
统工程施工中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

随着通风主要设备和部品的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
推动了通风行业的产业化，减少了现场施工量和施工难度，
施工质量将会有一定程度的保障。再加上工程模式的转变，
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通风系统的工程施工安装水平也
将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3.2.4   运行维护
抛开建筑通风系统的设计以及施工等问题对工程效果

产生的影响，目前通风系统的运行维护也存在着严重的问
题。

对于住宅建筑，日常生活中住户不知道该如何开关门
窗来实现室内气流从清洁区到污染区合理的流通路径。比
如，厨房作为住宅建筑的两大污染源之一，在烹饪期间，
厨房的外窗是处于开启状态还是关闭状态更有利于厨房烟
气的控制？很多运行人员和用户都不得而知。

对于公共建筑，即使工程安装了可变新风量的通风系
统，也很少根据季节变化进行调节，使其既达到满足室内

空气品质的要求又达到节能的目的；究其原因，通风系统
运行和维护水平不高，现场运维人员没有经过专业的系统
培训，只会简单的开关机操作和维修设备，大多数不懂专
业知识，难以根据需要调节运行控制策略。

随着建筑设备智能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如通过 CO2 浓
度传感器反馈控制通风系统的运行，减少人员的操作难度；
另一方面随着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的不断发展，运维服务公
司的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工程项目开始采用合同能源管
理的模式，由专业的团队人员进行系统的运行维护，促进
了运维水平的提升。

社会需求和市场的发展，都在不断地促使建筑通风在
工程领域从设计到施工到运行管理水平的提升与发展。此
外，值得一提的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
健康发展的意见》对中国民用建筑通风进展将产生直接影
响。通过通风工程总承包、通风工程全过程工程咨询，提
高通风设计、施工以及运维水平。
3.3   研究领域进展

3.3.1   课题研究
根据刘猛教授的综述，“十二五”以来各高校、研究

院开展的与“建筑通风”相关的研究课题，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 2 项，面上项目 16
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7 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 项。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1）建筑通风与室内空气品质：着眼于不同通风方式
下室内污染物的分布状况、室内热环境及人体热舒适情况。

（2）通风性能评价：涉及了自然通风、太阳能辅助自
然通风、夜间通风等不同通风方式的应用潜能及节能潜力
研究。

（3）新型通风技术，研究主要针对工业建筑展开，旨
在更好地控制工业污染物的扩散，提高室内空气品质。

（4）通风构件结构：开发新型隔音、隔热、节能的
通风构件。例如，适用于高层住宅的自然通风隔声窗，集
合光伏发电技术与通风器技术的一体化新型建筑通风装置
等。

“十三五”关于通风方面的课题研究主要从工程应用
的角度出发，依靠模拟与实测开展研究，重点会开展以下
几个方面的研究：

（1）基础数据方面的研究与构建
（a）对中国室外空气质量进行连续监测，探讨污染物

源强度及时空分布规律；
（b）室外污染物向室内的传播途径研究；
（c）室内污染物（人员、家具、建材、烹饪、吸烟等）

定量散发特性的研究；
（d）构建典型地区建筑通风与空气质量动态数据库，

为通风效果及通风设备性能和运行模式提供基础数据支
撑。

（2）建筑通风设计方法、理论与技术研究
（a）研究通风性能与气候、建筑设计要素和室内人员

行为之间的耦合关系，建立一套针对建筑通风性能的量化
评价方法；

（b）针对室内化学污染和微生物污染，研究保障人们
健康的、节能的通风系统关键技术；针对沙尘雾霾多发区，
以实现室内 PM2.5 污染综合控制为目的，建立建筑通风设
计方法、运营策略，开发 PM2.5 净化组件和净化装置；

（c）研究典型建筑通风设计策略下，室内污染物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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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监测技术，实现对室内污染物的监测和全过程控制；
（d）研究既有建筑改造实施路线图及标准体系，提出

基于更高节能和环境目标的既有建筑通风改造技术，构建
性能导向的既有建筑监测及运营管理关键技术。

3.3.2   学位论文研究
四川大学几位硕博研究生收集了目前为止国内外在建

筑通风方面所进行的硕博研究论文 300 多篇，研究内容涉
及绿色建筑、建筑节能、空气品质、健康舒适、数值模拟
技术与应用以及防排烟火灾安全等方面。研究采用了理论
分析、统计分析、数值模拟、实验分析等多种手段。关于
建筑通风的研究内容覆盖范围全面，成果颇多，然而研究
成果并没有得到工程界高度的认可，以及未得到很好的推
广应用。

进行设计院建筑通风设计调查时，专门对设计师进行
了关于高校科研成果看法的调查，多数设计人员认为研究
成果对民建通风设计的帮助不大或不直接。由于模拟软件
是一种低成本、快捷、方便的分析工具，目前越来越多的
设计师希望借助模拟软件进行通风设计，但研究结果很多
仅限气流组织方面，而且这些模拟研究的结果没有实实在
在的验证，不敢轻易采用。

科学研究需要紧密结合社会的需求开展，脱离了社会
需求的研究解决不了工程问题，将失去价值。目前的科学
研究与工程需求存在一定的脱节，科研人员应多与工程界
人士交流，了解存在的工程问题，从实际需求出发确定研
究课题，并且研究应尽可能的去理论化、近工程化，尽量
呈现出工程中可以直接或稍加提炼即可使用的成果，这样
才能凸显科学研究的价值，解决工程中更多的实际问题。
4   总结

社会需求的转变促使人们开始关注和重视建筑通风，
促进了建筑通风整个行业的发展，但由于一直以来的认识
误区和不受重视，建筑通风不论是设计、施工还是运行维
护都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同时高校的研究与工程需求存在
一定的脱节。在市场需求激增，科学理论研究和工程水平
不能紧跟需求的情况下，一方面，需要从事建筑通风的学
术研究者、工程实践者等各界人士加强交流，共同努力，
提高水平；另一方面，还需要做好社会大众关于建筑通风
的科普工作，做到不盲从。这样才能促进市场及整个行业
持续的、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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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用建筑通风工程的失落
1.1   民用建筑通风的两个基本功能

其一，保障人体的呼吸需要。这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
求。对于这一需求，自然界本身提供了充分的可靠的保障。
但人类创造的建筑和城市，将人体从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中
隔离出来。这就需要通过通风功能提供自然界的清新空气
（新风）以保障人体的呼吸需求，承担这一功能的通风称
为卫生通风。健康呼吸所需要的新风量，工程标准有所规
定，例如 30m3/h· 人等，不过这些规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还需研究。

其二，满足人体的热舒适需求，称为热舒适通风或降
温通风。这也涉及到人体健康，但远没有呼吸那样关系人
的生命，不可瞬间忽缺。人体热舒适需求有很大的弹性。
1.2   降温通风被舒适空调取代

历史上，降温通风曾是民用建筑夏季热舒适的基本手
段。通风凉爽是对建筑性能的重要要求。这在上个世纪推
动了民用建筑在通风工程学上开展了长期持续不断的系统
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如通风量与建筑热环境的关系，
室内流场、风速与人体热舒适感的关系，对通风的自然动
力、机械动力的认识与利用，相关的流体力学、热力学理
论在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机械通风系统的设计、夜间
通风运行等工程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保障
了民用建筑室内热环境方面的可居住性。但降温通风的可
行性和效果受室外空气热湿状态制约。在我国大多数地方，
夏季许多时间室外空气的热湿状态点本来就落在热舒适区

之外，不具备改善室内热环境的能力。直到本世纪初，夏
季高温天气里，夜不归宿、睡大街的情况在南方重庆、武
汉等各地仍很普遍。所幸的是空气调节科学技术与产业的
进步。短短十多年时间，舒适空调在民用建筑中普及。降
温通风已不再是室内热舒适的主要手段，下降为建筑节能、
绿色建筑中减少空调能耗的一种节能措施。学界还在进行
着降温通风的相关研究，但工程界对其关注越来越少。
1.3   卫生通风沦为舒适空调的附属功能

对设计界的调查发现，很多设计师认为，卫生通风是
附属于空调工程的，全空气空调系统通过在送风中加入一
定比例的室外空气，实现了卫生通风功能；风机盘管 + 新
风空调系统，所包含的新风系统，即是卫生通风系统。

很多民用建筑没有冬季卫生通风系统。
1.4   通风工程失落的原因

降温通风被舒适空调替代，是社会经济进步、生活水
平提高、舒适空调技术成熟的必然结果。舒适空调提供了
更可靠的服务和更高水平的舒适度，改善了生活质量。不
局限于通风空调工程，从绿色环保、经济节能角度，全面
综合分析一个工程项目，会发现在我国夏热冬冷、夏热冬
暖地区舒适空调替代降温通风是合理的，在严寒地区、高
海拔地区则另当别论。整个社会都视舒适空调为“阳春白
雪”，降温通风为“下里巴人”，推动了建设方、使用方
放弃看似经济节能的降温通风，追求舒适空调；对于设计
方，舒适空调设计的经济效益明显高于降温通风，再加上
“空调是高技术的，通风是低技术的”的误解，优秀的设
计人才流向空调设计，降温通风门庭冷落，没有专门的设
计人员，民用建筑已很少作降温通风设计。

卫生通风沦为舒适空调的附属，主要原因是过去大气

关于“民用建筑通风”的工程思维
——民用建筑通风的热点转移

付祥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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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尚不严重，建筑周围的空气质量基本符合卫生标准，
新风的采集尚不是难题；建筑体量也较小，2 万 m2 以上
就是大型公共建筑了。建筑内部的功能比较单一，空间分
割也不太复杂，新鲜空气的输配比较容易，房间基本上都
有外窗，在春秋季节，舒适空调关闭时，靠开窗即可满足
卫生通风的要求，专门设置卫生通风系统的必要性不大。

民用建筑冬季基本没有卫生通风系统，主要原因是建
筑节能前我国民用建筑的气密性差。北方冬季供暖时，由
于室外风大、室内外温差大，风压、热压同时作用，“针
大的孔，斗大的风”，冷风渗透不但大大超过卫生通风需
要的风量，而且造成室内热损失很大，气温不能保持在卫
生标准要求的范围内。过去北方民用建筑冬季关注的不是
卫生通风，而是减少冷风渗透，不少民用建筑入冬时，都
要用密封条贴窗缝。南方冬季室外风没有北方大，室内外
温差也很小，但建筑气密性比北方更差。居民不但不用密
封条贴窗缝，而且冬季仍有开窗的习惯。冬季卫生通风在
南方很长时间没有社会需求。
2   民用建筑通风工程失落的后果
2.1   民用建筑热舒适水平提高

舒适空调替代降温通风，使我国尤其是南方，居住条
件、工作条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包括下层大众在内，居
住质量有了本质性提升，再也不会在室内热得汗流浃背、
坐立不安，再也不用露宿街头。身体状况、工作学习效率
都得到显著改善。关于建筑室内环境的社会调查，被调对
象反映夏季室内热环境恶劣的比例显著下降，除能耗方面
还需要进一步分析研究外，舒适空调替代降温通风的后果
是良好的。
2.2   民用建筑卫生通风不良

社会调查发现，在对室内热舒适满意率上升的同时，
关于“通风不良”、“空气不新鲜”、“气闷”等不满意
率也上升了。在没有外窗的内区房间，人员密度大的房间，
室内功能、设施比较复杂的房间，新装修的房间等尤为突
出。而初入房间的人对卫生通风状况尤为敏感。对于民用
建筑卫生通风不良，专业内早有警觉，高校学术界针对建
筑节能引发的室内空气质量问题，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只
是在卫生通风附属于舒适空调的情况下，这些研究成果没
能改变工程界对卫生通风的忽视，未能直接在工程实际中
发挥作用。近年来，雾霾在中国大陆的蔓延，推动了全社
会对民用建筑卫生通风不良的关注。
2.3   民用建筑通风设计水平下降

设计队伍的优秀人员流向空调设计，缺少专人从事通
风工程设计，导致了民用建筑通风设计水平下降。这首先
表现在工程设计的标准规范上。对比标准规范中关于通风
和空调的条件，就会发现，关于通风的条文多是原则性的
要求，实现要求的技术措施不清晰，缺少程序化的技术设
计过程规定，必要的技术参数也不完整。即使是原则性要
求，很多也是从工业通风标准规范中直接照搬的，没有针
对民用建筑通风的特点作相应的调整。而关于空调的条文，
原则性要求非常注意民用建筑空调的特点，随后的技术措
施清晰明确，可选择性好，并具有程序化的操作过程，必
要的技术参数也比较完善。这二者之间的明显差别，根本
原因是空调工程的实际工程丰富，设计人员注意经验总结
和提升，通风工程则没有这个条件。从设计队伍看，设计
人员都熟悉空调设计，而掌握通风设计的设计师不多，不
少设计师连通风设计怎么入手都迷茫。

2.4   民用建筑通风运行调节差
民用建筑暖通空调系统的运行水平比设计水平更差是

个普遍现象。系统的智能化控制往往调试不出来，运行人
员不能按照设计要求运行。所幸的是主机自身的智能化性
能良好，建筑内热舒适条件基本能保证，但是保障建筑内
空气质量的卫生通风系统却达不到要求。从新风量的确定
方法看，主要有以人员数定新风量和按换气次数定新风量
两种。按人员数定新风量的工程，要求随着室内人员的变
动调整向室内提供的新风量。在全空气系统中，这需要通
过调整新风比来实现，如果自控系统不能实现，人工调整
几乎不可能。对于风机盘管 + 新风系统，难度稍微小些，
但当同一新风系统各房间的人数变化不一致时，运行人员
也没有调节好的能力。已推出若干年的动力分布式通风系
统，原理上是很适应这种工程要求的，但实际工程运行调
节好的不多。按换气次数定新风量，由于房间的空间大小
在运行中不发生变化，各房间的新风量也不变，只需要一
开始使用时，按设计要求调整好各房间的风量。但实际工
程交付使用时往往没做到。接手的运行人员没有能力完成。
若设计时，新风系统的水力平衡较好，问题会有所缓解。
但前面已提到通风设计水平下降，新风系统即使作了水力
计算，但水力平衡往往是通过调整设置风阀的开闭度来实
现。这就要求竣工后，通过调整风阀来达到要求的新风量。
实际工程中，这一工作没有认真扎实地做，只是判断有无
风吹出，没有实测新风量。这造成新风量是否满足要求是
不确定的，直到室内人员投诉或抱怨。

另外，在“新风系统是空调系统的组成部分”的普遍
认识下，总是要在开启整个空调系统的情况下，才开启新
风系统。但卫生通风是任何时间都需要的，舒适空调则在
室内热环境不令人满意时才开启。二者在时间上不同步，
房间需要卫生通风的时间比舒适空调多得多。新风系统与
舒适空调同时运行，使那些不能通过开启外窗获取新风的
房间内空气质量很差。
3   重新认识民用建筑通风工程
3.1   社会需要提升了民用建筑通风工程的重要性

我国民用建筑节能的最主要成就，不是节约了多少建
筑能耗，而是解决了全社会居住、工作、学习的建筑环境
的热舒适问题，显著提高了社会大众的生活水平。

随着社会的进步，大众越来越清楚健康比舒适更重要，
必将像推动政府重视食品质量那样，重视民用建筑内的空
气质量。呼吸性流行病在建筑中的传染、雾霾的逼压，使
原来被热舒适问题掩盖的民用建筑卫生通风不良，现在成
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社会从使用侧推动重视通风，不再容许工程界尤其是
设计行业忽视民用建筑通风工程。一旦当室内空气质量标
准形成追责机制，将逼得工程界后退无路，必须担起工程
师的责任。当然政府、建设、使用单位都各有其责，作为
工程思维，自然应该首先思考工程师的责任。
3.2   民用建筑通风工程的背景正在变化

前面 1.4 中提到的造成通风工程失落的原因正在发生
变化。

（1）大气环境的恶化，室外空气已不再保证就是新鲜
空气。“开窗通风”这个日常生活中简单的行为，变成了
工程界争论的工程难题。在空气污染的城市中，建筑采集
新风比获取舒适空调的冷热源更难。

（2）建筑体量急剧膨胀，2 万 m2 的公共建筑很常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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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的公共建筑已达十几万，甚至几十万 m2，所需的新
风总量很大。建筑内部功能多元化，空间分割复杂，使新
风的输配成为难题。庞大的与室外空间没有直接联系的内
区不可能靠开窗通风，全年都需要通风系统输配新鲜空气。

（3）建筑内人流量变化大，各区域、房间的人员密度
不稳定，新鲜空气需求量变化一致性差，无论从室内空气
质量还是从节能出发，都需要及时调节风量分配。

（4）建筑节能使民用建筑门窗的气密性增强，百米以
上，几百米的建筑高度，使建筑外围护结构上的风压、热
压提高，“针大的孔，斗大的风”的现象更为严重，外区
房间的外窗也不能随意开启，冬季供暖中的卫生新风，必
须有新风系统输配。

（5）建筑内的人员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设备
设施多样；装饰材料种类繁多，使建筑内的空气污染物种
类多达数千种。众多微量的空气污染物共同作用下对人体
健康的影响，卫生学界、医学界尚无定论，这导致室内空
气质量标准和新风量标准很难制定。

（6）大体量建筑的防烟排烟系统庞大，车库等多层
地下室的开发利用，对民用建筑事故通风的要求更严。
3.3   重新认识民用建筑通风工程的重要性和难度

在建筑内环境控制的各方面中，空气质量是第一位的，
民用建筑卫生通风是第一重要的。低碳节能，对利用降温
通风排除建筑余热，维持热舒适的要求比以前更高。大体
量的建筑在春秋甚至冬季，利用室外空气降温通风的潜力
大大超过通常的民用建筑。

前述民用建筑通风工程的情景变化，使民用建筑通风
工程的设计、施工、运行难度已超过舒适空调。
4   民用建筑环境控制技术应通风优先
4.1   民用建筑环境控制技术

现代民用建筑的环境控制需求是全年连续性的。建筑
环境控制的各种需求是相互关联的。供暖、通风和空调等
分散独立的建筑环境控制，所需要的各种时空资源、空气
资源、冷热资源等必须共用。社会环境等各种制约条件错
综复杂的。另外，建筑节能减排，新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
等也要求从通风、供暖和空调诸方面集合考虑。工程中将
通风、供暖和空调三者截然分开，已不合时宜。根据室内
空气质量和热舒适的相对重要性，根据通风和舒适空调使
用的时空特点（通风是全空间、全时间需要使用的，供暖
和空调是部分空间、部分时间需要的）和技术难度，民用
建筑室内环境综合控制的基本思路应是通风优先，热湿调
控配合。
4.2   民用建筑环境控制工程设计应通风优先

通风优先的实质是室内空气质量控制优先。首先考虑
热湿环境，顺带解决通风问题的设计思路和流程应该放弃。

民用建筑环境控制应从分析建筑功能和使用特点开
始，将民用建筑内厨、卫、洗涤、污染设备等固定的空气
污源控制好，再计算各建筑空间的全年卫生通风需求，设
计能保障这一需求的卫生通风系统。然后分析在卫生通风
条件下各建筑空间全年的热湿状况，对比需求的热舒适水

平，分析各建筑空间的冷、热、湿负荷变化规律，确定热
湿处理末端形式和大小，再构建冷热源，设计冷热输配系
统。从节能角度，降温通风的利用程度需在设计卫生通风
系统时一并考虑，通过针对具体工程的技术经济综合分析，
确定是否增强卫生通风的降温功能。在工程合理的范围内，
增强卫生通风的降温功能，只能缩短热湿处理系统的运行
时间，从而节约能源，不能减小热湿处理系统的规模和节
约其建造费。相反，会增加卫生通风系统的建造费用。
4.3   通风优先的民用建筑环境控制系统的运行调节

应根据民用建筑内人员状况，优先地、独立地运行调
节建筑环境控制系统中的卫生通风系统，保障各建筑空间
的新风需求。不论是人工运行规程，还是智能化的控制软
件，都应首先保障控制室内固定的空气污染源的排风系统
正常运行，效果良好。然后调节各新风系统跟踪各建筑空
间新风需求的变化，在新风需求得到满足的条件下，启动
热湿处理系统，将热湿参数控制在舒适范围内。卫生通风
系统的调节控制参数，对于人员密度较大，按人均新风量
确定新风总量的空间，宜用空气中 CO2 浓度，进行动态控
制。对于人员密度小，按换气次数确定新风量的空间，宜
按稳定的设计新风量运行。

停机应先停热湿系统，后停卫生通风系统。
4.4   新风质量保障

新风质量是卫生通风效果的基本保证。应按照室外空
气质量标准监测新风采集区域的空气质量。应根据当地室
外空气质量变化特点，室外空气污染特点，设置新风处理
装置，并能在室外空气良好时旁通运行。
5   总结

城市和建筑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增强了民用建筑卫
生通风的重要性和难度。当前的设计、运行水平都不符合
通风优先的要求，工程界应加强工作。

以舒适空调为主，在实现建筑环境热舒适的同时，顺
带进行卫生通风的设计和运行方式不能保障健康的建筑环
境。以前分散、独立的供暖、通风、空调等建筑环境调控
技术，应整合成通风优先的建筑环境综合控制技术。

通风优先是指卫生通风优先，降温通风宜作为卫生通
风系统的附加功能。在降温通风不能完全承担热舒适要求
的地区，需和空调等热舒适技术联合使用才能获得良好的
热舒适效果和节能效果。发展通风优先的建筑环境综合控
制技术的重点是设计方法和运行调节方法。

新风质量的保障是获得良好的卫生通风效果的基本前
提，应有必要的监测手段和预警机制，新风净化处理设施
应有旁通条件，当室外空气质量符合要求时，应旁通新风
处理设施。新风热湿处理设备，则宜作为卫生通风系统的
基本设备。

民用建筑卫生通风效果不佳早已存在，只是未受重视，
相关工程技术进步很慢，工程标准与规范需要更新和完善，
更需要系统的研究提供支持。工程界和学界需联合解决这
些问题，发展民用建筑通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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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 2001 年至今，我国新建公共建筑面积超过 60 亿

m2。大量的地砖、地毯、油漆、涂料等建筑装饰装修被引
入室内，也使得室内聚集氨，甲醛，苯、甲苯、乙苯、二
甲苯（BTEX）、氡等污染物。加之颗粒物、CO 等同时
存在室内外源的污染物，公建室内空气品质问题不容忽视。

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对全国主要城市不同公共场所内污
染物浓度水平进行了监测。如江媛媛等人 [1] 对某家具商场
建设项目进行卫生学评价，检测结果中可吸入颗粒物、甲
醛均值均超出国家标准；彭燕等人 [2] 对广州市 20 家不同
星级的宾馆客房空气中 8 种苯系物浓度进行了测试，甲苯
浓度超标率为 24%。文献中通常习惯将污染物浓度值与国
家标准作比较，用超标率、合格率等指标来进行评价，而
明确从人体的健康角度描述公共建筑室内空气品质问题鲜
有涉及。污染物浓度超标与否并不能直接反应其对人体健
康的影响。

本文以人体暴露为导向，在建立近十年公共建筑室内
空气品质数据库的基础上，采用衡量疾病负担的指标 ——
伤 残 调 整 寿 命 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years，DALY）

损失值来定量评价室内污染物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在此基
础上，讨论和筛选不同公共建筑中的主要空气污染物。
1   研究方法
1.1   数据库的建立

通过搜索国内两个主要数据库，即知网 CNKI（1979
年至今）和万方数据（1990 年至今），搜索包括以下关键字：

（1）室内环境：公共建筑、教室、澡堂、美容 / 理发
店、学校食堂、学校教室、娱乐场所、展馆、车库、健身
房、医院、宾馆、实验室、图书馆、博物馆、办公室、餐
饮、运动、体育馆、游泳池、地铁、火车站、机场、商场、
超市（如食品、家具等）、车间等。

（2）空气污染物：污染物、空气污染物、浓度、颗粒
物、PM2.5、PM10、一氧化碳（CO）、二氧化碳（CO2）、
臭氧（O3）、氨（NH3）、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总
挥发物、TVOC、有机化合物、甲醛、苯、甲苯、乙苯、
二甲苯、BTEX、细菌、霉菌、真菌、氡等。

本文主要收集近十年（2006 年至 2016 年）科技文献
中的公共建筑室内污染物浓度数据，以反映我国近期现代
化发展的现状和变化。此外要求文献中需包含室内污染物
的可靠测量数据，即测量方法应符合 GB/T 18883–2002 等
国内权威标准，对测量结果的描述须完整。此外，数据应
采用合理的统计方法，给出平均值（标准偏差）或测量范
围（最小 / 最大值）。本文剔除了仅依据某一阈值（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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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值）计算得到的合格率、超标率等数据。根据以上完整
的内容，搜集 2006~2016 十年间我国公共建筑室内空气污
染相关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72 篇，用以汇总编制出我国
城市公共建筑室内环境空气污染数据库。
1.2   污染物筛选方法

本文采用 Logue 等人 [3] 针对标准污染物和非标准污染
物提出的吸入量 - 发病率 -DALY（intake-incidence-DALY—
IND）和吸入量 -DALY（intake-DALY—ID）两种方法来
计算 DALY 损失值，即对于标准污染物（臭氧，NO2，
PM2.5，SO2 和 CO），采用 IND 法，用基于流行病学的
污染物浓度 - 反应关系（Concentration–response 简称 C-R
函数）来量化疾病发病率，并与已有文献中单位疾病率
DALY 损失估计相结合。对于非标准污染物，采用 ID 方法，
用 Huijbregts 等人 [4] 的工作计算与非标准污染物吸入量相
关的健康影响。ID 方法需涉及种间外推，比基于流行病
学的 C-R 函数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故优先选择 IND 方法，
但该法只适用于具有人类 C-R 函数中参数信息的污染物。
DALY 法纵向可就各国标准比较超标情况，横向可对某类
建筑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程度进行比较。

Huijbregts 等 [4]，Lvovsky 等 [5]，及世界卫生组织（WHO）
[6] 确定了特定疾病发病率的 DALY 损失。即通过 DALY 因
子乘以疾病发生率可得到每种疾病发病率对应的总 DALY
损失：

DALYs=                    ×DI                                               （1）

式中，          表明 DALY 损失值不仅与既定发病率有
关，还受其他因素影响，DI 为疾病发病率。

1.2.1   IND 方法
对于几乎所有的疾病，人体暴露浓度的增加引起的疾

病发病率的增量（ΔIncidence），可用式（2）表示（C-R
函数）：

ΔIncidence= -{ y0[exp(-βΔCexp )-1]}p                       （2）

其中，y0 为每年疾病的基线患病率；β 为浓度变化的
系数；ΔCexp 为暴露相关浓度（μg/m3）；p 为暴露人数。
对不同污染物和引起的疾病结果，y0 和 β 不同。

1.2.2   ID 方法
ID 方法用于计算与非标准污染物吸入量相关的健康

影响，Logue 等人 [3] 将公式（1）重写为：

DALYs=                                        intake                             （3）

式中，intake 是个体在一定时间内吸入的污染物质量。
采用 Logue 等人 [3] 提出的等式计算出呼吸污染物 i 在一年
内的 DALY 损失值：

DALYsi=                 intake                                           （4）

DALYsi=CiV [(                 )i ADAF+(                    )i ]  （5）

式中，Ci 为室内浓度（μgm-3）；V 为人每年室内呼
吸的空气量，反映年龄、性别等差异（m³y-1）；(             )
是吸入污染物 i 的癌症 DALY 因子（ykg-1）；(              ) 是
吸入污染物 i 的非癌症 DALY 因子（ykg-1）；ADAF 是癌
症暴露的年龄依赖性调整因子，用来计算以暴露年龄为变
量的癌症健康影响。特定的污染物对特定人群，DALY 损
失值与浓度 Ci 成正比。

DALY 是一种健康状态、生命质量（主要指伤残）调
整和生命损失相结合的负向综合测量指标 [8]。可以量化和
比较由各种污染物导致的各类疾病状态下损失生命年或通
过干预挽回的生命年损失，即量化了由于死亡率和发病率
整体疾病消耗或者影响，DALY=1 代表损失一个健康生命
年。本文根据 Logue 等 [3] 提出的 IND 和 ID 两种方法对相
应的污染物进行 DALY 损失值计算，在同一场合（如相同
建筑类型）下进行评价并筛选主要污染物。
3   结果与讨论
3.1   数据库

表 1 总结了近十年文献中全国典型公共建筑类型对应
的测试数量分布。

表 1   近十年文献中全国典型公共建筑类型测试数量分布

公共建筑类型
相关文
献数量

涉及全国
城市数量

测试数量

建筑栋数 房间个数 样本量

宾馆 17 14 511 —— 3582

娱乐场所 ( 如影院、
舞厅等 ) 11 10 276 —— 2098

交通站点 ( 如地铁，
火车站，机场等）

10 7 109 72 3860

商场超市 ( 如食
品、家具等 ) 23 17 180 —— 4391

4 类 /16 类
公共建筑总计

38/72 24/33 1076/1720 72/891 13931/17823

基于搜索结果，即 2006~2016 间 72 篇我国公共建筑
室内空气污染相关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建立的数据库包
含超过 30 个城市 16 类公共建筑共 13 种室内空气污染物
检测浓度和范围，文献中测试的建筑数量总计约 1720 栋，
房间 891 个，总样本量 17823。从浓度数据的可靠性出发，
围绕人体为研究重点，选取样本量最多的四类公共建筑作
为典型场合来分析室内空气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表 2 是数据库统计的典型公共场所室内污染物检测浓
度范围。

表 2   典型公共场所室内污染物浓度范围

污染物 商场超市 交通站点 宾馆 娱乐场所

CO（μg·m-3） 510~4900 100~3280 100~1100

CO2

0.052~0.331%,
1500~3536

mg·m-3

0.04~0.19%,
1768~2554 

mg·m-3

0.045
~0.078% 

0.09~0.25%,
1571~1964 

mg·m-3

氨（μg·m-3） 10~790 320b

PM2.5（μg·m-3） 24.3~61.8 61.2~140 4~380 4~600
PM10（μg·m-3） 0.47~532 13~520 5~130 ——

甲醛（μg·m-3） 0~1830 10~150 0~1020 0~420
苯（μg·m-3） 0~3360 200b 0.7~187 ——

甲苯（μg·m-3） 0~3540 336b 1.4~604 ——

乙苯（μg·m-3） —— 1030b 0.1~668 ——

二甲苯（μg·m-3） 10~9280 - 0.1~280 ——

细菌总数 ——
93~18000c,

8~87d ——
1800~8013c,

0~70d

TVOC（μg·m-3） 118~8180 310~380 —— ——

注：a 表示污染物平均浓度值或平均浓度范围；b 表
示污染物浓度最大值；c 表示数据库中以撞击法测量的细
菌总数范围，单位 CFUm-3；d 表示数据库中以沉降法测
量的细菌总数范围，单位 CFU 皿 -1。
3.2   污染物筛选结果

依据 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确定各年龄人数分布及
各年龄段人口比例。各年龄组活动时间、长期吸入气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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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速率均按照文献 [11] 的推荐值确定，其他活动特征值汇
总在表 3。由 Logue 等人 [3] 提出，室内暴露引起的慢性暴
露浓度设定为室内污染物浓度乘以室内活动时间占比，假
定人们在典型公共场所活动时间为 8h，比例为 0.33，即：

ΔCexp= 0.33Cindoors                                                                            （6）

式中，Cindoors 为室内污染物浓度值（μgm-3）。
表 3   我国人口各年龄对应的活动特征值

年龄 人口比例
长期吸入气体

平均速率（m3·d-1）
癌症 ADAF 因子

< 2 0.034 5.08 10
2~18 0.176 10.28 3
18~44 0.46 16.7 1
45~59 0.20 16.7 1
60~79 0.12 13.8 1
80+ 0.02 12 1
平均 — 14.78 1.66

结合式（1）~（5）可以计算污染物对健康的总体影响。
假设人体长期处于该浓度暴露下，仅考虑人体吸入部分，
不包括接触、口服等，即人体慢性吸入所造成的 DALY 损
失。根据数据库中公共建筑室内污染物浓度范围，以及
Logue 等人 [3] 总结出的标准污染物 C-R 函数结果和单位发
病率的 DALY 损失依据的值，采用 IND 和 ID 两种方法对
相应的污染物进行 DALY 损失值计算，并结合 Huijbregts
等人 [4] 对 1192 种物质的癌症和非癌症慢性影响的计算预
期范围，在同一场合下进行对比筛选出该场合下主要污染
物。根据数据库中典型公共建筑室内污染物浓度范围计
算 DALY 损失值，采用国内外空气品质标准（GB/T 18883 
2002、ASHRAE Standard 62.1-2016、OEHHA CRELs 
2016）中浓度限值计算的 DALY 损失值进行分析。典型公
建中商场超市、交通站点、宾馆等室内污染物的 DALY 损
失见图 1~2。

3.2.1   商场超市
图 1 为商场超市空气污染物的 DALY 损失。其中，实

线表示我国室内空气品质标准规定下甲醛浓度对应 DALY

损失，虚线代表美国标准；相同字母表示该地区的测试结
果出自同一篇文献，同一地区不同字母表示来自不同文献
测试结果，以下图中同理。

图 1（a）中由甲醛吸入的 DALY 损失在 10~1000 量
级内，吉林等北方和十堰等中原地带由甲醛吸入相关的
DALY 损失大部分处在 100~1000 范围，江阴等东南和广
州等南方基本处在 10~100 范围。以美国标准来进行比较，
我国各地商场超市内甲醛基本全部超标。若不考虑最大
值，由甲醛吸入相关的 DALY 损失范围为 4.79~1108.95/
( 年 · 十万人 )。

不少文献对商场超市内 CO 进行了浓度测试，数据库
中总的浓度范围 510~4900 μg·m-3，但计算的最小与最大浓
度值造成的 DALY 损失值差别极小，在图中基本重合。
因此，仅取范围中最大的一组数作代表来表示 CO 造成
的 DALY 损失值，如图 1(b) 所示。我国 GB/T 18883 标准
中对氨的限值与美国 CRELs 相同，且 DALY 损失量级在
0.1~100/( 年 · 十万人 ) 之间，PM2.5 吸入相关的 DALY 损
失范围 25.03~731.89/( 年 · 十万人 )，可明显看出氨量级小
于 PM2.5，大于 CO。

GB/T 18883 对 BTX 的标准对应的 DALY 损失值在 0.8/
( 年 · 十万人 ) 左右，而 ASHRAE 对苯浓度要求严格，对
二甲苯相对宽松，总体量级保持在 10 以下。按照我国标
准来看，大部分商场超市内 BTX 均未超标，由于采用的
是标准中 1h 均值，该值用来作为年暴露量值会偏大。张
明宝等人 [12] 对北京市某建材仓储超市室内空气污染调查
分析，从图 1（c）可看出，建材仓储超市室内 BTX 严重
超标，造成的 DALY 损失量级在 10~100 之间。除北京以外，
BTX 吸入相关的 DALY 损失量级在 0.01~1 范围内。根据
各污染物吸入相关的 DALY 损失值大小，通过数据库计
算得到商场超市内污染物危害程度约为：甲醛 >PM2.5> 氨
>CO 及 BTX。

3.2.2   宾馆
图 2 列出了宾馆内空气污染物的 DALY 损失。图中实

线表示我国室内空气品质标准值对应的 DALY 损失值，虚
线则表示美国。

（a）甲醛 （b）氨、PM2.5、CO 等 （c）BTX（苯、甲苯、二甲苯）

（a）甲醛、PM2.5、CO （b）BTEX

图 1   商场超市内空气污染物的 DALY 损失

图 2   宾馆内空气污染物 DALY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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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 可知，我国标准虽然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
但和美国相比我国依然基本全部超标。由甲醛吸入相关
的 DALY 损失最大可达 698/( 年 · 十万人 )，PM2.5 造成总
死亡率结果的 DALY 损失最大达 1035.33/( 年 · 十万人 )，
对慢性支气管炎和非致命性中风的贡献率和甲醛造成的
DALY 损失相差不大。

CO 对人体慢性暴露影响较小，量级为 0.1/( 年 · 十万
人 )，2007 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了 CO 的急性健
康影响，每年每百万人死亡 1.53 人，造成的 DALY 损失
49/( 年 · 百万人 )。

我国室内空气标准 GB/T 18883 中未对室内乙苯浓度
给出限值，以美国标准比较，宾馆内乙苯均未超标，甲苯
和二甲苯也均在其范围内，苯超标严重。

总的来说，BTEX 即使浓度超标但造成的 DALY 损失
较小，基本在 1/( 年 · 十万人 ) 以下。数据库中反映的宾馆
污染物对人体的健康影响程度约为：PM2.5> 甲醛 >BTEX 
>CO。

由甲醛吸入相关的 DALY 损失 4.11~1108.94/( 年 · 十万
人 )，PM2.5 造成的总死亡率可达 1036/( 年 · 十万人 )，最
小值 5.48/( 年 · 十万人 )。为反映的典型公共建筑内各污
染物造成的 DALY 损失范围，对甲醛剔除了最大值和最小
值，统计其 DALY 值范围。由于氨、PM2.5 和 CO 采样点
相对较少，全部值直接考虑在范围内。

最后，将我国典型公共场所各污染物吸入相关的
DALY 损失范围汇总于表 4 中。

表 4   我国典型公共场所污染物吸入相关的 DALY 损失范围

污染物 商场超市 交通站点 宾馆 娱乐场所 单位

CO 0.07~0.14 0.07~0.14 0.05~0.14 —

每年
每十
万人

PM2.5 25.03~731.89 40.50~966.84 5.48~1035.33 5.48~1036
甲醛 4.79~1108.94 13.69~95.84 4.11~273.13 4.11~219.05

氨 0.33~23.04 10.53（平均值） — —
苯 0.14~0.42 — 0.016~1.01 —

甲苯 0.11~0.96 — 0.01~1.26 —
乙苯 — — 7.25×10-4~0.09 —

二甲苯 0.122~0.326 — 0.010~1.044 —

表 4 给出了甲醛在各公共场所 DALY 损失值范围，
按大小排序为商场超市 > 宾馆 > 娱乐场所 > 交通站点，
建材和家具超市甲醛超标较严重，DALY 损失达 1108.94/
( 年 · 十万人 )；对于 PM2.5，则宾馆、娱乐场所、交通站
点 > 商场超市。PM2.5 污染在各公共场所室内空气中普遍
存在且对人体健康危害大，应引起足够重视。
4   结论与局限性

本文通过建立公共建筑室内污染物数据库，结合
DALY 法进行暴露评价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公建室内污染物的 DALY 损失值排序约为：商
场超市内甲醛 >PM2.5> 氨 > BTX> CO，交通站点 PM2.5>
甲醛 > 氨 >CO，宾馆 PM2.5> 甲醛 >BTEX 及 CO，娱乐场
所 PM2.5> 甲醛。

（2）甲醛是国内学者最受重视的公共建筑室内污染
物，对其进行的测试文献最多，测试地点全国各省市分布
最广泛。按照甲醛吸入造成的 DALY 损失大小将各公共建
筑排序为商场超市 > 宾馆 > 娱乐场所 > 交通站点，对于
PM2.5，则宾馆、娱乐场所、交通站点 > 商场超市。

（3）公共场所内 PM2.5 浓度对人体造成总死亡率的影
响非常大，DALY 损失基本达 1000/( 年 · 十万人 ) 以上，

但室内浓度的文献偏少，而且我国对室内环境下的 PM2.5

浓度未有明确统一的限值，公共场所室内 PM2.5 浓度应引
起重视。

（4）氨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程度次于甲醛和 PM2.5，但
高于 BTEX。

（5）CO 对人体慢性暴露时的影响较小，其 DALY 损
失值量级与 BTEX 类似。

需要指出的是，本数据库还存在文献汇编量小，数据
来源不一等问题。上述分析结果是在现有数据库的基础上
得到，结论可能存在片面性。后续工作将进一步完善数据
库和相关评价方法。

参考文献
[1] 江媛媛 , 王燕 , 李莉 , 等 . 某家具商场建设项目卫生学
评价 [J]. 中国卫生工程学 , 2009, 8(1):25–27.
[2] 彭燕 , 张艳利 , 王新明 , 等 . 广州市宾馆室内空气中苯
系物来源及健康风险初步评估 [J]. 中国环境科学 , 2012, 
32(5):787–794.
[3] Logue J M, Price P N, Sherman M H, et al. A method to 
estimate the chronic health impact of air pollutants in U.S. 
residences[J].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2012, 
120(2):216.
[4] Huijbregts MAJ, Rombouts LJA, Ragas AMJ, van de 
Meent D. 2005. Human-toxicological effect and damage fac-
tors of carcinogenic and noncarcinogenic chemicals for life 
cycle impact assessment[J]. Integr Environ Assess Manag 
1(3):181–244.
[5] Lvovsky K, Huges G, Maddison D, Ostro B, Pearce D. 
2000. Environmental Costs of Fossil Fuels: A Rapid Assess-
ment Method with Application to Six Cities[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Environment Department.
[6]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9. Global Health 
Risks: Mortality and Burden of Disease Attributable to Select-
ed Major Risks[R]. Geneva: WHO.
[7] 甘仰本 , 林莉 , 冯小武 , 等 . 南昌市公共场所集中空
调通风系统卫生学调查 [J]. 环境与健康杂志 , 2008,25(1): 
36–38.
[8] 房巧玲 . 伤残调整生命年衡量尘肺患者疾病负担的初步
研究 [J].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 2005, 23(2):159–160.
[9] 郑弘 , 陈晋 , 王群 . 十堰市家具市场室内空气污染及
从业人员健康状况调查 [J]. 环境与健康杂志 , 2013, 30(1): 
79–80.
[10] 王永星 , 田好亮 , 祝刚 , 等 . 郑州市地铁一号线空气
质量状况调查分析 [J]. 河南预防医学杂志 , 2014, 25(6): 
465–468.
[11] Duan X, Zhao X, Wang B, et al. Copyright - Highlights of 
the Chinese Exposure Factors Handbook[J]. Highlights of the 
Chinese Exposure Factors Handbook, 2015: iv.
[12] 张明宝 , 张金艳 , 孙晓冰 . 北京市某建材仓储超市室
内空气污染调查分析 [J]. 职业与健康 , 2008, 24(14):1424–
1425.
[13] 温彦平 . 太原市公共场所环境空气质量现状与对策分
析 [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 2011, 21(18):165–167.



 2017年第5期 | 建筑环境与能源 | 85

Civil Building Ventilation 民用建筑通风

0   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现代人

80% 的时间在室内度过 [1]，人们对室内工作区舒适度要求
愈来愈高，室内温度分布的均匀性直接关系到人体的舒适
度感受。辐射顶板 + 独立送风系统将温湿进行解耦处理
[2]，辐射顶板系统为避免供水温度过低导致冷凝结露现象
发生，只负责室内的部分显热负荷，剩余的潜热和显热负
荷则由独立送风系统处理，两种空调方式的结合，以发挥
互补优势，营造更好的舒适度已引起相关学者的关注 [3-5]。
同时，随着 CFD 数值模拟技术在辐射空调系统室内热环
境模拟与分析的成熟，其可靠性得到实验验证，已被国内
外研究者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而广泛应用 [6,7]。

本文通过应用 FLUENT 软件建立辐射顶板 + 独立送
风系统空调房间三维模型，对不同参数工况下的辐射顶板
+ 独立送风系统夏季运行情况进行室内温度分布数值模拟，
同时结合实验测试数据进行验证，以研究辐射顶板 + 独立
送风系统在不同送风速度和不同送风温度工况运行时室内
温度分布均匀性的变化规律。为辐射顶板 + 独立送风系统
夏季室内的热环境改善和人体热舒适度提高提供一定的参
考意义。

1   系统模型的建立
1.1   物理模型

本文实测实验平台参数为本次模拟的物理模型，实验
平台模型尺寸为 4m×3.8m×3m，独立送风系统送风口和回
风口位于两对立的壁面上，风口尺寸分别为 0.4m×0.2m，
0.7m×0.2m；墙面热源尺寸为 0.95m×2.76m，用以模拟房
间室内热源。毛细管辐射顶板为 10mm 厚的石膏抹灰层，
导热系数 0.75W/m·℃，抹灰层内共铺设 90 根 U 型毛细管，
占整个辐射顶板面积的 90%；毛细管管径为 4mm，其敷
设的管间距为 20mm，管长 3.8m。简化后的物理模型如图
1 所示。为验证后续模拟的正确性，本文在模拟前进行了
系统稳态状况下的室内温度测量，测点布置如图 2 所示。
1.2   数学模型
1.2.1   模型假设

本文研究的辐射顶板 + 独立送风系统因存在独立送
风，风速范围（0.86~1.56m/s）依据雷诺数可判断室内流
动为湍流流动，RNG k-ε 模型 [8] 通过修正后的粘度项来体
现小尺度影响，从控制方程中去除小尺度运动，计算精
度较高。文献 [9] 通过各种模型对空调房间进行模拟，表
明 RNG k-ε 模型计算空调房间热环境准确度更高，故选择
RNG k-ε 湍流模型作为本次室内的气流流动模拟的模型。
辐射顶板与室内空气的换热主要通过辐射实现，Fluent 软

辐射顶板 + 独立送风室内温度均匀性研究
丁    伟，谢    东，廖买利，田    伶，刘金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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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实验平台为对象建立物理模型，采用实验测试和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式对辐射顶板 + 独立送风系统夏季
室内水平工作面（0.1m、1.1m）和工作区（1.7m 及以下）的温度分布均匀性进行研究，并引入温度不均匀系数对室内温度
分布均匀性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送风速度保持 0.86m/s 不变，依次降低送风温度（22.7℃、20.3℃、17.9℃）；或保持
送风温度 20.3℃ 不变，依次增加送风风速（0.86m/s、1.36 m/s、1.56 m/s），都使得人员脚踝（0.1m）和头部（1.1m）水平
工作面内上侧（Y=2.5m 至 4m）和下侧（Y=0m 至 1.5m）两区域温差降低约 0.3℃，同时工作区温度不均匀系数也从 1.6×10-6

降低至 1.1×10-2，可知二者对改善室内温度分布均匀性是有益的。研究结论为辐射顶板 + 独立送风系统夏季室内的热环境
改善和人体热舒适度提高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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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areas (1.7m and below) for the Radiant ceiling + Independent air supply system in summer, the physical model was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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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提供了五种辐射计算模型，其中离散坐标辐射（DO）
模型能计算所有光学深度的辐射问题，适用范围很广。文
献 [10] 用 DO 模型对带热源房间的流动传热进行模拟，模
拟结果与实际贴近。故本文采用 DO 辐射模型。为实现模
拟计算的经济性和合理性，做出如下假设：

（1）辐射顶板上表面为绝热保温层，忽略顶板上表面
的传热；

（2）除辐射顶板下表面及墙面热源，房间其余围护结
构均为绝热壁面；

（3）毛细管内流体为均匀流，流体的物性参数为定值；
（4）室内空气为理想不可压缩气体，符合 Boussinesq

密度假设；
（5）忽略毛细管管壁厚度及毛细管管壁与顶板抹灰层

的接触热阻。
1.2.2   控制方程
如表 1 所示。

表 1  数值模拟控制方程表

方程 表达式

连续性方程        ( ρui)=0

能量守恒方程           +      ( ρuiT )=      [(      +      )      ]+ST

动量守恒方程    ( ρui)+      ( ρuiuj)=-      +      [ μeff (      +      )]-ρgβ(T-T∞)

k 方程             +               =      (αk ueff            )+Gk+βε

ε 方程             +               =      (αε ueff            )+c1     Gk-c2 ρ

式中：ρ 为密度（Kg/m3）；u 为速度（m/s）；T 为温度（℃）；τ 为

时间（s）；cp 为比热容（J/(kg·℃)）；λ 为导热系数（W/(m2·℃)）；

ST 为源项（W/m2）；σt 为经验系数，σt ≈ 0.9；μt 为湍流粘性扩散系

数 μt = cμ ρk 2 /ε；cu 为经验系数，cu ≈ 0.09；k 为湍流脉动动能；ε 为

湍流脉动的耗散率；P 为压力（Pa）；g 为重力加速度（kg/m3）；β

为容积膨胀系数；T∞ 为参考温度（℃）；ueff 为湍流有效粘性系数，

μeff  =μ+μt ；αk , αε 为修正后的 Prandtl 数，αk=αε=1.39；c1, c2 为常数，

c1 ≈ 1.44，c2 ≈ 1.68；其中，Gk 为速度梯度引起的湍动能产生项，

Gk =μt            (       +       )。

1.2.3   温度均匀性评价指标
室内温度分布出现不均匀时，人体会直观的体会到局

部过冷或过热现象，直接影响到室内舒适性评价。本文利
用温度不均匀系数 KT

[11] 来评价系统稳态运行时工作区温
度分布的均匀程度，工作区温度不均匀系数越小，工作区
温度分布越均匀，人体感受越舒适。工作区温度不均匀系
数计算公式如下：

KT =                                                                              （1）

T =                                                                                （2）

σΤ  =                                                                               （3）

式中，KT 为工作区温度不均匀系数，无量纲数；Ti 为
工作区各测点的温度值（℃）；N 为选取的测点总数；T
为工作区各温度测点的算术平均值（℃）；σΤ 为均方根偏
差（℃）。
2   数值求解
2.1   网格划分

因辐射顶板与房间尺寸相差较大，为了保证模拟的准
确性，同时减少模型网格数量以提高计算速度，对房间与
毛细管辐射顶板的网格分别划分。毛细管辐射顶板采用六
面体非结构网格，并对网格进行加密处理，以提高毛细管
壁与抹灰层导热传热模拟的准确度，毛细管辐射顶板网格
数量大约 120 万；房间采用六面体网格划分，网格数量约
为 4 万。辐射顶板下表面与房间空气的交界面设置为一对
interface 面，以确保两侧网格密度不一样时的数据传递。
2.2   边界条件设置

根据图 1 建立的物理模型及数学模型假设，FLUENT
软件数值模拟的边界条件设置如表 2 所示。毛细管管径
为 4mm，管内水流流速为 0.55m/s，经计算雷诺数小于
2300，故将毛细管内流体计算域设置为层流域。同时为确
保毛细管内冷水与抹灰层的导热传热，及辐射席底板与房
间空气的换热，毛细管管壁与抹灰层接触面设置成耦合传
热边界条件（coupled）。辐射顶板下表明与房间空气的
交界面分别设置为 interface1 和 interface2。此外冷水进口
和送风进口分别给定入口温度值（冷水：17.2℃，送风：
Ts=17.9℃，20.3℃，22.7℃）和速度值（冷水：0.55m/s，
送风：vs=0.86m/s，1.16m/s，1.66m/s）；入口湍流项选择
水力直径和湍流强度，毛细管的水力直径为管径 4mm，
风口水力直径经计算为 0.1413，湍流强度按下式计算：

图 1   辐射顶板 + 独立送风系统简化模型图 图 2   房间温度测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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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0.16Re
-1/8                                                                 （4）

式中，Re 为雷诺数；I 为湍流强度。
2.3   数值方法及收敛参数设定

本文求解方程的离散采用有限容积法，速度 – 压力耦
合采用 SMPLE 算法，压力项采用标准离散格式（Standard），
其他项均采用一阶迎风格式（First Order Upwind），欠松
弛因子均采用 FLUENT 默认推荐值。收敛残差参数设置：
能量方程残差不超过 10-6，其余方程残差不超过 10-3。 

表 2   数值计算边界条件设置

名称 尺寸 模型类型 边界 取值

南、北、东、西墙 4m×3m Wall 绝热边界

辐射席顶板 4m×4m Wall 绝热边界

地板 4m×4m Wall 绝热边界

送风口 0.4m×0.2m Velocity inlet 依流量而定

出风口 0.7m×0.2m Outflow 自由出流 1
墙面热源 0.95m×2.76m Wall 定热流量 230W/m-2

毛细管入口 φ4mm Velocity inlet 定水流量 0.55m/s
毛细管出口 φ4mm Outflow 自由出流 1

3   结果分析
3.1   水平工作面温度分布均匀性分析

图 3 为相同送风速度，不同送风温度（Ts=17.9℃，
20.3℃，22.7℃）下 0.1m 工作面的温度分布情况，从图上
可以看出随着送风温度的升高，工作面平均温度从 20.8℃
上升到 22.5℃。送风温度 Ts=17.9℃ 时，受送风的诱导作用，
除 靠 近 热 源 墙 面 0.1m 距 离 内 的 温 度 为 23℃，X=0m 至
X=3.1m 区域内平均温度约为 20.8℃，工作面内以 Y=2m
为界上下侧区域温差约 0.1℃。送风温度 Ts=20.3℃ 时，
Y=0m 至 Y=2m 区 域 内 平 均 温 度 约 为 21.65℃，Y=2m 至
Y=4m 区域内平均温度约为 22.05℃，工作面内以 Y=2m 为

界上下侧区域温差约 0.35℃。送风温度 Ts=22.7℃ 时，室
内温度分布与送风温度 Ts=20.3℃ 时分布趋势相同，工作
面内以 Y=2m 为界上下侧区域温差约 0.35℃。综合比较三
个工况可知，在送风速度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随着送风温
度的增加，室内空气温度整体升高，不利上层送风冷空气
与下层热空气的对流换热，致使 0.1m 人脚踝处水平工作
面内上下侧区域温差由 0.1℃ 上升至 0.35℃，温度分布随
送风温度升高而变的不均匀。

图 4 为不同送风速度（vs=0.86m/s，1.16m/s，1.66m/s），
相同送风温度下 1.1m 工作面的温度分布情况，图显示随
着送风速度的增加 1.1m 工作面平均温度由 22℃ 降低至
21.5℃。送风速度 vs=0.86m/s 时，因送风速度相对较低，
送风只能与送风口处附近的空气混合，Y=2.5m 至 4m 区
域内的平均温度为 22.40℃，Y=0m 至 2m 区域内平均温
度为 21.40℃，工作面内上下侧区域温差约 1℃。送风速
度 vs=1.16m/s 时，随着送风速度增大，冷空气输送水平
距 离 更 远， 受 冷 空 气 射 流 挤 压， 在 Y=2.5m 至 Y=4m 处
等值线形成一个涡，涡中心区温度为 22℃；在 Y=0m 至
Y=1.5m 区域内温度等值线也涡形分布，涡中心区温度为
21.20℃，工作面内上下侧区域温差约 0.8℃。送风速度
vs=1.66m/s 时，送风速度相对较大，室内空气扰动大，
空气混合均匀，在 Y=0m 至 Y=1m 区域内，因下侧墙面的
阻滞作用，为室内温度最低处，温度为 21℃；Y=1.2m 至
Y=4m 区域内，除靠近送风侧热源 0.3m 距离内的温度为
22.55℃ 外，其余大部分区域内平均温度为 21.50℃，工作
面内上下侧区域温差约 0.5℃。三个工况对比可知，在送
风温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0.1m 工作面温度从 Y=2.5m 至
4m 区域向 Y=0m 至 1.5m 区域递减，两区域温差由 1℃ 降
低至 0.5℃，表明送风速度增大有利增大室内空气的扰动，
使得 1.1m 人员头部区工作面的温度分布更均匀。

图 3   不同送风温度工作面温度分布

图 4   不同送风速度工作面温度分布

vs=0.86m/s，Ts=17.9℃，z=0.1m vs=0.86m/s，Ts=20.3℃，z=0.1m vs=0.86m/s，Ts=22.7℃，z=0.1m

vs=0.86m/s，Ts=20.3℃，Z=1.1m vs=1.16m/s，Ts=20.3℃，Z=1.1m vs=1.66m/s，Ts=20.3℃，Z=1.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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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工作区整体温度分布均匀性分析
依据实验测试及测点分布情况（图 2），在房间模型

的 0.1m，0.6m，1.1m，1.7m 四个高度截面，每个高度截
面各取 5 个点（A、B、C、D、E）的温度值，共 20 个温
度值，并利用公式 1~3 计算 1.7m 及以下整个工作区的温
度不均匀系数，如表 3、表 4 所示。由表 3 和 4 可知工作
区温度不均匀系数的数值模拟与实验计算值两者的吻合度
较好，验证了数值模拟边界条件设置的合理性和模拟结果
的可靠性。

表 3   不同送风温度下工作区温度不均匀系数（vs=0.86m/s）
研究方式 数值模拟 实验

送风温度 Ts（℃） 17.9 20.3 22.7 20.3 22.7
工作区温度不均匀系数 kT（×10-2） 1.15 1.58 1.71 1.51 1.74

表 4   不同送风风速下工作区温度不均匀系数（Ts=20.3℃）

研究方式 数值模拟 实验

送风风速 vs（m/s） 0.86 1.36 1.56 0.86 1.36
工作区温度不均匀系数 kT（×10-2） 1.58 1.24 1.10 1.51 1.30

同 时， 由 表 3、 表 4 中 数 据 可 以 看 出 送 风 温 度 从
17.9℃ 增 加 到 22.7℃ 或 者 送 风 风 速 从 1.56m/s 减 小 到
0.86m/s，工作区温度不均匀系数几乎都从 1.1×10-2 增大到
1.6×10-2。说明在一定送风速度或温度前提下，降低送风
温度或增大送风风速，均能减小工作区温度不均匀系数，
使得工作区温度分布更均匀。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为工作
区温度与室内空气的对流换热有关，随着送风速度的增加，
室内空气的扰动作用增强，室内空气得到更均匀的混合，
温度的分布更均匀。
4   结论

通过对辐射顶板 + 独立送风系统不同送风温度、不同
送风风速运行工况温度分布的数值模拟和实验测试研究，
可知在送风速度保持 0.86m/s 不变，送风温度从 17.9℃ 增
加到 22.7℃ 时，0.1m 人脚踝处水平工作面内上下侧区域
温差由 0.1℃ 上升至 0.35℃，同时工作区温度不均匀系数
从 1.1×10-2 升高到 1.7×10-2，表明在固定送风速度的前提下，
增大送风温度室内温度整体上升，不利于室内空气垂直方
向上的对流换热，不利于工作区温度的均匀分布；在送风
温度保持 20.3℃ 不变，送风速度从 0.86m/s 增加到 1.56m/s

时，工作面温度从 Y=2.5m 至 4m 区域向 Y=0m 至 1.5m 区
域递减，两区域温差由 1℃ 降低至 0.5℃，同时室内温度
不均匀系数从 1.6×10-2 降低至 1.1×10-2，表明在固定送风
温度的前提下，增大送风速度，能够增加室内空气的扰动，
增强室内空气的对流换热，对工作区温度均匀分布是有利
的。研究结论为辐射顶板 + 独立送风系统夏季室内的热环
境改善和人体热舒适度提高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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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2 年以来，南方需不需要供暖、该怎样供暖的问

题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目前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
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夏热冬冷地区同样需要供暖，但并不适
合集中供暖，采取家庭分户式供暖更适宜当地气候条件和
居民习惯。而采用分户式供暖的情况下，居民的供暖方式
多种多样，热源主要有燃气炉、空气能热泵、电热器，末
端形式主要有散热片、风机盘管、辐射供暖 [1-4]。

针对不同的供暖方式，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 Freesotne 与 William 教授研究了地板辐
射供暖的效率与热舒适 [5]。马良栋、陶文铨分析了地板辐
射供暖室内温度分布特征及流动特性，得出室内空气温度
分布随室内高度的变化关系、围护结构表面温度及热流的
分布特性 [6]。日本的 Hauro 等人对地板辐射供暖房间的辐
射与对流换热进行了基础研究 [7]。邱林针计算分析了地板
辐射供暖与散热器对流供暖两种供暖形式下房间的传热过
程，提出在地板辐射供暖中辐射热的份额越大，两种供暖
方式之间的差异越大 [8]。卢春萍结合地板辐射供暖、对流
散热器供暖及顶棚电热膜供暖的传热机理和供暖特点，分
析了不同供暖方式的热舒适性 [9]。彭冬根等对地板辐射和
风机盘管两种供暖方式进行了实验研究和理论分析，推导
出了两个供暖系统的热舒适性随围护结构热阻和冷风渗透
量波动的变化关系 [10]。亢燕铭比较了辐射供暖与散热器供
暖方式下房间外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的差异 [11]。东南大学
钟坷从房间气密性角度分析夏热冬冷地区如何选择供暖方
式 [12]。

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可以发现，针对南方夏热冬冷地

区风机盘管对流换热和毛细管辐射换热的室内热环境对比
实验研究较少。本文通过在成都某住宅进行实测的方法，
对比分析了毛细管顶板辐射和风机盘管对流两种不同供暖
方式下的室内热环境，为夏热冬冷地区居民选择供暖方式
提供一定的工程参考。
1   实验平台
1.1   对比实验建筑

本文实验场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文星镇上，
是一幢 18 层住宅建筑中的第十一层住户，总建筑面积
140m2，三室两厅，包括主卧室、次卧室、书房、客厅、
餐厅等。建筑平面图如图 1 所示。其中次卧室和书房尺寸
分 别 为 4000mm（ 长）×3450mm（ 宽）×2800mm（ 高）
和 4100mm（长）×3150mm（宽）×2800mm（高），门的
尺寸均为 2100（高）×800mm（宽），外窗的尺寸分别为
1800mm（ 高）×1800mm（ 宽）、1500mm×1350mm， 房
间几何参数相近，且建筑朝向一致，用来做不同供暖末端
的室内热环境对比实验，可最大限度排除影响。

毛细管顶板与风机盘管供暖对比实验研究
赵新辉，龙恩深，全柏铭，李彦儒，刘秦见 

（四川大学，四川成都   610065）

［摘   要］通过在成都某住宅进行实测，在相同供水温度及流量下对比分析了毛细管顶板辐射与风机盘管对流两种供
暖形式下的室内热环境，内容包括供回水温度与环境温度、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室内空气温度、室内黑球温度。结论为
夏热冬冷地区居民供暖提供一定的工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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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期间，测试房间所在楼层均已有人入住，楼上及
楼下房间仍无人入住，上下为自然室温。实验房间内各围
护结构部件的热工参数详见表 1。

表 1   房间围护结构热工参数表

围护
结构

材料
厚度
mm

导热系数
w/(m·K)

密度
kg/m³

蓄热系数
w/(m2·K)

比热
J/(kg·K)

热阻 
(m2·K)/w

外墙

水泥砂浆 20 0.93 1800 11.37 1050
0.79页岩空心砖 200 0.58 1400 7.92 1050

无机保温砂浆 30 0.07 0.95

内墙
页岩空心砖 100 0.58 1400 7.92 1050

0.18
水泥砂浆 10 0.93 1800 11.37 1050

内门 实木 40 0.17 700 4.9 2510 0.24

1.2   实验系统
图 2 为试验系统图，由热泵机组做热源，生产的热水

一路到书房风机盘管，另一路到分水器供毛细管。次卧分
别安装了毛细管辐射顶板和地板末端；书房分别安装了风
机盘管和地板供暖末端。

图 2   实验系统图

1.3   实验系统主要部件
（1）热回收式空气源热泵
实验选用热回收式空气源热泵机组型号为 HSLR-T-13

（D）E 作为系统的冷热源，主机大小为 1300mm（长）
×460mm（宽）×1783mm（高），涡旋式压缩机，额定电
压 220V，冬季额定制热量 15kW，额定制热功率 4.65kW。

（2）风机盘管
实验房间风机盘管吊顶安装于进门口上方中间位置，

额定风量 510m³/h，额定供热量 5490W。风机盘管到主机
的管材为 PPR 管，其中供回水管用厚度 20mm 的橡塑保
温管做保温，冷凝水管用厚度为 9mm 的橡塑保温管做保
温。

（3）毛细管辐射末端

实验选用 SB20 型毛细管席，1000mm（宽）×3000mm
（长），主管 ø20×2.3mm，毛细管 ø4.3×0.8mm。毛细管
顶板的构造为：制作龙骨骨架，保温板安放于龙骨架上方，
用胶布密封间隙；将石膏板固定于龙骨架下方，毛细管整
片贴于石膏板上，主管用岩棉进行保温处理；最后对毛细
管和石膏板表面进行抹灰处理，厚度约 7mm。
1.4   实验仪器及测点布置

温 度 测 试 采 用 事 先 标 定 的 铜 - 康 铜 热 电 偶， 用
JTRG—Ⅱ 多通道温度热流测试仪自动记录各测点温度，
自记间隔为 1 分钟。通过水表测定每个支路的水流量。

室内空气温度测点每个房间 4 个，在房间中心位置垂
直方向距地面 0.1m 和 1.7m 设置两个测点，在 1.7m 同一
高度下，靠门侧和靠窗侧分别设置 1 个测点，具体如图 3
所示。另外，两个实验房间各设置黑球温度计一个，用来
测点人体感受温度，黑球位于房间中心位置距地面 1.2m
处。房间围护结构每个内表面居中设置 1 个温度测量点，
其中外墙和外窗各一个测点，每个房间 7 个测点。风机盘
管送风和回风处各布置 1 个温度测点。室外空气设置一个
温度测点。所有温度测点均用锡箔纸遮挡，防止热辐射影
响。
3   实验测试结果

实验时间为 2 月 1 日凌晨 2:00 至 5:00，次卧顶板毛
细管水流量为 795L/h，书房风机盘管水流量 815L/h。

图 4 是次卧与书房供回水温度与室外气温变化曲线。
图中可以看出：实验期间，室外气温维持在 10℃ 左右，
相对稳定。供回水温度在开机 30min 内上升较快，开机
30min 后热泵开始间歇运行；两房间供水温度基本一致，
在 34~43℃ 内波动；开机 30min 内，由于毛细管饰面层有
一定蓄热性，毛细管回水温度略低于风机盘管回水温度；
间歇运行后，风机盘管回水温度波动范围明显大于毛细管
顶板。

图 5 是次卧各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变化图。图中可以
看出：顶面为辐射加热面，温度最高，稳定后在 30~33℃
内波动；非加热面温度波动不大，平缓上升，东墙、西墙、
南墙及地面开机 3h 升高 3℃ 左右，北墙开机 3h 升高 1.4℃；
东墙、西墙、南墙及地面最高温度在 18.2℃~18.8℃ 之间，
相差不大，北墙最高温度为 17.2℃。次卧北墙为内墙，墙
体热阻小，与走廊相邻，热损失较大，且北墙上部装有风
机排管，形成部分遮挡，故温度较低。

图 6 是书房各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及送风温度曲线。

图 3   室内空气温度测点布置图 图 4   次顶书风供回水温度与室外气温 图 5   次卧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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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可以看出：开机 30min 后，送风温度在 22~27℃ 之间
波动，各围护结构表面温度随送风温度的波动而波动，幅
度较小；运行 3h 后，南墙表面温度最高，约 23.3℃，北
墙比南墙略低，差 1.6℃ 左右，顶面、东墙和西墙温度相
差不大，在 20.5℃ 左右，地面温度最低，为 18.2℃。南
墙内表面温度随送风温度波动最剧烈，这是由于风机盘管
送风口与南墙相对，热空气垂直吹到南墙再向下流动。书
房北墙由于安装分集水器，在该墙面加做了 11mm 厚石膏
板，并进行抹灰处理。石膏板与原有墙面之间有空气夹层，
使得北墙热阻增大，并且石膏板蓄热小，吸热快，墙体表
面温度相对较高。   

对比图 5 和图 6 可以看出，在相同供水温度及流量的
情况下，次卧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除地表面外）明显低
于书房，相差 2℃ 左右，初始温度相近。风机盘管室内空
气流速大，热扰动剧烈，因此，风机盘管供暖比毛细管吊
顶辐射供暖围护结构升温快，但次卧室地表面温度明显高
于书房，这说明风机盘管送风很难加热地面，热风在达到
地面前就因浮力而上升。

图 7 是次卧与书房空气温度变化曲线。图中可以看
出，室内空气 1.7m 处，书房温度高于次卧约 6~8℃；开
机 30min 内，书房 1.7m 处空气温度上升速率为 18.4℃/h，
次卧 1.7m 处空气温度上升速率为 4℃/h；开机 30min 后，
进入间歇运行，两者室内空气温度上升均变缓，书房空气
温度波动强于次卧；对于书房，距离地面 1.7m 处水平温
度差异在 1℃ 内，南侧温度高于北侧；垂直方向，空气 1.7m
处温度明显高于 0.1m 处，相差近 4~8℃，说明上送上回
的风机盘管供暖方式垂直方向冷热不均严重；对于次卧，
1.7m 处空气温度基本一致，高于 0.1m 处约 1.3℃。

图 8 为次卧与书房黑球温度变化曲线。可以看出，实
验期间，次卧黑球温度从 14.3℃ 上升至 21.5℃，书房黑
球温度从 14℃ 上升至 18.4℃，其上升速率分别为 2.4℃/h
和 1.67℃/h。次卧室黑球温度明显高于书房，实验结束时
次卧室黑球温度比书房大约高 3.1℃，说明毛细管顶板辐
射时人体感官温度更高。
4   结论

（1）在相同供水温度和流量下，辐射顶板供暖房间（次
卧）空气温度低于风机盘管强制对流换热房间（书房）约
6~8℃；在室内同一水平高度处，次卧空气温度基本一致，
书房空气温度最大温差约为 1℃；房间中心位置垂直方向，
次卧空气 1.7m 处与 0.1m 处温差约为 1.3℃，书房空气 1.7m

处与 0.1m 处温差 4~8℃。辐射顶板供暖房间热均匀性明
显好于风机盘管供暖房间。

（2）风机盘管供暖房间围护结构内表面（除加热表面）
温度更高，但黑球温度低于辐射供暖房间约 2.5~3℃，说
明辐射加热表面温度对人体感受温度影响较大，有明显热
辐射的房间，室内空气温度设定应该低一些。

（3）在相同的供水温度和流量下，强制对流换热供暖
的房间，其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升高较快，但稳定性低；
辐射换热为主的供暖房间围护结构内表面（除加热面）温
度升高较慢，但稳定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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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室内湿环境近年来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室内

空气湿度过低易引起一系列健康问题，如眼睛、鼻腔、呼
吸道粘膜及皮肤干燥，进而引发“病态建筑综合症”[1-3]；
空气湿度过高促进霉菌的繁殖，影响室内空气品质 [4]，同
时潮湿的空气增加墙体结露的可能性，降低围护结构保
温隔热性能及使用寿命 [5]。在环境温度较高时，相对湿度
过高还会增加人体热感 [6]。如何将室内空气控制在合理范
围内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张会波等人 [7] 通过长
期实测研究得出，室内湿度除了受室外气候影响外，与
人员活动、建筑物气密性、采暖 / 制冷系统等因素有关。
Kalamees[8] 通过对芬兰 170 户独立式住宅进行为期两年的
温湿度实测，得出通风在调节室内湿度变化方面起到重要
作用。

我国南方地区常年湿度偏高，民居除湿的主要策略为
通风，尤其在春季、秋季充分利用自然通风进行通风除湿
及被动降温，以达到节能的目的。皖南地区属于亚热带季
风湿润性气候，年降水量达到 1500~2000mm，雨量充沛，
聚落布局遵循风水理论，村落多邻水而建、水系发达。皖
南传统民居在建筑设计中采取诸多气候适应性策略，如天
井、水体、地垄、遮阳等措施均对室内湿度造成一定影响
[9]。皖南民居聚落不同于湿热地区典型“开放式通风”的
建筑形式，而是采取紧凑式单体的密集排列方式，从而减
低主导风速，抑制风压通风，重视热压通风 [10]。宋冰等人
[11] 通过研究发现影响徽州民居室内湿环境状况的因素主要
包括室外湿度总体较高且建筑布局紧凑、高墙互相遮阴、
外墙封闭且室内外开口小，这些因素导致房间通风不畅、
湿气凝滞。陈晓扬等人 [12] 通过对徽州传统民居春季室内
环境进行实测和模拟，分析得出徽州传统民居环境湿气大
且通风不畅，在春季夜间室内温度低、相对湿度大，影响
热舒适。外墙开口面积过小，天井热压通风潜力未能充
分发挥。黄志甲 [13] 等人通过示踪气体衰减法对皖南传统

皖南传统民居春季室内湿环境实测研究
刘精晶，黄志甲

（安徽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安徽马鞍山市   243002）

［摘   要］以皖南传统民居为研究对象，对室内温湿度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连续实测，并与该地区现代民居进行对比，
分析在春季自然通风条件下，皖南传统民居室内湿环境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皖南地区新建民居室内环境调控提供理论资
料。研究结果表明，皖南传统民居春季室内温度较低且波动较大，厅堂地面易产生结露现象，导致空气湿度下降，厢房地
面地垄具有防潮、保温作用，不易结露。随着夜间人员休息，厢房、卧室人员散湿量增加，卧室含湿量升高现象显著，而
厢房空气含湿量变化较稳定，由于厢房通过花格窗与室外保持气流交换，且内墙木质结构具有一定调湿能力。测试期间各
房间室内相对湿度主要分布在 70%-90% 范围内，厢房平均相对湿度为 79%，厅堂平均相对湿度为 70%，现代民居由于温
度较高平均相对湿度稍有下降。皖南民居春季自然通风效果良好，室内湿环境与室外湿环境具有较强相关性，厅堂、厢房、
客厅室内外含湿量相关性较强，相关性系数在 0.95 左右，卧室室内外含湿量相关性稍弱。

［关键词］皖南传统民居；自然通风；实测；春季；室内湿环境

Indoor Humidity Environment of Wannan Traditional Vernacular Dwellings in Spring
Liu Jing-jing, Huang Zhi-jia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243002, China )
［Abstract］A three-month field measurement of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was carried out during spring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indoor humidity environment and its factors in Wannan traditional vernacular dwelling on the condition of natural ventilation 
compared with a modern dwelling, which aimed at developing a database for indoor moisture control in residential building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risk of moisture condensation in hall due to a low indoor temperature with a high daily temperature 
amplitude. In comparison,the surface condensation was low in wing-room because the suspended wood floor were well dampproof 
and thermal insulated. As the internal moisture increased when people went to sleep at night, the humidity ratio in bedroom went 
up drastically while the corresponding value in wing-room remained comparatively stable. The reasons were that the effect of air 
exchange with outdoor air through the hollowed-out windows were great with the mitigation of humidity variation caused by the 
internal timber wood wall. Indoor relative humidity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range of 70%-90% in the period of measurement in 
four rooms. Specifically, the average relative humidity in wing-room was 79% and the corresponding value in hall was 70%. The 
average relative humidity in the modern dwelling slightly decreased due to a high indoor temperature. There were strong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indoor humidity environment and the outdoor humidity environment considering the great effect of natural ventilation.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around 0.95 in hall, wing-room and living-room while the corresponding value in bedroom slightly 
declined.

［Keywords］Wannan traditional vernacular dwelling; natural ventilation; field measurement; spring; indoor humidity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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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房间气密性进行测试，研究得出厅堂的通风换气效果
优于厢房，厢房在门窗关闭的情况下，房间换气次数达到
1.97ach，结果表明传统民居讲究“藏风聚气”，室内无明
显吹风感，但透气性好，满足室内卫生要求。

本文以皖南传统民居室内湿环境为研究重点，通过现
场调研、测绘、实测等方法，分析在春季自然通风条件下
皖南传统民居室内湿环境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与该地区
现代民居进行对比，进而为该地区农村建筑室内湿环境控
制研究提供理论资料。
1   研究对象

本次实测对象为位于安徽省泾县査济村的两栋皖南民
居，皖南传统民居为典型清代民居，坐北朝南，一进五开
间，内含“一字型”天井，屋顶采用望砖结构，外围护结
构为青砖砌筑的空斗砖墙，内围护结构为木构架体系，一
层主要包括一间厅堂、四间厢房，均沿天井排开，二层为
储藏区。皖南现代民居为砖混结构，平面方正，一、二层
为生活区，三层为储藏区，一层以客厅为中心对称布置四
间卧室，具有该地区现代新建民居的典型代表性。

选取民居主要功能区域进行测试，传统民居的厅堂与
天井连接，直接与室外相通；厢房属于单开口空间，镂空
的花格窗朝向天井，兼具采光和通风作用，为防止地下潮
气，厢房地面采用架空铺设的木板结构。现代民居客厅进
门处有中庭，屋顶加装玻璃天窗，地面铺设地板砖，卧室
铺设木地板且无架空结构，窗户均采用铝合金塑钢窗。
2   研究方法

2016 年 3 月至 5 月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实测，测试内
容为空气温度、湿度，测试间隔 15min，测试仪器包括
TR-71Ui/TR-72Ui 温湿度计，HI9065 便携式温湿度测定仪。
室内测点为传统民居厅堂、厢房、现代民居客厅、卧室，
室外测点布置在传统民居庭院内，为防止太阳辐射影响温
湿度计采用铝箔包裹。

在进行自动测试前，分别对 5 个功能区域的空气温湿
度进行均匀性测试。每个功能区域布置五个平面测点，使
用便携式温湿度测定仪在每个平面测点垂直高度 0.5m、
1.5m、2.0m 处进行手动测量。测量结果表明各测点温湿
度值差值均小于 ±5%，说明室内外空气温湿度分布均匀，
可用中间测点 1.5m 处测量数值代表该功能区域全局测量
数值进行长期连续测试。
3   研究结果
3.1   室内温湿度条件

图 1 为测试期间各测点温度、湿度统计结果，包括

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春季室外温度、湿度波动大，
平均温度为 16.7℃，平均相对湿度为 77%，平均含湿量
为 9.5g/kg。温度方面，厅堂平均温度为 12.9℃，且最高
温度、最低温度值均较低，说明由于高墙遮阴作用及较大
的进深，厅堂在春季受到太阳辐射得热量较小，同时由于
厅堂通过天井与室外直接连通，气密性较差，厅堂散热快，
室内温度低；厢房平均温度高于厅堂平均温度，由于厢房
建筑体量小、散热量小；客厅和卧室温度波动范围相对较
小，且温度较高，说明砖混结构的现代民居保温效果较好。
相对湿度方面，各测点最大相对湿度均接近 100%，厅堂
平均相对湿度为 70%，厢房平均相对湿度为 79%，客厅
和卧室平均相对湿度均在 75% 左右，说明在含湿量差别
不大条件下，室内温度较低，则相对湿度较高。含湿量方
面，厅堂含湿量水平最低，平均含湿量比其他测点数值低
约 3g/kg，由于在春季厅堂室内温度较低，围护结构表面
温度低于空气露点温度导致易产生结露现象，空气湿度降
低，而厢房底部有架空木板结构的地垄，有利于防潮、保
温，春季不易结露；其他三个房间室内含湿量水平差别不
大，与室外含湿量数值接近，波动较大。

选取 2016 年 4 月 10 日至 4 月 12 日连续三天的温度、
湿度数据进行典型日分析，该时间段室外平均温度在 20℃
左右，无极端恶劣天气影响，属于该地区春季典型气候。
图 2 为各测点典型日温度、湿度变化情况。温度方面，厅
堂温度波动规律与室外温度波动变化规律相同，夜间温度
变化与室外温接近，厢房夜间温度高于室外温度，厅堂、
厢房温度峰值比室外温度峰值低 4~6℃，说明传统民居隔
热效果较好，但夜间散热较快；客厅、卧室温度变化较小，
卧室夜间温度最高，维持在 20℃，说明现代民居温度稳
定性较好，夜间散热效果较差。相对湿度变化规律与温度
变化规律相反，随温度升高而下降；夜间各房间相对湿度
均高于 70%，其中夜间有人员休息的厢房、卧室相对湿度
稍高于夜间无人员散湿的厅堂、客厅。含湿量方面，厅堂、
厢房含湿量变化与室外含湿量变化规律相似，夜间厅堂含
湿量稍低于室外含湿量，厢房含湿量稍高于室外含湿量，
说明传统民居通过天井、花格窗等开口与室外进行气流交
换，效果良好，在春季夜间厅堂空气湿度降低，地面结露
现象明显；客厅含湿量值与室外含湿量相差不大，卧室含
湿量日变化波动最大，夜间卧室含湿量明显升高，高于室
外含湿量 2~4g/kg，说明在门窗关闭的情况下，卧室气密
性良好，同时混凝土围护结构材料吸湿性能较弱，导致夜
间积聚的湿气无法及时排出室外，室内湿度日较差较大，

（a）温度 （b）相对湿度 （c）含湿量

图 1   各测点温度、湿度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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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厢房在夜间人员休息时含湿量上升不明显，主要原因是
内部木质围护结构有一定的调湿能力，有利于缓解室内湿
度变化。
3.2   室内湿度水平

室 内 相 对 湿 度 应 设 定 在 30%~70%[14]，ASHRAE[15]

规 定 人 体 可 接 受 的 含 湿 量 上 限 值 为 12g/kg。 图 3、
4 分别为测试期间各测点相对湿度、含湿量频率分布
图。相对湿度方面，春季室外超过 50% 时间段相对湿
度 分 布 在 80%~100%， 各 房 间 室 内 相 对 湿 度 主 要 分 布
在 70%~90%，均超过室内规范规定的相对湿度上限值
70%：厅堂相对湿度峰值位于 70%~80%，厢房相对湿度
峰值位于 80%~90%，客厅、卧室相对湿度峰值均匀分
布在 70%~90%。含湿量方面，室外含湿量主要分布在
8~12g/kg，且有 20% 时间段室外空气含湿量高于 12g/kg。
厅堂接近 70% 时间段含湿量平均分布在 2~10g/kg 范围内，
且仅有 0.8% 含湿量数据超过 12g/kg 上限值，含湿量水平
低于其他房间含湿量；厢房、客厅含湿量分布与室外含湿
量分布接近，约 50% 时间段分布在 8~12g/kg；卧室含湿
量水平最高，主要分布在 8~14g/kg，且超过 30% 时间段
室内含湿量超过 ASHRAE 规定的上限值。说明皖南民居
室内湿度水平较高主要受室外潮湿的气候影响，在春季，
半开敞空间厅堂由于昼夜温差较大，壁面产生结露导致室
内空气含湿量下降，相对湿度较低；厢房、客厅室内含湿
量与室外含湿量接近，但厢房平均温度较低造成较高相对
湿度；卧室含湿量水平最高，由于平均温度稍高于其他房
间平均温度，导致其相对湿度稍低于厢房相对湿度。
3.3   室内外湿度相关性

图 5 为测试期间各测点室内外含湿量相关性分析。厅

堂、客厅室内外空气含湿量具有较强线性相关性，相关性
系数均超过 0.95，由于厅堂通过天井与室外环境直接连通，
客厅中庭结构且外门经常性开敞，室内湿环境受室外湿环
境影响较大；厢房室内外空气含湿量相关性稍有下降，相
关性系数为 0.94，由于厢房花格窗结构在门窗关闭情况下
透气性较好；卧室室内外空气含湿量相关性系数为 0.83，
室内空气含湿量与室外空气含湿线性相关性最弱，由于卧
室门窗气密性较好导致室内湿度受人员等内湿源的影响增
大。在皖南地区春季，居民习惯通过自然通风调节室内环
境，导致室内湿度变化依赖室外湿度变化。房间气密性越
差、气流交换现象越明显，室内外空气含湿量线性相关性
越强，反之，室内外空气含湿量线性相关性越弱。
4   结论

春季皖南传统民居白天受太阳辐射得热量少，夜间围
护结构热惯性小、通风散热快，导致室内平均温度较低、
温度日较差大，厅堂地面、壁面易产生结露现象，造成空
气湿度降低，厢房由于架空的地垄具有防潮、保温作用，
地面不易结露。

皖南传统民居室内湿度变化规律与室外湿度变化规律
相似，夜间人员休息时，有人员散湿的厢房湿度升高现象
不明显，而卧室湿度明显升高，说明传统民居厢房通过花
格窗与室外保持良好的气流交换，且内部木质结构有一定
调湿能力，现代民居卧室房间气密性较强不利于室内湿气
排出。

皖南民居相对湿度较高主要受室外潮湿气候影响，各
房间室内相对湿度集中分布在 70%~90%；厢房相对湿度
最高，平均相对湿度为 79%，厅堂相对湿度最低，平均相
对湿度为 70%，卧室含湿量水平较高，但相对湿度水平略

（a）温度 （b）相对湿度 （c）含湿量

图 2   典型日各测点温度、湿度日变化

图 3   各测点相对湿度频率分布 图 4   各测点含湿量频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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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传统民居，原因是现代民居室内空气温度较高。
皖南地区居民在春季习惯利用自然通风调节室内环

境，各房间室内外含湿量具有较强线性相关性；厅堂、客
厅由于通风效果较好，室内外含湿量相关性系数超过 0.95，
厢房房间尺寸紧凑且开口较小，室内外含湿量相关性稍有
下降，卧室由于气密性增强，室内湿度受室外湿度影响效
果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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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国民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

人民收入水平的相对提高，加以飞机所具有的便捷、舒适、
路途时间短等特点成为越来越多的游客首选的出行方式。
为了满足快速增长的旅客流量，机场扩建刻不容缓。机场
扩建面临的将是大量的能源消耗问题。20 世纪以来的能源
危机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节能，而建筑能耗巨大，其中
的供暖、通风及空调系统的能耗约占建筑总能耗的 2/3。
因此，空调及通风系统是否节能设计及运行，意义深远 [1]。

在这种机场扩建与能源危机的矛盾下，蒸发冷却空调
技术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蒸发冷却空调技术是一项利用
可再生的干空气能，通过水蒸发吸热制冷的技术。该种空
调技术单纯的利用水蒸发来提供冷量，避免了将蒸发后的
水蒸气再经过压缩冷凝回到液态水后再蒸发，因此，与机
械制冷相比，大大的节省了运行能耗。由于该技术的独特
的优越性，广泛的应用于西北干燥地区的民用建筑、公共
建筑以及工业建筑中 [2]。

本文将通过对我国机场航站楼空调系统现状的介绍以
及对西北干燥地区的气象特征的分析，结合蒸发冷却设备
的性能参数，对我国西北干燥地区的机场航站楼的空调系
统关于蒸发冷却空调系统的适用性做出初步探讨。
1   机场航站楼空调系统研究现状
1.1   国内研究现状

胡德星介绍了大空间，曲面网架无眠建筑 —— 库尔
勒机场航站楼的工程概况，冷热源，空调系统及防排烟设
计，并结合机场对大空间的空调设计提出了两个难点：第
一，大空间的负荷计算比较困难；第二，送风口设计是否
合理直接关系到大空间温度场的均匀 [3]。

熊刚总结了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航站楼扩建工程空调

系统设计，通过 CFD（计算流体动力学）模拟，调整了空
调送风量和送风距离，解决了候机楼的冷热不均 [4]。

柳澎，黄季宜等在针对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航站楼的设
计，在空调的冷源选取中，内区冷源选用风冷螺杆热泵四
管制热回收机组，回收制冷运行产生的冷凝热，将这部分
水用作生活热水热源；在设计机场航站楼的空调系统时，
采用全空气系统，所有的空气系统都采用送风机 + 排风机
系统，这样充分利用了室外空气的自然冷却能力，最大限
度的实现“免费供冷”，极大程度的节约了空气处理的能
耗 [5]。

吴翠等介绍了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航站楼的建筑特点，
并且总结了部分实际工程的空调系统的设计形式，并且对
常见的机场空调系统形式的优缺点进行了对比分析，通过
对全空气系统和新风 + 地板辐射供冷系统的比较，得出新
风 + 地板辐射供冷系统在舒适性和及节能方面都优于单纯
采用全空气的空调系统形式，同时，提出了地板辐射供冷
存在可能结露的问题，以及制取高温冷水的冷水机组的研
发 [6]。

周敏等绍了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T3A 航站楼温湿度独
立控制系统的设计和应用，包括置换式下送风系统、地板
冷热辐射系统、溶液式热泵新风系统、干盘管空调系统、
直连多级循环泵空调水输送系统和空调末端分级能源串联
及混水循环系统等。结合该项目建筑物的功能、特点和西
安地区的室外气象条件，分析了该项目采用温湿度独立控
制方案在降低初投资、节省运行费用以及提高舒适性与室
内空气品质等方面是有潜力和优势的 [7]。

唐海达等介绍了对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T3A 航站楼温
度湿度独立控制系统的初步测试情况。数据表明，辐射地
板配合置换送风的末端形式实现了高大空间人员活动区温
湿度分布均匀、舒适的目标，而冷水系统大温差运行实现
了减少输送能耗的目的 [8]。

在我国“一带一路”的沿线城市 —— 新疆克拉玛依
机场已经成功的应用了蒸发冷却空调降温系统，并且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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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利高级工程师带领其团队对该系统的应用效果进行了
测试。该机场空调系统为全空气式空调系统，采用两级蒸
发冷却空气处理机组，板翅式间接蒸发冷却 + 直接蒸发
冷却的形式，为机场内部提供舒适空气，总共两台机组。
对该系统的测试结果如下：在在室外干球温度为 36℃，
室外湿球温度为 19.4℃，室内空气温度可以达到 25℃，
室内送风温度低至 18.2℃，排风风速为 1.4m/s，温降高达
17.8℃，降温效果非常良好。
1.2   国外研究现状

曼谷机场采用了辐射地板供冷配合分散置换通风末
端的分层空调系统，辐射地板可直接吸收进入室内的太阳
辐射得热，减少了太阳辐射得热向室内空气的掺混；分散
式置换送风末端将干燥新风输送到人员活动区域，并补充
辐射地板供冷不足所需的冷量；刘晓华等人对曼谷机场航
站楼的空调方案进行了介绍，并对地板表面温度进行了测
试，得出辐射供冷末端实际运行时各处表面温度集中于
17~19℃，高于周围空气的露点温度，未出现结露现象 [9]。
Dr.wolfganggKEssLING 等对曼谷机场航站楼的负荷进行
了模拟计算，与全空气的空调方案进行比较，得出采用辐
射地板供冷配合分散置换通风末端的分层空调系统节能率
为 30%[10]。
1.3   机场航站楼的建筑特征

机场航站楼具有跨度大、层高较高、空间体积大、玻
璃幕墙多等因素，结合现代化装修照明负荷大幅度的增加，
这些都带来了空调能耗的剧增。机场航站楼空调系统的运
行能耗约占建筑总运行能耗的 40%~60%，单位建筑面积
空调运行能耗通常比一般公共建筑高 1~2 倍，是建筑节能
的重中之重。正是由于机场航站楼这样特殊的建筑结构，
所以，空调系统大部分都采用的是全空气系统，部分区域
采用空气 –水系统。正是由于机场航站楼这样的建筑特征：

 （1）围护结构大都采用中空玻璃，太阳辐射得热量大；
（2）由于高大空间，容易在垂直方向上造成温度的冷

热不均； 
（3）建筑跨度大，进深长，在水平方向上，容易造成

温度、气流速度梯度过大； 
（4）机场人员密度不定，给负荷计算带来很大的困难

[11]。决定了机场航站楼空调系统以全空气空调系统为主导
的空调系统形式。
2   干燥地区气象参数分析

我国西北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气候的基本特征：
① 冬季寒冷，夏季温热，气温年较差大，气温日较差亦
大。最冷月出现在 1 月，最热月在 7 月，春温高于秋温。
② 降水量少，而且季节分配不均，集中在夏季，降水的
年际变化大。③ 高原空气稀薄清洁，尘埃和水蒸气含量少，
大气透明度比平原地带高，太阳辐射透过率随海拔高度增
加而增大。 以下是对西北干燥地区几个代表性的城市的
夏季室外计算干、湿球温度的统计。

表 1   西北部分干燥地区室外计算参数表

省份 城市
夏季室外计算
干球温度 /℃

夏季室外计算
湿球温度 /℃

干湿球温差
ΔT/℃

西藏 拉萨 24.0 13.5 10.5
青海 西宁 26.4 16.6 9.8
新疆 克拉玛依 36.4 19.8 16.6
甘肃 敦煌 34.1 21.1 13
陕西 榆林 32.3 21.6 10.7

从表 1 关于西北部分干燥地区的夏季室外计算干、湿
球温度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首先，我国西北地区湿球
温度普遍较低。根据我国现行《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
规范》GB 50019–2003 从夏季室外计算湿球温度对在全国
范围对蒸发冷却空调的应用范围进行分区，总共分为四个
区，通风区（ts ＜ 20℃）、高适应区（20℃ ≤ ts ＜ 23℃）、
适应区（23℃ ≤ ts ＜ 28℃）、非适应区（ts ≥ 28℃）。
从表 1 可以看出，拉萨、西宁、克拉玛依都属于蒸发冷却
的通风区，敦煌和榆林属于蒸发冷却的高适应区。其次，
可以看到，干、湿球温差比较大，大都分布在 10℃ 左右，
在新疆更是达到了 16.6℃ 的干、湿球温差 [12]。

通过对西北五省的干、湿球温度的统计，可以总结出
西北干燥地区的室外空气的特征：

第一，西北干燥地区夏季室外计算湿球温度低，都在
23℃ 以下；

第二，干燥地区干、湿球温差大；
第三，西北干燥地区的室外新风显热大，潜热小，甚

至为负值。
3   蒸发冷却技术在西北干燥地区机场的适用性分析
3.1   蒸发冷却技术在西北干燥地区的优越性

首先，我国西北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沿
线地区，气候干燥，“ 干空气能 ” 富足，属于最适合蒸发
冷却通风空调技术应用的地区，应该大力推广，尤其是在
机场这样的大空间公共建筑，客流量大，人流密度高，室
内空气品质差，更应该关注蒸发冷却这样的节能、环保
的新技术的应用。第一，蒸发冷却通风空调技术是以干
空气的干、湿球温差作为驱动势，利用水分蒸发从空气中
吸收汽化潜热，从而使空气降温的绿色、节能、环保、经
济的冷却方式，能有效减少室内气体的排放；第二，作为
一种以水为制冷剂，充分利用干空气中所具有的可再生能
源 ——“干空气能”通过蒸发冷却原理来对空气进行降
温的空调系统，符合绿色建筑中队通风空调系统充分利用
可在生能源的设计理念。第三，蒸发冷却通风空调技术不
仅对新风进行了热湿处理，还对新风进行了净化处理（蒸
发冷却通风空调技术通过制冷剂水的净化和湿帘作用，可
以进一步对新风中 5μm 以上的可吸入颗粒物进行有效的
过滤，并且对可溶性有害气体进行吸附处理），可以有效
的见底由于西北大风天气引起的室外空气含尘量，改善空
气的品质；第四，蒸发冷却通风空调技术还具有良好的加
湿功能，起到了加湿器的作用，可以调节室内空气的湿度。

最后，蒸发冷却空调技术由于其独特的优越性，已经
在大范围的使用于干燥地区的民用建筑、公共建筑以及工
业建筑中，并且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与传统的机械制冷
相比，现代蒸发冷却技术初投资费用、维护费用以及运行
费用分别占机械制冷的 1/2、1/3 和 1/4，真正意义上降低
了建筑能耗，达到了绿色建筑的要求 [13]。
3.2   蒸发冷却部分设备在西北部分地区的出口参数

蒸发冷却空调技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
套完整的体系。蒸发冷却空调技术以及设备经历了由简单
到复杂、从单功能到多功能的发展过程，由最早的喷水机、
窗机，慢慢发展到目前的蒸发式冷气机、蒸发冷却空气处
理机组、蒸发冷却冷水机组、蒸发冷却与机械制冷一体化
机组 [14]。表 2 和表 3 是通过《蒸发冷却通风空调系统设计
手册》查找，对直接蒸发冷却空气处理机组和间接 + 直接
蒸发冷却空气处理机组在部分干燥地区在对应的气象参数



| 建筑环境与能源 | 2017年第5期98

Civil Building Ventilation民用建筑通风

下的出风温度的统计结果。表 2 和表 3 中的低效率和高效
率是蒸发冷却设备在该地区的气象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效率
范围。
表 2   直接蒸发冷却空气处理机组在部分干燥地区的出风温度表

省份 城市
出风温度 /℃

低效率 80% 低效率 90%
西藏 拉萨 11.8 10.9
青海 西宁 15.4 14.7
新疆 克拉玛依 19.2 17.9
甘肃 酒泉 17.9 16.9
陕西 榆林 20.4 19.5

表 3   间接 + 直接蒸发冷却空气处理机组在部分干燥地区的出风
温度表

省份 城市
出风温度 /℃

低效率 60%~80% 高效率 70%~90%
西藏 拉萨 7.3 5.8
青海 西宁 13.3 12.7
新疆 克拉玛依 15.4 14.0
甘肃 酒泉 15.2 14.3
陕西 榆林 18.0 17.2

通过表 2 和表 3 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对于西北干燥地
区按照室内设计温度 26℃ 的设计标准以及 10℃ 的送风温
差标准 [15]，在西藏、青海采用直接蒸发冷却空气处理机组
就能满足人体舒适度的要求，而对于新疆、甘肃来说，采
用间接 + 直接蒸发冷却空气处理机组就能满足设计要求。
就陕西而言，可以采用三级蒸发冷却空气处理机组或者蒸
发冷却与机械制冷相结合的降温方式在满足人体舒适感的
情况下降低机场空调系统能耗。

图 1   蒸发冷却空调系统在西北部分城市出风温度

从该计算结果中可以看出，西北地区大部分城市在
采用直接蒸发冷却空调系统的情况下出风温度已经都低于
25℃，对于拉萨采用直接蒸发冷却空调系统送风温度低于
15℃，对于榆林这样含湿量偏高的地区采用两级蒸发冷却
可以将空气的温度处理到 16℃ 左右，可见蒸发冷却通风
空调系统在西北地区的潜力。

4   结束语
通过对机场航站楼空调系统国内外现状的分析，以及

对我国西北干燥地区气象参数的统计与分析可以看出，蒸
发冷却空调技术非常适合我国西北干燥地区的机场航站楼
的空调系统设计；此外，西安工程大学黄翔教授带领蒸发
冷却团队对蒸发冷却技术的研究和完善使得蒸发冷却空调
技术的日趋成熟，并且完成了对相关设备的研发以及相关
设计标准的制定，所以为蒸发冷却空调系统在干燥地区的
机场航站楼的空调系统的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蒸发冷却
空调系统在西北地区医院、发电厂、地铁站等的实际应用，
也为该技术在机场航站楼的使用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指导。
在国家“一带一路”的政策和“节能减排”的号召下，加
强蒸发冷却技术在西北干燥地区机场航站楼的应用研究将
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和更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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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煤改电 / 清洁能源 [1] 政策相继在各地推行，传统供暖

系统逐步被“多能联动、多热复合、多源合一”等多种设
备相融合的低温空气源、地源热泵、太阳能等供暖系统所
替代升级。在散热末端的改造选择上，风机盘管供水温度
低，有利于清洁能源的低品位热能利用，而低位明装方式
因对建筑装修损坏程度小，经济成本低等优势被广泛采用。
风机盘管的气流组织形式直接影响采暖效果与经济性，不
同的气流组织形成不同的速度场、温度场亦会使人体产生
截然不同的热舒适感。

研究人员在气流组织与室内热舒适性的关系方面做了
大量研究。桂银华 [3]、王延夷 [4] 等对柜式空调送风角度对
室内热舒适性影响进行分析，表明不同送风角度，人员不
满意度区别明显，对室内热舒适性影响大。胡万玲 [5]、何
军炜 [6] 等对壁挂式空调气流组织进行了研究，表明当采用

斜向下 75º 送风时舒适性最好，利用组合温度方案可快速
提高室内平均温度，且缓解室内热力分层现。端木琳 [7]、
张奕君 [8]、陈晨 [9] 等对顶棚嵌入式空调送风室内的速度场、 
温度场进行了模拟和实验研究，结果表明整体温度分布尚
可，但气流分布不太均匀，送风角度小温度分布均匀且不
易气流短路。杨妹 [10] 等对典型风机盘管侧上送风的办公
室进行了室内温度场实验研究，结果表明高风速送，工作
区域内垂直温度差较大，低风速时工作区域内垂直温度差
相对较小。李朝妹 [11] 等进行了壁挂式空调安装位置对室
内热环境的影响研究，得出空调处于不同位置时室内空气
的温度场的分布，确定了最优安装位置。

从现有研究发现：针对气流组织与室内热舒适性的研
究多集中在室内上部或中部送风的形式，而针对下送下回
的低位送风气流组织与热舒适性还鲜有研究。因此本文采
用 CFD 方法对冬季采用低位立式风机盘管供热的房间内
不同送风角度、速度下气流组织进行了三维数值模拟研究，
进而分析不同送风条件下气流组织形成的速度场、温度场，
利用温度和速度不均匀系数评价指标评价办公人员工作区
的热舒适性。研究结果为低位立式风机盘管供暖末端的合
理设计与使用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51478280）；十三五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6YFC0700406）。
作者简介：刘秦见（1992—），男，在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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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位立式风机盘管送风参数对室内热环境影响的
数值研究

刘秦见 1，高    原 1，龙恩深 1,2，梁    飞 1，金正浩 2，赵新辉 1

（1.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成都   610065；2.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成都   610207）

［摘   要］为探究低位立式风机盘管冬季运行时房间的热环境，本文建立了房间空气流动的三维紊流的数学物理模型，
采用 CFD 模拟软件 Fluent 对不同送风角度、送风速度情况下的室内速度场、温度场进行了模拟计算，得到了房间工作区空
气流速、温度的分布，并结合速度不均匀系数、温度不均匀系数对不同工况下的气流组织进行了分析评价。结果表明：向
下送风或水平送风，送风射流贯穿工作区，工作区内局部风速大，温度高，分布不均，热舒适性差；向上送风，送风主气
流区主要位于房间上部，仅在局部穿过工作区，工作区大部分温度分布和速度分布较均匀；送风速度较小时利于工作区作
风速和温度分布均匀；工况为向上送风角度 60º，送风速度 2m/s 的气流组织形式较好，平均风速和平均温度都满足热舒适
要求。研究结果为低位立式风机盘管供暖末端的合理设计与使用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关键词］立式风机盘管；送风角度；送风速度；室内热环境；CFD 模拟

Numerical Study on the Effect of Air Supply Angle/Velocity on Indoor Thermal 
Environment

Liu Qin-jian1 , Gao Yuan1 , Long En-shen1,2, Liang Fei1, Jin Zheng-hao2, Zhao Xin-hui1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Environment,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2.Institute of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Reconstrnctio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207)

［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thermal environment of the room during the winter operation of the low vertical fan coil, the 
mathematical model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turbulence of the room air flow was established. The CFD simulation software Fluen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door velocity field and the temperature field. The air flow velocity and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in the room 
work area are obtained. The airflow organization under different working conditions is analyzed and evaluated by combining the 
velocity uniformity coefficient and the temperature uniformity coeffici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ir supply or the horizontal air 
supply, wind speed and air temperature is high because the airflow go through the work area, which results in uneven distribution 
of wind speed and air temperature and poor thermal comfort. While the main airflow area is mainly located in the upper part of the 
room when the air is up, so the most of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and velocity distribution of work area is uniform. When the air 
supply speed is small, the working area is favorable for the wind speed and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The average wind speed and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rmal comfort when the airflow direction is 60º and velocity at 2m/s. 

［Keywords］vertical fan coil; air supply angle; air supply speed; indoor thermal environment; CFD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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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理数学模型
本文选择位于成都市某大学办公楼第六层的实验用房

作为研究对象，房间尺寸为 3600mm（长）×3000mm（宽）
×2100mm（高），房间除西墙外均为外墙，室内未安置办
公家具和设备。低位立式风机盘管安装于南墙中轴线位置
地面上。房间尺寸和风机盘管安装位置如图 1 所示。由于
房间几何结合结构对称，仅以房间的东半部分作为计算对
象。           

因风机盘管采暖房问的送、回风过程均是湍流流动过
程，为简化其复杂性，做如下假设 [3, 5, 11]：（1）室内空气
为定常不可压缩流体，考虑浮升力影响，满足 Boussinesq
假设；（2）空气在室内是稳态湍流流动；（3）不考虑内
部各传热表面的辐射影响；（4）房间各墙壁温度均匀恒定，
且均采用第三类边界条件 ( 定壁面温度 )；（5）房间密闭
性很好，不考虑漏风的影响。本文采用标准 k-ε 两方程湍
流模型和 SIMPLEC 的压力 – 速度耦合算法对室内空气的
三维稳态湍流流动进行数值计算，控制方程如下 [12, 13]：

连续性方程：

      ( ρui) =0                                                                   （1）

动量方程：

      ( ρuiuj) =      ( μ      - ρu′iu′j)-                                 （2）

能量方程：

      ( ρuiT  ) =      (Γ      )                                               （3）

k-ε 方程：

ρuj          =      [( μ+    )      ]+μt      (      +      )

                +βgj       (      ) -ρε                                            （4）        

ρuj          =      [( μ+    )      ]+μt           (      +      ) 

                +c1c3              (      )-                                       （5）

其中：

Γ =       +       ；μt =            ；β = -    (      )p               （6）

式中：ρ、u、p、T、k 和 ε 分别为密度、速度、压力、
温度、紊流湍动能和耗散率。c1，c2，c3，σk，σε，cμ，σT

均为常数，取值见表 1。Prt 是湍流普朗特数，取值 0.85。

表 1   k-ε 模型中的系数

cμ c1 c2 c3 σε σk σT

0.09 1.44 1.92 1.44 1.3 1 0.9

2   边界条件
房间围护结构内壁面的温度由实测的平均温度确定。

本文选取 4 种不同送风角度研究，即出风口水平导流片与
Y 轴夹角分别为 -30º、0º、30º、60º，垂直导流片与 Y 轴
保持平行（即 0º）。出风口速度（按常用三档式选取）分
别设为 4m/s、3m/s、2m/s。具体边界条件设置见表 2 与表 3。

本文采用非结构化网格对计算区域进行划分，对送、
回风口温度梯度较大的地方进行网格加密处理。离散方法
采用基于压力 – 速度的 SIMPLE 求解方法，动量、能量、
k 和 ε 都采用二阶迎风格式。

表 2   边界条件

名称 边界条件 数值 名称 边界条件 数值

东墙 定壁温 292.3 西墙 定壁温 292.3
南墙 定壁温 287.9 北墙 定壁温 290.8

天花板 定壁温 288.5 地面 定壁温 287.9
送风口 温度 303.5K 回风口 自由出流 ——

表 3   送风口边界条件（即计算工况）

送风速度 / 角度 -30º 0º 30º 60º

2m/s Case1 Case2 Case3 Case4

3m/s Case5 Case6 Case7 Case8

4m/s Case9 Case10 case11 case12

3   数值计算的实验验证
为验证本次模型的可靠性，将送风角 51º，风速 4m/s

时的模拟温度值、风速值与房间实测值进行比较验证．实
测点与模拟取值点位于在房间中央（即 X=0 平面与 Y=1.5
平面的相交线上）距地面高度 0.6m、1.2m 和 1.8m 布置。
实测值与对应位置处模拟值的比较结果如图 3 所示．由图
可知模拟值分布与实测值的分布吻合较好，其中模拟温度
值与实测值的平均相对误差约为 3%，模拟风速值与实测
值的平均相对误差约为 14.5%，证明了数值模型的准确性。
4   模拟结果及分析

为直观分析送风角度与速度引起的室内工作区内速度
场与温度场变化情况，选取立式风机盘管中央剖面 X=0 和
水平剖面 Z=0.6m（膝盖）和 Z=1.1m（头部）处的速度与
温度分布图进行对比分析。
4.1   速度场分析

4.1.1   不同送风角度下速度场分析

图 1   房间物理模型 图 2   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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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是过立式风机盘管中央剖面（X=0）在送风速度
为 4m/s 时不同送风角度情况下的速度分布图。图 3（a）
中热风以向下 30º 的方向射出，向前流动的过程中速度不
断减小，并在到达地面后形成明显贴附射流，随后继续贴
附房间壁面和天花板流动。房间下部风速较大，且房间中
部形成较大的漩涡。图 3（b）中热风沿水平方向射出，
在向前流动中风速减小，受前方墙壁的影响，在壁面形成
贴附射流，同时在浮升力的作用下向上流动。气流刚好位
于工作区，吹风感明显，且在房间的上部形成漩涡。图 3（c）
中热风以斜向上 30º 射出，在房角的对角处形成贴附射流，
而随后沿壁面向下流动，并在房间的南侧上部与北侧下部
成两个漩涡。图 3（d）中热风以斜向上 60º 射出，受到天
花板的影响，在风机斜上方天花板形成贴附射流，而随后

沿天花板向前后两个方向流动。虽在房间的南上部成漩涡，
但气流远离工作区，右下部工作区风速较小，不会有明显
的吹风感。

图 4 为 送 风 速 为 4m/s 时 不 同 送 风 角 度 情 况 下
Z=0.6m、1.1m 剖面的速度分布图。综合分析四种送风角
度下房间工作区水平面的速度分布，可以看出：向下送风
时房间工作区流速较大、且处于漩涡回流区域；而水平送
风时，工作区恰好处于射流区，最大风速可达 2.2m/s，同
时在射流的两侧形成漩涡，办公人员会有强烈的吹风感；
当向上送风时，向上 60º 送风较向上 30º 送风，工作区水
平面风速受主气流和贴附回流的影响更小，且分布较为均
匀，在 Z=0.6m 和 Z=1.1m 处的平均风速分别为 0.21m/s 和
0.22m/s，室内办公人员无有明显吹风，感舒适度好。    

（a）-30º 送风 （b） 0º 送风 （c）30 º 送风 （d）60 º 送风

图 3   送风速度 4m//s  X=0 剖面的速度分布图

    （c）30º 送风（左 Z=0.6m，右 Z=1.1m） （d）60º 送风（左 Z=0.6m，右 Z=1.1m）

图 4    Z=0.6m 和 Z=1.1m 剖面的速度分布图

（a）-30º 送风（左 Z=0.6m，右 Z=1.1m） （b）0º 送风（左 Z=0.6m，右 Z=1.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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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不同送风速度下速度场分析
由上文分析可知向上 60º 送风时，房间工作区内的速

度分布更加合理，为进一步探究送风速度对房间工作区气
流速度分布的影响，选取了向上 60º 送风，风速分别为 4m/s、
3m/s 和 2m/s 的工况进行具体分析。图 5 是过立式风机盘
管中央剖面（X=0）在送风角度为 60º 时不同送风速度情
况下的速度分布图，由图可知：当热风向上射出后，风速
在向前流动过程中减小，在上方天花板形成贴附射流，且
都出现了随后沿天花板前后两个方向流动的情况，但随着
送风速度的减小，向下贴附流的长度和强度都有所减弱，
从而减小对下部工作区的影响，明显可以看出工区中间的
漩涡随送风速度的减小而逐渐消失，工作区的风速趋于均
匀；当送风速度为 2/m 时，工作区的风速仅 0.1~0.2m/s，
明显小于送风速度为 3/m 和 4m/s 的情况，因此办公人员
不会有明显的吹风感，舒适度较好。 

图 6 送风角度为 60º 时不同送风速 v=4m/s 和 v=2m/s
度情况下 Z=0.6m、1.1m 水平剖面的速度分布对比图。综
合分析可以看出：工作区水平面风速受主气流的影响位置、
范围趋于相同，这主要由于向上角度相同，主射流在穿越
水平剖面是还未扩散。然而工作区水平面受贴附回流的影
响的区域随着送风速度的减小而减小，当送风速度为 2m/s
时，在 Z=1.1m 处，贴附射流影响区域仅为贴壁小薄层，
当 Z=0.6m 时已完全消失。对比三者水平剖面的速度大小
发现：随着送风速度减小，工作区水平面风速趋于均匀。
当送风速度为 2m/s，工作区水平面风速仅为 0.1~0.2m/s，
明显小于送风风速为 3m/s 和 4m/s 的情况，此时室内办公

人员无明显吹风感。    
4.2   温度场分析

4.2.1   不同送风角度下温度场分析
图 7 是过立式风机盘管中央剖面（X=0）在送风速度

为 4m/s 时不同送风角度情况下的温度分布图。从图 7（a）
可以看出，热风以向下 30º 的方向射出时，贴近地面和北
墙的气流层温度较高，房间的中、上部温度分布相对较均
匀，约为 23.05~23.55℃。

图 7（b）热风沿水平方向射出时，因工作区处于出风
射流区域，温度较高，可达到 29℃，处于过热状态。图 7（c）
热风以斜向上 30º 射出时，房角温度呈现北侧高，南侧偏低，
部分工作区温度偏高。图 7（d）热风以斜向上 60º 射出时，
房间南侧靠近天花板处温度较高，但其余空间（含工作区
域）温度分布较为均匀，约为 21.9~22.8℃，室内办公人
员热舒适度较好。

图 8 为 送 风 速 为 4m/s 时 不 同 送 风 角 度 情 况 下
Z=0.6m、1.1m 剖面的温度分布图。综合分析四种送风角
度下房间工作区水平面的温度分布图，可以看出：向下 -30º
送风和水平送风时，因送风温度较高，送风射流横穿工作
区，导致出风口正对区域温度高，温度高处达到 27℃，
而东西两侧温度低，在东西水平方向形成较大的温度梯度，
给人强烈的热不舒适感。当向上送风角度为 30º 和 60º 时，
工作区水平面温度适中，温度差异小，分布相对均匀。尤
其当向上送风角度为 60º 时，工作区平面受出风主体射流
影响区域小，且温度处于 22~24℃ 较舒适范围内，分布更
均匀，室内办公人员热舒适感较好。

图 5   不同送风速度 X=0 剖面的速度分布图

图 6   不同送风速度 Z=0.6m 和 Z=1.1m 剖面的速度分布图

（a）v =4m/s （b）v =3m/s （c）v =2m/s

（a）v=4m/s（左 Z=0.6m，右 Z=1.1m） （c）v=2m/s（左 Z=0.6m，右 Z=1.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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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0º 送风 （b） 0º 送风 （c）30º 送风 （d） 60º 送风

图 7   不同送风角度  X=0 剖面的温度分布图

4.2.2   不同送风速度下温度场分析
由上节分析可知向上 60º 送风时，工作区内的温度分

布均匀，热舒适性较好，为进一步探究送风速度对工作区
温度分布的影响，选取了向上 60º 送风，风速分别为 4m/s、
3m/s 和 2m/s 的工况进行具体分析。图 9 为过立式风机盘
管中央剖面（X=0）在送风角度为 60º 时不同送风速度情
况下的温度分布图，由图可知：由于热风向上射出，主气
流区在房间上部，因此上部空气温度比下部空气温度高。
随着送风速度的减小，因向下贴附射流的长度和强度都有
所减弱，工区中间的漩涡逐渐消失，在南北方向上温度的
不均匀减小，温度趋于均匀；风速度为 2/m 时，大部分工
作区温度为 20~22℃，中因此办公人员热舒适感较好。 

图 10 是送风角度为 60 º 时送风速度 v=3m/s 和 2m/s
情况下 Z=0.6m、1.1m 水平剖面的温度分布图。综合分析
了三种送风速度情况下房间工作区水平面的温度分布图得
出：受到出风射流及热空气浮升力的影响，不同风速情况
下工作区水平面温度都呈现出中间高，而两侧低，在东西
方向具有一定的温度梯度。随着风速的减小，工作区水平
面的温度不均匀度减小并不明显，三种送风速度的情况下
工作区水平面的温度均维持在 19.8~21.8℃ 范围内，热舒
适度较好。
5   气流组织评价

本文拟采用与气流组织相关的热舒适描述参数温度不
均匀系数和速度不均匀系数 [14] 作为评价指标对气流组织

（c）30º 送风（左 Z=0.6m，右 Z=1.1m） （d）60º 送风（左 Z=0.6m，右 Z=1.1m）

图 8   不同送风角度 Z=0.6m 和 Z=1.1m 剖面的温度分布图

（a）-30º 送风（左 Z=0.6m，右 Z=1.1m） （b）0º 送风（左 Z=0.6m，右 Z=1.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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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进行分析评价。温度不均匀系数 kt 与速度不均匀系数
ku 的定义为：

kt =        ；ku =                                                              （7） 

σt =                    ；σu =                                                  （8）

其中：σt、σu 分别为工作区内空气温度和速度的均方
根偏差，t 为平均温度（℃）；u 平均风速（m/s）。

在数值计算中，工作区中的温度测点和速度测点的设
置如表 4 所示。利用采集到的数值根据公式（7）（8）计
算得出的各个工况下的温度不均系数和速度不均匀系数，
如表 5 所示。

从表 5 可以看出，在相同送风角度，不同送风速度时，
速度不均系数匀系数和温度不均匀系数差别较小，这主要
由于当风机位置、送风角度固定后，不同送风速度形成的
工作区流的流场具有相似共性，从而温度的分布亦具有相
似性。在相同送风速度，不同送风角度时，速度不均匀系
数和温度不均匀系数差异较大，其中水平送风不均匀系数
最大，气流分布最不均匀；向上送风的速度均匀性和温度
均匀性要高于向下送风，这主要由于不同送风角度形成工
作区的流场差异大，同时温度场差异大，向上送风对工作
区的干扰较小。其中，向上送风角度 60º，送风速度 2m/s
的气流组织形式较好，且工作区的平均风速和平均温度都
满足热舒适要求。

图 9   不同送风速度 X=0 剖面的温度分布图

图 10   不同送风速度 Z=0.6m 和 Z=1.1m 剖面的温度分布图

（a）v =4m/s （b）v =3m/s （c）v =2m/s

（a）v =3m/s（左 Z=0.6m，右 Z=1.1m） （b）v =2m/s（左 Z=0.6m，右 Z=1.1m）

表 4   温度测点和速度测点坐标

测点
X Y Z

测点
X Y Z

测点
X Y Z

坐标 坐标 坐标

point1 0 0.75 0.1 point7 0 2.25 0.1 point13 0.9 1.5 0.1
point2 0 0.75 0.6 point8 0 2.25 0.6 point14 0.9 1.5 0.6
point3 0 0.75 1.1 point9 0 2.25 1.1 point15 0.9 1.5 1.1
point4 0 1.5 0.1 point10 0.9 0.75 0.1 point16 0.9 2.25 0.1
point5 0 1.5 0.6 point11 0.9 0.75 0.6 point17 0.9 2.25 0.6
point6 0 1.5 1.1 point12 0.9 0.75 1.1 point18 0.9 2.25 1.1

表 5   12 种工况下室内工作区的不均匀系数

均匀性
参数

2m/s 3m/s 4m/s

ku kt ku kt ku kt

-30º 0.22 1.11 22.6 0.06 0.34 1.11 22.84 0.06 0.46 1.08 23.04 0.06

0º 0.18 1.24 23.17 0.04 0.28 1.24 23.48 0.04 0.45 1.23 23.61 0.04

30º 0.16 0.64 23.03 0.02 0.23 0.54 23.48 0.02 0.3 0.53 23.65 0.02

60º 0.12 0.47 21.03 0.02 0.2 0.46 21.47 0.02 0.24 0.44 21.55 0.02

6   结论
对低位立式风机盘管取暖的办公室房间进行了不同送

风角度 / 送风速度下的气流组织模拟，经分析比较工作区
的速度场、温度场分布及速度不均匀系数、温度不均匀系
数，可得出以下结论：

（1）向下或水平送风时，射流贯穿工作区，区内局部
风速较大，温度高，且分布不均，热舒适性差。

σt

t
∑(ti -t  )2

n
∑(ui -u  )2

n

σu

u-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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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送风角度向上时，送风主气流区仅在局部穿过工
作区，工作区大部分温度分布和速度分布较均匀，易满足
人体的热舒适性要求。

（3）在相同送风角度，不同送风速度形成的工作区速
度不均系数匀系数和温度不均匀系数差别较小，但风速较
小时工作区的平均风速和平均温度更易满足热舒适。宜进
一步探究低位风机盘管的安装位置对室内气流组织和热舒
适的影响，进一步优化低位风机盘管在办公建筑中的使用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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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污水处理厂是我国市政及环保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其中大部分均位于地面以上，随着人口增长导致的
污水处理量增大及土地资源紧缺等问题的出现，建设地下
污水处理厂将成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作为一个具有特殊
功能且相对封闭的空间，在污水处理厂中应设置机械通风
系统以保证内部空气质量 [1-2]。传统的机械通风属于混合通
风，是一种在空间中布置低速风管的通风方式。由于污水
处理厂属于扁平空间具有层高低、面积大、桁架多的结构
特殊性，采用风管式通风系统易带来系统管路长、桁架交
叉不易布置、通风换气存在死角、维修保养不便等问题。此外，
采用该系统会增加建筑层高，从而使土建成本大幅上升。

常见的通风方式除了混合通风以外，还有置换通风，
置换通风是一种在房间一侧送风，气流以活塞流状态缓慢
向另一侧移动的通风方式 [3]。相比于传统的混合通风系统，
置换通风系统以其换气效率高、节能、热舒适性好等优点，
被广泛应用于北欧的各类建筑 [4]。孙涛 [5] 通过理论分析指
出：（1）置换通风比混合通风具有更高的换气效率和通
风效率；（2）置换通风比混合通风更节能。杨忠国 [6] 等
人采用 CFD 模拟的方法，对空调房间的速度场、温度场
和 CO2 浓度场进行模拟，得出置换通风的空气品质比混合
通风更高的结论。

为了解决目前地下污水厂采用风管式通风系统存在的

诸多弊病，本文基于单向活塞流的技术路线，提出了一种
经过优化的新型无风管通风系统，利用 CFD 模拟比较其
与风管式通风系统在 Y=1.5m 成年男子呼吸区平面上气流
速度、平均空气龄以及 H2S（污染物）浓度分布的差异，
并对两种方案的初投资以及运行维护成本进行了分析。 
1   研究方法

本地下污水处理厂长 225.3m，宽 51.6m，高 4.7m，
内部均匀分布直径为 0.7m 的结构柱，间距为 7.3m×7.4m，
底部有两块面积相同的污染区，均匀散发 H2S。为了能够
满足现有的计算条件，并且最大程度地反映实际情况，对
物理模型做如下简化：忽略污水处理厂顶部的结构梁，只
考虑结构柱对气流的影响，模型结构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表 1 为地下污水处理厂送排风口概况。

表 1   地下污水处理厂送排风口概况

（a）无风管通风系统

送风口 1 送风口 2 排风口（1~3）

尺寸 /m 1.5×5.8 1×4.2 3×3
数量 2×4 4×4 4

（b）风管式通风系统

送风口 1 送风口 2 排风口 1 排风口 2
尺寸 /m 0.63×0.63 0.4×0.4 0.63×0.63 0.4×0.4

数量 60 68 45 51

计算所用网格经过网格独立性检验，类型为非结构化
网格，无风管通风系统的网格数量为 590 万，风管式通风
系统的网格数量为 860 万。表 2 为地下污水处理厂的边界

地下污水处理厂无风管通风系统研究
朱学海 1，高乃平 1，张   欣 2，董   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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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下污水处理厂属于封闭空间，必须设置机械通风保证其内部空气质量。目前地下污水处理厂一般采用风
管式通风系统，普遍存在着风管不易布置、通风换气存在死角、整体构筑物埋深较大、维修保养不便等诸多问题。本文基
于单向活塞流的设计思路，提出一种经过优化的新型无风管通风系统，利用数值模拟比较其与风管式通风系统在 Y=1.5m
成年男子呼吸区平面上气流速度、平均空气龄以及 H2S 浓度分布的差异，并对两套系统做动态经济分析，比较其费用年值。
结果表明：当换气次数为 6 次 /h 时，采用无风管通风系统气流速度分布与 H2S 浓度分布较均匀，平均空气龄与 H2S 浓度较
低；在经济性方面，无风管通风系统费用年值较低，且无论是初投资还是年运行维护费用均低于风管式通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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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echanical ventilation system is considered necessary to ensure indoor air quality in an enclosed underground 
sewage treatment plant. However, many issues still exist in underground space ventilation when adopting conventional duct ventila-
tion system especially in complex duct configuration, ventilation dead angles, large buried depth of whole structure and maintenance, 
etc. In this paper, an optimized no-duct ventilation system is proposed based on unidirectional piston flow. Ventilation performance of 
two systems is compared by analyzing the distribution of airflow velocity, mean air age and H2S concentration on Y=1.5m breathing 
zone plane with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 method. Besides, dynamic economic analysis of two systems is compared 
using annual cost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no-duct ventilation system outperforms conventional duct system by achieving more 
uniform distribution of airflow velocity and H2S concentration, lower mean air age and H2S concentration under the air exchange rate 
of 6h-1. Annual total cost is found lower with lower initial investment and lower operating and maintenance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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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设置，求解器采用 Fluent17.0 压力基稳态求解器，其
设置如表 3 所示。

在对比无风管与风管式通风系统前，先对无风管通风
系统进行优化，根据排风口开启位置与送风风量比（送风
口 1 风量与送风口 2 风量之比）不同，共模拟 12 个工况，
如表 4 所示。其中排风口 1~3 的位置如图 21（a）所示，
排风口 2 位于底部两污染区分界线上方，也就是污水处理
厂中部，相邻排风口间距为 29.2m，在不同工况中只有一
个排风口开启。考虑到工作人员的健康舒适问题，选取
Y=1.5m 成年男子呼吸区平面上一些重要评价指标加以分
析，如表 5 所示，其中 H2S 浓度用无量纲质量分数表示，
不均匀系数用来评价速度场与浓度场的均匀性。不均匀系
数越小表示场越均匀，其定义如下 [7]：

KX =                                                                              （1）

式中：n 为测点数目，Xi 为测点速度或浓度，X 为测
点平均速度或浓度。
2   计算结果
2.1   无风管通风系统优化

图 2 为 对 无 风 管 通 风 系 统 进 行 优 化 时 各 工 况 下
Y=1.5m 成年男子呼吸区平面 H2S 浓度分布云图，图下标
工况 1（1）表示工况 1 的送风风量比为 1，其余下标含义
相同。表 6 为各工况下 Y=1.5m 成年男子呼吸区平面 H2S
平均浓度与 H2S 浓度不均匀系数，其中 AH 表示 H2S 平均
浓度，CVH 表示 H2S 浓度不均匀系数。

从图 2 中可以发现在每种工况下从送风口 2 到排风口
（以下简称送风段 2）的 H2S 浓度分布更均匀，比较接近
活塞流，沿程浓度逐渐升高。而从送风口 1 到排风口（以
下简称送风段 1）的气流组织则相对比较糟糕，在静压箱
两侧出口存在两个比较明显的涡流区，该处 H2S 浓度较
大，这是由于从送风口 1 进入静压箱的气流往中间汇聚，
主要从静压箱中部流出，在静压箱两侧出口处气流速度较
小。此外，送风段 1 中另一个高浓度区域出现在中轴线上，
起始浓度较低，沿流动方向浓度逐渐增加，但从速度云图
中（由于篇幅原因，未放于文中）可以看到该区域速度却
是比较大的，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静压箱两侧出口处
H2S 浓度较高的气流被卷吸至此。

从图 2（a）、（b）、（c）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当送风
风量比增大时，H2S 浓度分布变化不大。相比于送风风量比，
排风口开启位置对 H2S 浓度分布影响更大：当排风口 1 开

（a）无风管通风系统 （b）风管式通风系统

图 1   地下污水处理厂模型结构示意图

表 2   地下污水处理厂边界条件设置
（a）无风管通风系统

边界条件 备注

送风口 1
Velocity Inlet 换气次数：6h-1

（总风量：900000m3/h）送风口 2
排风口（1~3） Pressure Outlet 0Pa（Gauge pressure）

均流孔板 Porous Jump 孔隙率 0.25（压差与速度的关系为
∆P=32.815v 2+0.1117v）

污染区 1 Wall 无量纲质量分数：2×10-6 

污染区 2 Wall 无量纲质量分数：1×10-6

（b）风管式通风系统

边界条件 备注

送风口 1 Velocity Inlet 3.50m/s
送风口 2 Velocity Inlet 3.29m/s

排风口（1~2） Pressure Outlet 0Pa（Gauge pressure）

污染区 1 Wall 无量纲质量分数：2×10-6

污染区 2 Wall 无量纲质量分数：1×10-6

表 3    Fluent17.0 压力基稳态求解器设置

湍流模型
压力速度
耦合算法

离散方法

梯度项 压力项 对流项 浓度项 能量项

标准 k-ε 湍流模型
SIMPLE

Green-Gauss 
Node Based

Second 
Order

Second Order Upwind
标准壁面函数

表 4   无风管通风系统优化各工况设置

送风风量比
排风口开启位置

排风口 1 排风口 2 排风口 3

1 工况 1 工况 5 工况 9

1.5 工况 2 工况 6 工况 10

2 工况 3 工况 7 工况 11

2.5 工况 4 工况 8 工况 12

表 5   Y=1.5m 成年男子呼吸区平面评价指标列表

无风管通风系统优化 无风管与风管式通风系统对比

平均空气龄 速度不均匀系数

H2S 平均浓度 平均空气龄

H2S 浓度不均匀系数 H2S 平均浓度

表 6   各工况下 Y=1.5m 成年男子呼吸区平面 H2S 平均浓度（AH）

与浓度不均匀系数（CVH）

排风口 1 开启，排

风口 2~3 关闭

排风口 2 开启，

排风口 1~3 关闭

排风口 3 开启，排

风口 1~2 关闭

工况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AH（×10-6） 1.88 1.86 1.85 1.91 1.77 1.78 1.78 1.78 1.81 1.81 1.83 1.81

CVH 0.59 0.6 0.57 0.58 0.64 0.62 0.62 0.61 0.69 0.64 0.65 0.66

-
-

-∑   (Xi-X )2

X

1
n

n

i=1

静压箱
均流孔板

结构柱

送风口 2

送风口 2

送风口 1

送风口 1

污染区 1 污染区 1

污染区 2
污染区 2

排风口 1
排风口 1

排风口 2

排风口 2排风口 3

X
X

Z
Z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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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时，送风段 1 长度最短，重污染区域面积最小，H2S 浓
度分布最均匀，当排风口 3 开启时，送风段 1 长度最长，
重污染区域面积最大，H2S 浓度分布最不均匀。表 6 显示
当排风口 3 开启时，CVH 最大，当排风口 1 开启时，CVH

最小，这与 H2S 浓度分布云图呈现的规律是一致的。当排
风口 2 开启时，H2S 平均浓度最低，从这些数据的对比中
可以发现当排风口 3 开启时，1.5m 成年男子呼吸区平面
上的空气品质是最差的（H2S 平均浓度较大，高 H2S 浓度
区域面积较大且 H2S 浓度分布是三种开启状况中最不均匀
的）。

为 了 进 一 步 比 较 排 风 口 1 开 启 与 排 风 口 2 开 启 时
室内空气品质的优劣，我们进行了在这两种开启状况下
Y=1.5m 成年男子呼吸区平面平均空气龄的比较，如图 3
和表 7 所示，可以发现当排风口 2 开启时，平均空气龄
的平均值与最大值都比较低。其中工况 5，也就是当左右
两侧送风口风量相同，排风口位于污水处理厂中部时，
平均空气龄最低，这与通风理论相符。由于表 6 显示在
工况 5~8 中 Y=1.5m 成年男子呼吸区平面上 H2S 平均浓度
与 H2S 浓度不均匀系数相近，即送风风量比对这两个参数
影响不大，又由于工况 5 平均空气龄最低，所以有理由相
信工况 5 可以作为无风管通风系统通风效果最优的一种工
况。
2.2   最优化无风管通风系统与风管式通风系统通风效果对比

图 4 和表 8 为最优化无风管通风系统（以下简称工况
5）与风管式通风系统在 Y=1.5m 成年男子呼吸区平面上

（a）排风口 1 开启，排风口 2~3 关闭 （b）排风口 2 开启，排风口 1~3 关闭 （c）排风口 3 开启，排风口 1~2 关闭

（a）排风口 1 开启，排风口 2~3 关闭 （b）排风口 2 开启，排风口 1~3 关闭

图 2   各工况下 Y=1.5m 成年男子呼吸区平面 H2S 浓度分布云图

图 3   各工况下 Y=1.5m 成年男子呼吸区平面平均空气龄分布云图

各通风指标对比。从中可以发现工况 5 的气流组织已经比
较接近单向活塞流，但在两侧送风口附近气流组织仍较混
乱。风管式通风系统的气流组织呈现出两侧送风区速度较
大，中间排风区速度较小的规律，这种气流短路现象主要
是由排风口集中分布所造成，其 H2S 浓度分布与速度分布
相对应，呈现出两侧送风区浓度较低，中间排风区浓度较
高的规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风管式通风系统底部有两
块面积相同但散发强度不同（重污染区的散发强度与轻污
染区的散发强度之比为 2）的污染区，在设计送排风口时

表 7   各工况下 Y=1.5m 成年男子呼吸区平面平均空气龄平均值与
平均空气龄最大值

排风口 1 开启，
排风口 2~3 关闭

排风口 2 开启，
排风口 1~3 关闭

工况编号 1 2 3 4 5 6 7 8
平均空气龄
平均值（s）

282.1 314.4 342.0 399.4 256.3 266.2 277.7 291.6

平均空气龄
最大值（s）

658.5 779.9 910.8 996.7 540.6 628.7 676.4 791.5

表 8   工况 5 与风管式通风系统在 Y=1.5m 成年男子呼吸区平面上
各通风指标对比

速度
不均匀系数

平均空气龄
平均值（s）

平均空气龄
最大值（s）

H2S 平均
浓度（×10-6）

工况 5 0.718 256.3 540.6 1.77

风管式
通风系统

0.931 305.6 754.0 4.19

工况 1（1）  工况 2（1.5） 工况 3（2）  工况 4（2.5）

工况 1（1）  工况 2（1.5）  工况 3（2） 工况 4（2.5） 工况 5（1）  工况 6（1.5）  工况 7（2） 工况 8（2.5）

工况 5（1）  工况 6（1.5） 工况 7（2） 工况 8（2.5） 工况 9（1） 工况 10（1.5） 工况 11（2） 工况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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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气流速度分布云图 （b）平均空气龄分布云图 （c）H2S 浓度分布云图

图 4   工况 5 与风管式通风系统在 Y=1.5m 成年男子呼吸区平面上各通风指标对比
（（a）、（b）、（c）中左侧云图为工况 5，右侧云图为风管式通风系统）

根据散发强度将其分成了总送风风量比为 2 的两块区域，
散发强度大的区域送风量也大，从而更好地稀释 H2S。但
从图 4（c）风管式通风系统的浓度分布云图中可以发现
在 Y=1.5m 成年男子呼吸区平面上重污染区 H2S 浓度仍比
较大，这说明在该风管式通风系统中，当底部不同污染区
H2S 散发强度比为 2 时，对应的总送风风量比应大于 2，
才能使 H2S 浓度分布更均匀。对比结果显示与风管式通风
系统相比，经过优化的无风管通风系统速度分布更均匀，
平均空气龄与 H2S 平均浓度更低。
3   讨论

某种技术方案能否得到采用除了技术上的先进性以
外，还要考虑其经济上的合理性。本文除了对经过优化的
无风管通风系统与风管式通风系统进行通风效果对比以
外，还采用费用年值法 [8] 对两套通风系统进行经济性分析，
即建立通风系统费用年值数学模型，对投资、运行及维护
等费用进行比较。结果显示经过优化的无风管通风系统费
用年值也比较低，且无论是初投资还是年运行维护费用均
低与风管式通风系统。由于篇幅原因，未将经济性比较结
果放于本文中。

经过优化的无风管通风系统的气流组织虽然已比较接
近单向活塞流，但在静压箱附近气流仍比较紊乱，这主要
是由于内部均流孔板开孔均匀，而气流的静压却不相同，
靠近静压箱中部的气流静压比较大，相应的出流速度也比
较大。由于静压箱附近存在较大范围的气流滞止区，该处
含有高浓度 H2S 的气流被卷吸到了出流速度比较大的中轴
线区域，导致了另一个重污染区域的产生。对此我们可与
采取两种改进方式：（1）简化该地下污水处理厂的设计，
仿照送风段 2，去除送风段 1 中的静压箱与均流孔板，将
水平放置的送风机改成吊顶式。（2）改进均流孔板的设计，
根据静压箱中气流静压分布将均流孔板分成孔隙率不同的
各区域，气流静压小的位置相应孔隙率大。改进方法一比
较简单，造价比较低；改进方法二相对比较复杂，但获得
的气流组织更均匀。

在风管式通风系统的设计中，虽然已根据底面 H2S 散
发强度不同相应地将总送风风量比设计成 2，以更好地稀
释呼吸区平面上的污染物，但从模拟结果中可以发现要想

使 H2S 分布更均匀，总送风风量比必须大于 2，即重污染
区域总送风量需更大。
5   结论

本文针对地下污水处理厂传统风管式通风系统存在的
一些弊端进行了一些思考，提出了一种新型无风管通风系
统，并以送风风量比与排风口开启位置两个变量对其进行
优化，发现在该案例中当送风风量比为 1，排风口位置位
于污水处理厂中部，即污染区分界线正上方时通风效果最
佳。

随后本文考虑速度不均匀系数、平均空气龄与 H2S 平
均浓度三个指标，发现经过优化的无风管通风系统在这些
指标上均优于风管式通风系统。

最后本文对两套系统进行了动态经济分析，结果显示
无风管通风系统除了能够减少建筑层高，节省大量土建成
本以外，还具有更低的初投资与运行维护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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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与天然气管线野外泄漏的情况不同，由于城区环境复

杂，燃气管网泄漏后的气体污染物随风扩散的情况会受到
附近楼宇建筑的干扰，燃气可能局部聚集，况且天然气爆
炸浓度下限很低（在空气中体积分数 5%），极易危害周
边人员的安全。城区燃气管道气体泄漏往往具有突发性和
隐蔽性，因为在泄漏状况下埋地管道的上层土壤基本保持
完好的情形不在少数，比如管道老化腐蚀穿孔、应力变形
开裂等。

气体扩散一般包括分子扩散、动量扩散和漂移扩散，
对于泄漏气体先经过土壤再扩散至大气的情况应采用渗流
模型，该过程实际为分子扩散与漂移扩散的耦合。对于泄
漏的天然气在大气环境中的扩散，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较为
充分的研究。然而由于土壤介质的真实物理结构相当复杂，
土壤孔隙度、含水率、粒径尺寸等直接影响气体扩散行为
的参数在深度方向上变化较大，这就使得学者们对气体在
土壤中扩散的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结果难以准确符合实验
数据，而且对这方面研究的深入性相当不足 [1,2]。
1   物理模型与边界条件设置
1.1   物理模型构建

城区埋地管道天然气泄漏至大气环境之前需要先经过
在土壤层中扩散的过程，如图 1 所示，1-1 为土壤 – 空气
界面，2-2 为泄漏点 L 所在的土壤水平剖面（假设泄漏口
位于管道正上方，泄漏孔半径为 r0），H 为 L 点到界面的
距离，D 为埋地管道直径，泄漏气体沿着半球面 S 径向扩
散（相当于忽略 2-2 面以下的气体扩散量）。天然气经过
土壤层之后进入城市街区环境随风扩散。

图 2 为两种常见的街区布局，相关尺寸数据选取如
下：建筑物单层高度为 2.8m，高层建筑层数为 16（取为

45m），低层建筑层数为 8（取为 25m），楼间距为向阳
侧建筑物高度的 1.5 倍，街道为八车道，单车道宽度为
4m。

对于单个建筑物模型，计算区域的宽度和上边界应不
小于 5 倍的标志性建筑楼高。进口边界到建筑物的距离一
般取 5~10 倍楼高，出口边界距离建筑物不少于 10 倍建筑
物楼高。至于泄漏点的位置，一般情况下，城镇埋地燃气
管道敷设在人行道下方，考虑到街道外侧绿化带宽度，所
以泄漏点定在距离建筑物外墙 15m 处。
1.2   边界条件设置

城市街谷一般是处于大气边界层之中，因此空气流速
在高度方向上一般呈现典型的梯度分布，因此对空气来流
面作相应的速度修正。对于风速的修正以指数律最常用 [3]：

          =(          )α

天然气埋地管道小孔泄漏量估计及扩散模拟
时玉树，王    瑜，杨静静 

（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山东青岛   266580）

［摘   要］城市街区埋地管道发生泄漏时，天然气一般要先经过土壤而后进入大气中扩散。本文通过理论推导得到小
孔型连续性泄漏下甲烷的泄漏速率计算公式，将该理论计算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对比，证明了该公式的合理计算精度并确
定了其适用范围。此外，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探究了土壤的渗透性对泄漏扩散过程的影响，并针对两种典型的街区布局建
立物理模型，模拟分析了不同环境下的有害气体浓度分布。

［关键词］天然气；小孔泄漏；多孔介质；数值模拟

Estimating of Aperture Leakage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Diffusion for 
Buried Pipeline of Natural Gas

Shi Yu-shu, Wang Yu, Yang Jing-jing 
(College of Pipeline and Civil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266580, China)

［Abstract］Leaked natural gas should diffuse in soil firstly and then into the atmosphere when the buried pipelines leakage 
happened in urban street canyons. For point source leaking continuously, this study has derived a formula for estimating the leakage 
and confirmed its applicability via compared with simulation results. In addition, the paper has investigated the influence of soil 
permeability on the leakage proces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leaked natural gas in street canyons with two different kinds of block 
layouts based on 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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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等高建筑布局（左）与非等高建筑布局（右）

图 1   泄漏点附近的土壤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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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Uz 为高度 z 处的水平方向风速（m/s）；U0 为
参考高度 z0 处的水平方向风速（m/s）；α 由地形粗糙度
来决定。本文选取 α=0.3，z0=800m 处的风速 U0=10m/s。
具体各边界条件设置见表 1。

表 1   边界类型

边界位置 边界类型

泄漏孔 压力进口

土壤区域底边（管道上壁面） 固体壁面

土壤区域两侧边 压力出口

土壤区域顶边（空气区域底边） 界面

空气区域左边 速度进口

空气区域右边 自由出流

空气区域顶边 对称边界

建筑物表面 固体壁面

2   数学模型
2.1   天然气小孔泄漏量理论计算

假设管道内天然气成分为 100% 的 CH4，298K 时甲
烷物性参数如下表：

表 2   CH4 物性参数（温度：298K）

动力粘度 (Pa·s) 摩尔质量
(kg/kmol)

密度
(kg/m3)

对空气的扩散系数
(m2/s)

11.067×10-6 16.043 0.72 2.88×10-5

气体的泄漏量除了由于浓度梯度引起的扩散通量之
外，还包含由于气体的渗流所产生的通量，因此总通量表
示为：

J =JD+JF                                                                                                                           （1）

其中：JD 为扩散通量，JD =-        ；JF 为渗流通量，JF = 

 v·c；Dp 为甲烷对空气的扩散系数；c 为甲烷的局部浓度。
对于气体在多孔介质中的流动，不妨先假设渗流流动

是线性的（达西流动）并且忽略气体渗流的滑脱效应 [4]，
则存在速度与压力梯度间的关系式（2）：

v = -                                                                              （2）

辅以气体状态方程：

p = cZRT                                                                      （3）

由以上各式可以推出总通量：

J =-(        +     )                                                               （4）

则气体泄漏速率为：

G =∫A JDA=J·2πr2                                                          （5）

采用分离变量法可以得到：

       (     -     )=(        +     )(p0-p)                                 （6）

至于边界条件，水平方向：r=∞，p=0；竖直方向：
r=H，p=0。以两方向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气体通过小孔的泄
漏速率的估计值：

G =     (GX+GY )=π(        +    ) p0(r0+          )                  （7）

2.2   数值模拟方法
数值模拟过程中，气体压力不高，按不可压缩气体处

理，并且忽略温度场的影响，建立了二维非稳态流动模型，
对于湍流的计算采用 RNG k-ε 模型。不同介质中，动量方

程相应的源项有所不同。在空气中，考虑了竖直方向上的
质浮升力 ρgβs (s-sl)，N/m3；在土壤中，除了竖直方向的
质浮升力需要考虑外，还有粘性损失项和惯性损失项，即
附加源项 Si=-(    vi+C2   ρ|v|vi)，假定气体流动处于层流状
态， C2 可近似认为是 0，则 Si=-    vi=

Δ

p，k 为多孔介质渗
透率（m2/s）。
3   结果与分析
3.1   理论计算与数值模拟对比验证

3.1.1   土壤中的速度和压力分布
从图 3 可以看出，在 Y<0.6m 范围内的土壤多孔介质

区域，速度和压力的等值线均呈现近似的半圆形状，这与
前一节中所建立的理论模型中气体沿以泄漏点为中心的半
球面径向扩散的假设是相符的。

图 3   土壤中速度分布（左）与压力分布（右）

由于界面上的压力值为一个大气压，为满足这一物理
条件限制，竖直方向的平均压力梯度必定大于水平方向的
平均压力梯度。对于达西渗流，局部的速度近似正比于压
力梯度，同时考虑了质浮升力作用，故而导致了这种速度
分布状态。

3.1.2   天然气泄漏速率
土壤的基本参数设定如表 3[5]：

表 3   土壤的物理特性

土壤性质 单位 值

渗透率 m2/s 1.0×1010

密度 kg/m3 2650
导热系数 W/(m•K) 2.9

比热容 J/(kg•K) 732

通过数值模拟可以算得泄漏孔的气体平均流速 vave，
那么天然气的泄漏量可由式（8）计算得出：

G'=επr0
2vave /Vm                                                                                                          （8）

其中，ε 是土壤的孔隙率，一般是 0.2~0.4，此处取值
0.35；Vm 为摩尔体积（24.6L/mol）。

图 4   天然气泄漏速率与管道压力的关系

对于不同的管道压力工况，分别通过式（7）和式（8）
求得泄漏速率，如图 4 所示，可见两种方式算得的天然气
泄漏量值较为接近，管道压力从低到高逐渐增加时，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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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的绝对误差逐渐增加，但是二者之间的相对误差
始终小于 10%。此外，随着管道压力的增加，通过数值模
拟方法算得的天然气通过小孔的泄漏量成线性增加，这与
式（7）中泄漏量 G 与管道压力 p0 成正比是一致的。因此，
可以证明本文第二节中所建立的一维数学模型是合理的。
3.2   土壤的渗透性对泄漏扩散的影响

土壤的渗透性质直接决定泄漏的甲烷的速度以及浓度
分布。以砂质黄土为例，其渗透系数 K 取值在 10-4~10-6m/
s 之间，而渗透系数 K 与渗透率 k 之间存在关系 k =kρg/μ，
其中：ρ 为甲烷的密度，则可得对应的 k 取值一般在 10-9

~10-12m2/s。前面已经以 k =10-10m2/s 为例，验证了理论泄
漏量计算模型的合理性。因此本节又分别模拟了 k 取值为
10-9 和 10-12m2/s 两种情形，管道压力同为 0.3MPa。对比两
种计算方式的泄漏量及相对误差 e，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不同土壤渗透率下的泄漏量

k(m2/s) 10-9 10-10 10-12

G(mol/s) 0.8538597 0.085628 0.0009645
G′(mol/s) 0.6532807 0.079622 0.0008710

e 23.5% 7.5% 9.7%

可以看出，当土壤的渗透率增大时，泄漏量理论计算
模型的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相比误差也增大，当土壤渗透
率较小时（k<10-10m2/s），两种计算方式有较高的符合度（相
对误差在 10% 以内）。另外，根据图 5，k=10-9m2/s 时，
从整体上来看，甲烷自泄漏孔向四周扩散，但是在泄漏孔
两侧的狭小空间内分别产生一个涡，这就与前文所假设的
甲烷沿着以泄漏孔为中心的半球面径向扩散不完全相符；
而当 k ≤ 10-10m2/s 时，扩散形态是符合假设条件的。因此，
该理论泄漏量计算模型可以用于估计 k ≤ 10-10m2/s 情况下

k=10-9m2/s k=10-12m2/s

图 6   随时间变化的危险区域（楼高 45m）

图 7   随时间变化的危险区域（楼高 45m/25m）

t =15s t =270s t =400s t =900s

t =30s t =850s t =1500s t =1800s

图 5   泄漏孔附近的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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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泄漏量并且相对误差在 10% 以内。
3.3   城区街谷内的风场对泄漏扩散的影响

天然气渗透通过土壤层之后进入大气环境中扩散，
环境风场对之扩散范围和形态起主导作用。本小节将研究
两种常见的街区布局格式所形成的风场对天然气扩散的影
响。模拟工况：管道压力 0.5MPa，管道的埋深为 0.6m，
泄漏孔径为 0.01m，土壤渗透率为 10-10m2/s。

图 6、7 分别展示了不同建筑物高度下泄漏的天然气
扩散范围随时间的变化（该范围指危险区域：甲烷的体积
分数高于 5%）。可以看到（1）自泄漏发生之后，天然气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要积聚在街谷中，难以对下游区
域造成危害性影响；（2）根据有害范围的变化趋势来看，
污染物的扩散方式是受环境风场绝对主导的，甲烷沿着街
谷内呈顺着时针转动大尺度旋涡扩散；（3）泄漏过程是
持续的，污染物的量也不断增加，但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
内污染物的危害范围并没有明显的扩张；对于等高建筑，
污染区域会形成完整的闭环状最后以至于充满整个街谷，
而对于非等高建筑，甲烷主要积聚在建筑背风面以及街谷
的上半部分。
4   结论

土壤的渗透性直接影响气体的泄漏速率，当土壤的渗
透率 k ≤ 10-10m2/s 时，通过小孔泄漏的天然气在土壤中沿
着以泄漏孔为中心的半球面径向扩散，本文所推导的泄漏
量计算公式具有较高的精度；当 k ≥ 10-9m2/s 时，土壤中

在泄漏孔的两侧将产生涡。
建筑物对污染物向下风向区域的扩散有很强的屏蔽作

用。等高建筑的危险区域较大，泄漏一定时间后整个街谷
内的污染物浓度都达到爆炸下限值；对于非等高建筑的街
谷，对人们有直接影响的危险区域只是在建筑物的背风面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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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涡旋排风系统捕集污染物的数值研究
曹智翔，王    萌，王    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陕西西安   710055）

［摘   要］柱状空气涡旋具有较长的控制距离和较强的抽吸能力，对局部排风中污染物的捕集控制有很大应用潜力。
本文利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一种新型涡旋排风系统对不同类型和特性的污染物的控制效果及捕集效率。研究结果表明 : 
在合理参数范围内，新型涡旋排风系统可以生成流场特性稳定的柱状空气涡旋，其轴心位置存在较大负压梯度和上升速度，
能在长距离上对不同类型和特性的污染物进行高效的捕集控制，效果优于一般顶吸式排风罩。

［关键词］空气涡旋；污染物捕集；局部排风；气流流场  

Numerical Study on Pollutant Removal on a New Type of Vortex Exhaust System
Cao Zhi-xiang, Wang Meng, Wang Yi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Xi’an, Shannxi, 710055, China)
［Abstract］Column vortex flow has long control distance and strong suction force, which has great potential in local exhaust 

ventilation. In this paper, the performance of a new type of vortex exhaust system on removing differen t characteristics of pollutants 
are studi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vortex exhaust system has better performance on exhausting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pollutants in long distance when forming stable column vortex with large negative pressure and axial velocity, 
which is superior to the traditional canopy exhaust hood.

［Keywords］Column vortex; pollutant removal; local exhaust; air distribution

0   引言
局部排风系统是捕集污染物散发的重要手段。传统的

排风罩的排风过程类似于点汇，排风速度随着与排风罩口
距离的增加而快速衰减 [1]。因此排风罩口应尽量设置在污
染源附近。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限制，排风罩
口往往设置在与污染源有一定距离的位置，这时即使加大
风量也很难保证污染物的捕集效果。同时，除吸入污染物
之外，排风系统还同时从罩口四周吸入大量的洁净空气，
使得风机、管道、后处理装置规模等都要加大，大幅提高
了设备费用和运行能耗。因此，实现对污染物的高效捕集
控制将对局部排风系统的效果产生重大影响。

龙卷风、尘卷风等柱状空气涡旋具有控制距离长、卷
吸能力强等特点，可以将地面附近的物体卷吸到高空中。
因此如果能将柱状空气涡旋原理应用到局部通风系统中，
可以很大程度的提高局部通风系统对污染物的捕集效果。
通过对这类柱状空气涡旋发生机理的研究表明 [2-4]，其生
成需要满足 2 个条件：上部上升气流和下部角动量气流。
对于局部通风系统来说，顶部的排风罩已经满足了上升气
流的要求，因此只要能在下部提供合适的角动量送风气流，
就可以形成柱状空气涡旋，实现涡旋排风以达到对污染物
的高效捕集 [5]。

利用空气涡旋来控制污染物扩散，之前已经进行过一
些形式的研究 [6-9]。本文基于龙卷风等柱状空气涡旋的生
成机理，将一种新型涡旋排风系统应用于局部排风系统。
对于涡旋排风系统，其设计的关键是如何得到稳定并且强
度、范围可控制涡旋流场。本文采用理论设计、流场数值
计算的方式进行了涡旋排风系统的设计研究，实现了柱状

空气涡旋原理在排风系统上的应用，对提高局部排风系统
的效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   设计原理

涡旋排风系统通过顶部排风吸气而产生负压，这一负
压核心给底部旋转汇聚气流以向心力；而气流由于旋转作
用将产生离心力。在向心力和离心力平衡的范围内产生柱
状空气涡旋，如图 1 所示。柱状空气涡旋将收束于负压核
四周并朝向吸气口，利用这种现象形成了本文研究的涡旋
排风。

图 1   涡旋排风系统工作原理示意图

2   流场数值计算
2.1   数值计算方法

本文使用商业流体力学软件 ANSYS Fluent，对新型
涡旋通风系统的模型进行了流场数值计算。计算基于雷诺
时均 N-S 方程方法（RANS），湍流模型选用了 Realizable k-ε
模型，该模型可以较好地模拟旋转剪切流；近壁面处理选
标准壁面函数择 Standard wall function；空间无粘项采用
二阶迎风格式离散，运用 SIMPLE 算法对离散方程进行求
解。对所研究的柱状空气涡旋的控制方程描述如下。

排风

柱状空气涡旋

角动量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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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方程为：

        =0                                                                         （1）

时均方程为：

      +vj       = -          +            +                                    （2）

湍流动能方程（k 方程）为：

    ( ρk)+      ( ρkui )

=      [( μ+     )      ]+Gk+Gb-ρε-YM                              （3）

湍流耗散率方程（ε 方程）为：

    ( ρε)+      ( ρεui )

=      [( μ+    )      )]+ρC1Eε-ρC2                +C1ε   C3εGb           （4）

其中：p 为压强；ρ 为密度；vi 与 vj 为速度分量；xi、
xj 为坐标分量；k 为湍流动能；ε 为湍流动能耗散率；Gk

为由平均速度梯度而产生的湍流动能 k 的产生项；Gb 为由
浮力而产生的湍流动能 k 的产生项；YM 为由于在可压湍流
中脉动扩张的贡献；μt 为湍动粘度，由公式 μt=ρCμ      计算
得到；在 Realizable k-ε 模型中 Cμ 为经验系数，由 Cμ=   

      计算得到；C2、C1ε、C3ε 为经验常数，取 C2 = 1.9，
C1ε= 1.44，C3ε=1.0；σk、σε 为湍动能 k 和耗散率 ε 对应的
普朗特数，σk=1.0，σε=1.2。
2.2   计算模型与网格生成

排风系统数值模拟的物理模型置于一个计算空间中，
空间尺寸为 6m×6m×4m。圆形污染源置于空间底面中部，
直径为 1 m。排风罩在污染源上方 2m 的位置，直径为
0.5m。计算空间四周分别为压力入口（pressure inlet）和
壁面（wall）。污染源平面四周设置直径为 0.6m，高 0.1m
的环形角动量送风口，沿切向 45° 角送风，以便提供合适

的下部角动量气流，从而形成柱状空气涡旋。
利用 Gambit 网格生成软件对计算模型进行非结构化

四面体网格划分，并对污染源、送风口和排风口附近位置
进行局部网格加密，生成网格如图 3 所示。
3   数值计算结果及分析

为了分析新型涡旋排风罩作用效果，本文首先研究了
涡旋排风系统的基本流动特性，并对比了传统排风罩和新
型涡旋排风系统的核心区域的压力和轴向速度分布，并对
两种排风罩对两种不同性质气体 ( CO 和 SF6) 的捕集效果
进行了对比验证。当底部角动量送风系统不开启，只有顶
部排风罩工作时，可认为是传统顶吸式排风罩。两种通风
系统除送风方式不一样外，其他排风参数、排风罩布置参
数及有害物散发参数保持一致。针对前文给出的计算模型，
本研究中设置顶部排风口排风风速都为 7m/s，新型涡旋排
风系统的下部角动量送风风速为 2m/s。
3.1   流场分布

涡旋排风系统的流场流线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
当环绕污染源提供角动量送风时，污染源附近的流体通过
角动量送风得到了切向动量，流场具有明显的切向旋转速
度，流体向中间汇聚，旋转上升，最终在顶部排风罩的共
同作用下得到了稳定的柱状空气涡旋流场。 

图 5 和图 6 分别对比了涡旋排风系统和传统排风罩
的竖直截面速度分布和压力分布。由图 5 可见，涡旋通风
系统在污染源和排风口之间的轴心位置存在明显的负压分
布，因此污染源处散发的污染物在随空气涡旋上升过程中，
受到轴心负压梯度的限制而难以扩散逃逸，从而提高了涡
旋排风系统对污染物的控制效果。从图 6 中可知，涡旋通
风的柱状涡旋边缘位置上升速度很大，污染物通过柱状空
气涡旋旋转上升至排风罩口位置，大大增强了排风罩的控
制距离。而传统排风罩的速度分布类似于点汇，其排风速
度随着与排风口距离的增加而快速衰减，对较远距离的污
染源位置几乎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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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计算空间模型示意图 图 3   计算空间网格划分 图 4   流场流线图

（a）传统顶吸式排风罩 （b）涡旋排风系统

图 5   竖直截面压力分布云图（Pa）

压力入口

压力入口 压力入口

排风口

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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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传统顶吸式排风罩 （b）涡旋排风系统

（a）传统顶吸式排风罩 （b）涡旋排风系统

（a）传统顶吸式排风罩 （b）涡旋排风系统

图 7   核心压力对比图 图 8   核心轴向速度对比图

图 6   竖直截面速度分布云图（m/s）

图 9   X=0 切面 CO 质量分数分布

图 10   X=0 切面 SF6 质量分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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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核心位置压力和轴向速度分布对比
图 7 和图 8 分别对比了传统顶吸式排风罩和涡旋排

风系统在污染源与排风罩之间核心压力分布和轴向速度分
布。由图 7 可知，在污染源到排风罩口的整个范围内，涡
旋排风系统在核心区域都拥有更大的负压梯度，有助于减
少污染物的扩散，提高控制捕集效果。从图 8 中可以看出，
在污染源到排风罩口的整个范围内，涡旋排风系统在核心
区域都拥有更大的轴向速度，因此可以让污染物更快的从
散发处被输送到排风罩口，即降低了污染物在输送过程中
逃逸的几率，从而提高了控制捕集效果。
3.3   对不同特性污染物的控制捕集效果

本节利用组分传输模型，选择相对分子量小于空气的
一氧化碳 CO 和相对分子量大于空气的六氟化硫 SF6 进行
数值模拟，以对比 2 种排风系统对不同特性污染物的控制
效果。污染源处释放的污染物质量分数为气体总量的 1%，
初速度为 0.1m/s。

图 9 对比了污染物是 CO 时两种排风罩的表现。由于
CO 的分子量（28）较空气（29）略小，因此从污染源排
出的污染物受浮力有向上运动的趋势。可以看出，当污染
物本身有运动到排风口的趋势时，两种排风系统都能较好
的控制和捕集这些污染物。

图 10 对比了污染物是 SF6 时两种排风罩的表现。由
于 SF6 的分子量（146）远大于空气，因此污染物从污染
源释放后受重力影响很快失去上升速度并横向扩散。在这
种情况下，传统排风罩无法捕集到远距离的污染物，导致
捕集效率非常低。而对于涡旋排风罩，由于较大的中心负
压梯度和轴向速度，对远距离污染物依然保持了较高的控
制捕集效果。因此，涡旋排风罩对于长距离、大质量污染
物的控制捕集有很明显的优势。
5   结论

根据柱状空气涡旋形成所需的基本条件，本文利用数
值模拟方法研究了一种新型涡旋排风系统的基本流场特性
和对不同特性的污染物的控制捕集效果，得到了以下结论：

（1）在污染源散发位置附近设置角动量送气装置，配

合顶部排风罩，满足柱状空气涡旋生成的基本条件，得到
了较为稳定的柱状空气涡旋流场，验证了柱状空气涡旋在
局部排风系统中应用的可能性。

（2）分析了涡旋排风系统的流线分布、压力分布和轴
向速度分布，得到了涡旋排风系统的基本流场特性，为进
一步研究和优化打下基础。

（3）涡旋排风系统中的角动量送风气流对柱状空气涡
旋流场具有重要影响，数值模拟结果表明，涡旋排风系统
轴心位置存在较大负压梯度和上升速度，可以在长距离上
对不同类型和特性的污染物进行高效的捕集控制，通过和
一般顶吸式排风罩进行对比发现，涡旋排风系统对于分子
量和密度较大的污染物的捕集效果明显优于一般顶吸式
排风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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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铸造业是汽车、装备制造、钢铁、石化、电力等支柱

产业的基础，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众所周知，我
国是一个铸造大国，铸造企业近 3 万家，铸件产量自 2000
年起已连续 16 年居全球首位，与其后第二至第十位的国
家铸件产量总和相当，2015 年产量达 4560 万 t，占全球
总产量的 40% 以上，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铸造大国。

铸造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大气污染物（如图 1 所
示），其中粉尘等颗粒物是铸造工业生产过程中主要的大
气污染物，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将对大气造成加大
的污染。

图 1   铸造工业各个工部主要大气污染物种类

铸造工业近年来在大气污染物治理方面采取了大量的
措施，个别地方还制定了严格排放限值标准，促进了铸造

工业在大气污染物控制方面的发展，但是从全国的情况看，
还存在着排放浓度参差不齐的情况。本文通过对主要铸造
企业的环境监测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分析了当前铸
造行业的粉尘污染物的排放情况，以期为铸造行业相关标
准的制定、技术改造和研究提供基础数据的参考。
1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数据库抽样和现场调研相结合的方法。
为了调查铸造行业大气污染物的种类、排放工序及排放量
等详细数据，课题组对本行业不同铸件材质，不同熔化手
段、不同工艺手段的铸造企业进行了抽样实地调研，现场
调研企业总数达 150 余家，同时对铸造准入数据库进行了
详细分析，抽样企业达 800 余家，最后将数据进行汇总，
统一按工序分析如下：
2   粉尘排放浓度调查结果及分析
2.1   冲天炉颗粒物排放浓度调查结果

冲天炉颗粒物排放浓度调查结果如图 2 所示。冲天
炉检测颗粒物抽样企业 185 家，约有 78% 的冲天炉颗粒
物排放浓度小于 100mg/m3，65% 的冲天炉颗粒物排放浓
度小于 50mg/m3，且颗粒物排放数值较大的企业，除尘装
备一般为重力、喷淋、干法滤材等，加装布袋除尘的颗粒
物排放一般能保证到 30mg/m3 以下，64% 的冲天炉颗粒物
排放浓度小于 30mg/m3。
2.2   感应电炉颗粒物排放浓度调查

感应电炉颗粒物排放数据抽样感应电炉 242 座，主要
企业的颗粒物排放浓度如图 3 所示。根据调研结果分析，
约有 82.3% 的感应电炉颗粒物排放浓度小于 60mg/m³；
71.5% 的感应电炉颗粒物排放浓度小于 30mg/m3。
2.3 燃气炉（有色合金熔化）颗粒物排放浓度调查

燃气炉颗粒物排放数据抽样燃气炉 152 台套，抽样结
果如图 4 所示。由抽样结果可知，其中 75.9% 的燃气炉

铸造行业颗粒物排放浓度调查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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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实现 50mg/m3 以下的排放浓度。55% 的燃气炉可以实
现 30mg/m3 以下的排放浓度。
2.4   电弧炉（铸钢合金熔化）颗粒物排放浓度调查

电弧炉颗粒物抽样 148 台，抽样结果如图 5 所示。经
统计约有 94% 的电弧炉颗粒物排放浓度小于 100mg/m3。
2.5   造型工部颗粒物排放浓度调查

造型工部环境颗粒物排放浓度抽样企业 146 家，抽
样结果如图 6 所示。其中 66.7% 的企业造型工部环境颗
粒物排放浓度小于 20mg/m3。

2.6 清理工部颗粒物排放浓度调查
清理工部环境颗粒物排放浓度抽样企业 273 家，抽

样结果如图 7 所示。所示。其中 76.1% 的企业的清理工
部颗粒物排放浓度小于 50mg/m3。但是个别企业的清理工
部的排放浓度较高。
2.7   砂处理工部颗粒物排放浓度调查

砂处理工部环境颗粒物排放浓度抽样企业 202 家，抽
样调查结果如图 8 所示。84.7% 的企业砂处理工部环境颗
粒物排放浓度小于 50mg/m3。

图 2   冲天炉颗粒物排放浓度对比图

图 3   感应电炉颗粒物排放浓度调研结果

图 4   燃气炉颗粒物排放浓度统计结果

图 5   电弧炉（铸钢合金熔化）颗粒物排放浓度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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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无组织排放颗粒物排放浓度调查
无组织排放颗粒物检测企业抽样 186 家，抽样调查

结果如图 9 所示。从调研结果看，铸造行业在无组织排放
方面，100% 可以实现 1mg/m3 的排放浓度，51% 的被调
研企业可以实现 0.5mg/m3 的排放要求。
3   综合分析

从调研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如果按照现行国家标
准 ——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铸造行业基本可以
实现达标排放。但是，随着我国治理大气污染力度的加大，
部分地区已率先颁布实施较为严格的排放标准，如北京地

标规定的排放限值为 10mg/m3，山东为 50mg/m3，上海为
20mg/m3，从地方标准的限值要求可以看出，我国铸造工
业的颗粒物排放现状不容乐观，半数以上的企业难以满足
地方标准的要求。

另外，从全国来看，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对铸造行业
的颗粒物排放浓度加以限制，导致在没有地方标准的地区，
颗粒物排放浓度过大，对环境的影响也较大，不利于铸造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北京、上海、山东、河南等实施
较为严格的排放限值的地区的实践可以看出，铸造行业实
施较为严格的排放限值标准具有技术上的可实施性。因此，

图 6   造型工部颗粒物排放浓度调查结果

图 7   清理工部颗粒物排放浓度调查

图 8   砂处理工部颗粒物排放浓度调查结果

图 9   无组织排放颗粒物排放浓度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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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较为严格的颗粒物排放限值标准具有一
定的迫切性和现实需求。

从调研数据可以看出，铸造工业的多数现有除尘系统
亟须改造升级，以适应现有和未来排放限值标准的要求。
针对铸造行业的工艺特点，研究相关的改造技术路线和适
宜技术，是当前铸造颗粒污染物控制的重要任务。
4   对策建议

综合上述分析，对铸造行业颗粒污染物的对策建议如
下：

（1）从源头控制污染
要加大技术创新，有效阻止末端环节可能产生的大面

积多点扬尘的情况。从根本上减少铸造污染源的生产，建
议研究落实铸造清洁生产工程项目。

（2）从建厂抓起
新建铸造厂的环保措施一定要通过法律监督落实，铸

造厂总设计师必须具备较强的环保意识，环保暖通专业人
员一开始就应参加总体方案的研讨，对新装的铸造设备和
老厂技改项目也必须采用有效的环保措施和设备 , 对研制
的铸造设备，要配套完善合格的环保系统方能作为合适的
成品出售。专业铸造设备制造厂出售的铸造设备的配套性
环保措施的要逐步通过法律来进行约束。

（3）建立鼓励铸造企业加大节能减排投入的相关优惠
政策

坚持“扶优扶强、促进技术进步的原则”，享受增值
税优惠政策的企业在生产设备、生产工艺、技术水平和环
境治理方面应有较高的先进性，使这项政策起到支持先进
企业、淘汰落后企业的作用，促进行业的技术进步和有序
竞争。对享受增值税先征后退优惠政策的进行考核，要检

查所退资金是否重点用在节能减排和技术改造上，要抓实
际成效。实行节能环保项目减免企业所得税及节能环保专
用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政策。对节能减排设备投资给
予增值税进项税抵扣。

（4） 规范环保装备市场
规范环保装备市场通过建立相关供应商的质量、效果

的监督和检查，建立有序的市场氛围，从而促进供应商的
自我约束，建立优质的供应商推荐目录。“十三五”期间，
节能减排和绿色制造成为我国发展的主旋律，各个行业都
在围绕着这个主题做文章，环境治理力度可谓空前。铸造
产业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产业，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也是
国家治理的重点，根据自身行业特点，铸造业要从宏观上、
从全行业范围内实现节能减排，就必须在政府的相关政策
上做出规定，制定“游戏”规则，实行政策导向，使铸造
企业向大型化专业化方向发展，这也是铸造企业实现健康
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5    结语

通过调研和数据分析，铸造工业急需促进以下几个方
面的工作：

（1）制定相关的排放限值标准，为铸造工业的技术改
造、新厂建设等提供标准依据，也为环境监督部门提供执
法依据。

（2）铸造行业工艺种类多，尘源复杂，进一步研究铸
造工艺尤其是近年来发展的新型工艺的尘源特性，是铸造
工业粉尘污染物控制重要工作之一；

（3）铸造工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粉尘污染物，
需要从工艺路线的选择、粉尘的捕集、废气的处理、除尘
设备的选择等方面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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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通风除尘管网的设计计算一般分为两个步骤 [1]：一是

进行设计计算，根据设计参数使用假定流速法大致得到管
网结构；二是对得到的管网结构进行平衡计算，使节点的
阻力达到平衡（对于除尘管网要求：主管段阻力与支管段
阻力相差不超过 10%）。但设计计算与平衡计算步骤冗长、
数据记载易混乱、计算繁杂，尤其是大型除尘系统的管网，
结构较复杂，抽风点多、分支管路多，管网风量平衡调试
很困难。若风量不平衡就会导致部分抽风点的风量达不到
要求，导致部分抽风点风量偏小或偏大。对于抽风点风量
不足的改进方法常常是增大风机风量或者改变原有的管网
结构。若增大风机风量，能耗将会大幅增加；而改变管网
结构可能会导致加大资金投入。所以对整个管网的设计来
说，保证节点的阻力平衡是整个通风除尘管网设计的关键。

过去国内一些学者在除尘管网设计计算及节能运行上
也进行过一些研究，如黄勇波等 [2,3] 通过对除尘管网节能
运行的研究指出，在保证总风量不改变的前提下，通过改
变支管的管径和阀门开度进行阻力平衡，使风量再平衡达
到设计要求。但是该研究并没有提及采用何种阀门，且阀
门的开度大小的具体操作并不明确。王树强等 [4] 对除尘管
网内粉尘的沉积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管网系统运行时，

管道如果倾斜放置，则气流向上的推力对粉尘的悬浮有一
定影响，使粉尘更不易沉降，不过管道的倾斜一定要大于
55°。薛晓丁 [5] 提出了一般枝状管网的求解模式，给管网
设计提供了一种思路。但在节点阻力平衡上的计算方法相
对比较落后和复杂。在管网系统图的绘制上，目前的方法
就是根据厂房条件和设计参数大致绘制出整个管网的系统
图，如邱章云 [6]、李宗信等 [7] 应用 Excel 编制 CAD 脚本
文件实现批量展点绘图、使用 Excel 与 VBA 相互通讯，
可以实现 Excel 与 CAD 连接绘制图纸。不过该方法在通
风除尘管网的平衡校核计算中不能实现对图纸进行动态、
有效、精确地调整。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主要阐述了利用 VB 对管网的设
计计算和平衡计算进行软件开发，平衡计算采用管径调节
和增设插板阀的阀门开度调节，计算部分产生的数据用
Excel 输出。绘制管网系统图采用 Excel 编制 CAD 脚本文
件。计算部分和绘图都采用 Excel 软件，所以本软件能实
现计算和绘图的一体化，且计算部分产生的数据对脚本文
件进行调整，实现图纸的动态、精确绘制。
1   通风除尘管网计算软件开发
1.1   技术路线

图 1 所示为软件开发的技术路线。其步骤大致如下：
首先在 Excel 表格中编制能绘制管网系统图的 CAD 脚本
文件，再将文件导入 CAD 中，绘制出大致的管网系统图，
随后进行计算部分，在软件中输入设计参数，经过设计计
算和平衡计算后产生的数据以 Excel 表格的形式输出。最

通风除尘管网阻力平衡计算的软件开发及应用
孙志顺，钱付平，张    天

（安徽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马鞍山   243032）

［关键词］采用 Visual Basic6.0 对通风除尘管网阻力平衡计算进行软件开发，软件主体部分为通风除尘管网的设计计
算与平衡计算，平衡计算部分采用调整支管管径和增设插板阀并通过改变阀门的开度使节点达到阻力平衡，同时本软件与
Excel、CAD 互相通讯，在管网的计算和绘图上实现一体化。结果表明：本文开发的软件有效地解决了管网的设计计算与
平衡计算中的步骤冗长、数据记载易混乱、计算繁杂等问题；在不改变管网总风量的情况下，利用调整支管管径和增设插
板阀并通过改变阀门开度可以使节点阻力差（不平衡率）有效控制在 10% 以内；利用 VB、Excel 和 CAD 之间相互通讯使
绘制出的除尘管网系统图更为精准、快捷、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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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oftware of the resistance balance calculation in ventilation and dust removal network was developed using 
Visual Basic 6.0. The main part of the software consists of the design calculation and resistance balance calculation of the ventilation 
and dust removal network, and the balance calculation was realized by adjusting the diameter of the branch pipe, adding the 
flashboard valve, and changing the opening ratio of the valve. In addition, this software was communicated with CAD and Excel to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network calculation and draw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oftware in this study can effectively solve 
some problems in network design calculation and balance calculation, such as lengthy steps, data records easily confused and the 
complex calculation and so on. Without changing the total air flow rate of the pipe network, the node resistance difference ca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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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利用所产生的数据对初始 Excel 表格中编制的 CAD 脚
本文件进行修改。如此便可得到较为准确的管网系统图。
1.2   软件简介

在图 1 中，从“输入设计参数”开始到“用 Excel 输
出计算后的数据表格”这一部分是利用 VB 开发的软件实
现，其中主要包括“设计计算和平衡计算”两大模块，同
时采用 Microsoft Access 软件建立数据库与 VB 语言连接
进行程序开发，使用 VB 中的实用控件与数据库进行连接，
实现对计算部分所产生的数据进行记载、储存和管理等，
再通过写入代码的方式与 Excel 进行连接，将数据导出。
图 2 和图 3 分别为设计计算和平衡计算的界面图。

图 2   管网设计计算界面图

图 3   管网平衡计算界面图

设计计算是在获取整个管网大致的走向和设计参数后
进行，得到管网的大致结构及有关参数，包括管径、管内
风速、局部阻力及摩擦阻力等等。在进行设计计算时需要
输入如三通、弯管等局部管件参数以及单位长度摩擦阻力
等，对于这些局部管件本软件可以实现对部分常用管件局
部阻力系数的查询，如图 4 所示。单位长度摩擦阻力也可
在软件中查找通风管道单位长度摩擦阻力线算图。

图 1   除尘管网的技术路线图

（a）阻力系数表

（b）突扩的局部阻力系数
图 4   局部阻力系数查询界面查询图

平衡计算是对节点进行校核，判断主管段与支管段的
阻力差是否超过 10%，对超过 10% 的节点进行调整。本
软件中采用了两种平衡的方式，一是改变支管的管径，管
内风速及阻力随之改变以实现节点的阻力平衡；二是增设
插板阀，通过改变阀门的开度来增加或减小局部阻力达到
节点的阻力平衡。当然如果单一的管径调节或者阀门调节
不足以达到节点的阻力平衡，两者也可以共同调节。

针对管网中的部分管段因易发生磨损而影响管网除尘
效果的问题 [8]，也可运用本软件的平衡计算部分对该部分
管段进行优化设计。
2   软件应用案例及分析  
2.1   案例概述  

某通风除尘系统为负压除尘，有 3 个抽风点。系统的
主要组成部分：1 台风机，1 台水膜除尘器及除尘风管。

表 1 为管网的部分设计参数。
表 1   管网的部分设计参数

管段 1-2 2-3 3-4 5-6 7-8 9-2 10-3
管长 /m 5.5 5.5 3.7 6.2 12 5.4 4.2

气体流量 /(m3/h) 2700 5350 10850 10850 10850 2650 5500

2.2   案例设计
2.2.1   编写初始脚本文件
首先在 Excel 表格中编制能绘制整个除尘管网大致系

统图的 CAD 脚本文件，并将其导入 CAD 中绘制出管网系
统图。表 2 所示为绘制整个管网系统图的 CAD 脚本文件。

将表 2 所示的脚本文件导入 CAD 中得到整个除尘管
网的大致系统图，并将节点进行标注，如图 5 所示。

2.2.2   软件计算及数据输出
由设计参数中各抽风点的抽风量根据假定流速法先计

算出整个管网的大致结构，在图 2 所示在的界面中输入所
需要的设计参数进行设计计算。操作如下：

输入设计参数

确定管网结构

计算管段阻力

Excel 中写出管网
系统图的语句

在 CAD 中画出
大致的官网系统图

用 Excel 输出
计算后的数据表格

对原有 Excel 表格中的
数据进行修改再作图

优化管网结构

节点压力差 <10%

结束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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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管径调节所输出的 Excel 表格

由 图 7 可 知 节 点 2、3 的 不 平 衡 率 分 别 为 26.7%、
8.784%，所以节点 2 需要进行调节，与节点 2 连接的支
管管径由 240mm 改为 220mm 后，不平衡率降为 8% 小于
10%，即达到平衡。

（2）开度调节：首先也是判断节点 2、3 的平衡率是
否超过 10%，和管径调节刚开始的步骤一致，之后就是对
不平衡的节点支管处增设插板阀通过改变阀门的开度来将
节点的阻力进行平衡。如图 8 以 Excel 形式输出阀门开度
调节后节点的不平衡率的情况。

图 8    插板阀开度的调节输出的 Excel 表格

图 8 所示为节点 2 不平衡的解决方法，即将支管处的
插板阀的开度调为整个开度的 0.8 左右。调整后的不平衡
率在 2.973%，满足设计要求。

2.2.3   改进初始脚本文件
运用设计计算和平衡计算产生的数据对初始 Excel 编

制的 CAD 脚本文件进行修改，之后再绘制整个除尘管网
系统图。如此绘制的管网系统图中每个管段的管径也都可
以标出。图 9 所示为修改过后的脚本文件。图 10 为改进
过后的脚本文件绘制出的除尘管网系统图。

如此，该除尘管网的设计已基本完成，在该管网的整
个设计过程中从 Excel 编写绘制管网的系统图 CAD 脚本
文件开始，经过设计计算和平衡计算并将计算产生的数据
再对初始的 Excel 表格中的脚本进行改进和标注，此过程
相当于一个回路，使得设计出的通风除尘系统更为精确。

（1）确认除尘管网工作状态下的参数（主要是温度）、
粉尘的特性（轻矿物粉尘还是重矿物粉尘）以及该管段是
水平还是竖直布置；

（2）在软件中依次输入各个管段初始参数，并进行设
计计算，将设计计算的结果（包括各个管段管径、阻力、
风速、风量、风量偏差率等）保存到数据库中；

（3）利用本软件与 Excel 的连接将数据库中的数据导
出，如图 6 所示。

图 6   设计计算数据的 Excel 表格

平衡计算是针对设计计算后，节点 2、3 是否平衡问
题进行的计算，对于不平衡的节点，可以采用管径调节，
也可增设插板阀通过改变阀门开度调节。

（1）管径调节：将节点 2、3 的主管段的压力和支管
段的压力依次输入。若不平衡率大于 10%，采用调整支管
管径的方法使节点的阻力差平衡，将设计计算出的支管管
径和管内的流速输入之后进行调节，一般情况下是可以调
整到阻力差小于 10% 的。 图 7 所示为以 Excel 形式输出
管径调节后节点的不平衡率的情况。

表 2   整个管网系统图的 CAD 脚本文件

pl pl pl pl pl pl pl
1000,1000 -200,2200 -2200,2200 -3600,1100 -3600,600 -4000,2200 -5000,1300

w @-2000,0 @-1000,0 @0,-500 @200,0 @-500,0 @100,0
5 @600,400 @0,500 @-100,-100 @-100,-100 @0,-1000 @0,80
5 @-1000,0 @-800,0 @200,0 @0,-200 @-500,0 @-100,0

@200,200 @0,-1200 @0,-1200 @0,-200 @100,100 @0,1500
@200,-200 @-200,-200 @400,-400 @-200,0 @0,200 arc @-200,-200
@-200,200 @200,200 @400,400 @0,200 -5000,1080 @200,200

@0,600 @200,-200 @0,1200 -5150,1230 @200,-200
@600,400 -5000,1380
@-2000,0
@200,-100 arc

@-400,-300 -5000,1080
@0,-600 -4880,1200

@-200,-200 -5000,1300
@200,200
@200,-200

注：pl、w、arc 分别是 CAD 语言中的线段、线宽、圆弧，@ 为下一点坐标。

图 5   除尘管网的大致系统图

系统流程为：→ 尘源 → 抽风管网 → 除尘器 → 风机 → 排放烟囱

注：图中数字表示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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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修改过后管网系统的 CAD 脚本文件

注：数字为节点椭圆为圆管 2R 为管径

图 10 修改过后的管网系统图

3   结论
使用 VB 对通风除尘管网阻力平衡计算进行软件开发，

采用管径调节和阀门的开度调节对节点进行阻力平衡，同
时连接 CAD 和 Excel 自动绘制管网系统图，得到如下结论：

（1）在除尘管网的设计计算与平衡计算上将设计参数
输入便可，尤其对抽风点多，节点多的大型管网管，具有
方便、快捷、准确的特点，同时软件连接 Excel 输出有关
数据进行，方便数据的记载。 

（2）在平衡计算方面，本软件使用了管径调节和阀门
调节。这类的调节方法只需要将风量进行重新分配，不用
改变总的设计风量，也不用更换设备，平衡后的除尘管网，
较以前的增大风机风量或将管网进行改造而言，不仅可以
保证除尘效果，达到环保要求，还能节约投资，节约能源。

（3）利用该软件与 CAD 和 Excel 相互通讯在绘制除
尘管网的系统图上形成一个回路，将平衡计算的结果实时
地反应在系统图上，大大提高设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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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传统的拉格朗日颗粒追踪法在管道磨损的领域内虽

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是该方法未考虑到颗粒碰
撞对两相流的流动特性的影响。同时对弯管磨损的研究
也只停留在磨损后的研究，并不能对颗粒对弯管的磨损
进行实时的观测与研究 [1]。离散单元法（Discrete Element 
Method，DEM）因其在处理颗粒碰撞问题上的优势，通
过与计算流体力学 CFD 方法相耦合，被越来越多的用于
气固两相流的研究。Tsuji[2] 等人最早将 CFD 和 DEM 相结
合来解决二维气固流化床的问题，开创了 CFD-DEM 耦合
的先例。Chu[3] 等对三维弯管内气力输送问题进行模拟，
以颗粒对管壁的冲击力代表壁面的磨损程度，统计结果与
实验数据稳定好较好。Varga 等 [4] 利用 CFD-DEM 方法来
模拟进料管中的颗粒流对壁面的磨损。预测结果与实验室

侵蚀试验中的磨损率相一致。Dubey 等 [5] 基于 CFD-DEM
方法对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中 90° 弯管内磨损进行模拟，并
通过与实验对比验证了基于 CFD-DEM 方法对弯管进行磨
损预测的可行性。杜俊等 [6] 基于 CFD-DEM 方法对 90˚ 弯
管内稀相气固两相流流动特性以及固相颗粒的碰撞进行了
数值模拟，并引入了“颗粒绳”的概念解释了不同气流速
度、质量流量以及弯径比对壁面的碰撞差异。Xu 等 [7] 基
于 CFD-DEM 中的剪切冲击能量模型（Shear impact energy 
model，SIM）对 90˚ 弯管中的气固两相流侵蚀进行了单
相和双向耦合计算，区分了单向耦合和双向耦合的使用条
件。卢州等 [8] 基于 CFD-DEM 方法对 k =1~6 的 90˚ 弯管
内柱状颗粒的运动状态、碰撞特性、破碎原因及相关的力
学特性进行研究。Chen 等 [9] 基于 CFD-DEM 方法对 45˚、
60˚、90˚ 三种弯头内固液两相流侵蚀磨损进行数值模拟。
探究了不同弯曲角对最大磨损率大小以及位置的影响。

国内外通过 CFD-DEM 方法对磨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
模型的预测及其适用性上，忽略了各种因素对管道磨损规

通风除尘管道 90° 弯管磨损的 CFD-DEM 模拟
张俪安，钱付平，孙志顺，鲁进利，韩云龙

（安徽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安徽马鞍山   243002）

［摘   要］本文基于 CFD-DEM（Discrete Element Method）对通风除尘管道 90˚ 弯管管壁受力情况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
以粉尘颗粒对管道壁面的最大冲击力来间接反映管道的磨损大小，研究了不同入口风速、弯径比（k=R/D）、粉尘浓度、
粉尘粒径等对管道壁面的冲击力影响，并获取了颗粒 - 壁面的碰撞信息。结果表明，90˚ 弯管所受粉尘颗粒的最大受力点和
最大磨损率点所在的位置基本相同，且最大冲击力和最大磨损率所满足的规律是一致的。粉尘颗粒对管道壁面的最大冲击
力与弯径比满足一元二次函数关系，最大冲击力随着弯径比的增加呈现先减小后增加的趋势，颗粒群对壁面撞击次数随着
弯径比的增加而增多，撞击次数的增长速率相同；最大冲击力与入口风速以及粉尘浓度呈正比例关系，最大冲击力随入口
风速以及粉尘浓度的增加而增大，入口风速越大，颗粒群对壁面撞击次数增长速率越大，最终撞击次数越少。浓度越大，
颗粒群对壁面次数增长速率越大，最终撞击次数越多；最大冲击力与粉尘粒径呈三次方的关系，最大冲击力随粉尘粒径的
增加而增大，颗粒群对壁面的碰撞次数不随粉尘粒径的变化而变化。

［关键词］CFD-DEM；90˚ 弯管；磨损率；数值模拟

CFD-DEM Simulation of 90° Elbow Erosion for the Ventilation and Dust 
Removal Pip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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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force on the pipe wall of 90˚elbow for the ventilation and dust removal pipeline were simulated using CFD-
DEM, and the maximum impact force of the dust particles on the pipe wall was used to indirectly reflect the erosion of the pipeline. 
The influences of the bend diameter ratio (k =R/D), inlet gas velocity, dust concentration, dust size on the force were studied, and the 
particle-wall collision information was obta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sition of the maximum erosion rate and the maximum 
force point of the elbow are basically same, and the law of the maximum erosion rate is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the maximum impact 
force. The maximum impact force of the dust particles on the wall of the pipe and the bend diameter ratio meet the univariate 
quadratic function. The maximum impact force decreases with the bend diameter ratio, and vice versa. The number of impacts of 
the particle group on the wall increases with the bend diameter ratio, and the increase rate of the number of impacts is the same. The 
maximum impact force is roughly linear with the inlet gas velocity and dust concentration, and increases with the inlet gas velocity 
and dust concentration, the larger the inlet gas velocity, the greater the increase rate of the collision number of particles on the wall, 
the less the number of final collisions. The larger the dust concentration, the greater the increase rate of the collision number of 
particles on the wall, and the more the number of final collis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ximum force and the dust particle 
size is basically cubed, and the maximum impact force increases with the dust particle size, the number of collisions of the particles 
on the wall does not vary with the dust particle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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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影响。且模拟使用的方法比较单一。因此本工作以通
风除尘管路中 90˚ 弯管为研究对象，基于 CFD-DEM 对通
风除尘管路中 90˚ 弯管进行数值模拟，计算不同工况下管
道壁面的受力规律，通过受力规律来探究磨损规律，并与
CFD-DPM 模拟的结果进行对比，综合考察弯径比、入口
风速、粉尘特性等对弯管磨损的影响，研究结果可为通风
除尘管路的优化设计提供理论指导。
1   90˚ 弯管数值计算模型
1.1   气相控制方程

流体的连续性方程和动量方程如下 [10]：

        + Δ

( ρf uf )=0                                                          （1）

              + Δ·

( ρf uf uf )= -

Δ

P +

Δ

·( μf

Δ

 uf  ) +ρf g- fdrag      （2）

式中，ρf 为流体的密度（kg/m3）；uf 为流体的速度
（m/s）；µf 为流体的动力粘度（N·S/m2）；P 为压强（Pa）；
fdrag 为控制体内平均颗粒流体阻力（N）。
1.2   离散相控制方程

颗粒在流体中的运动形式主要包括平动和转动，在颗
粒的运动过程中，颗粒与相邻的颗粒或者固体壁面发生碰
撞的同时还会与周围的流体发生相互作用，整个颗粒流系
统中的动量和能量被不断交换。颗粒 i 的平动和转动方程
如下所示 [11]：

mi      =∑( fc,ij+fd,ij)+fpf,i+mi g                                          （3）

Ii         =∑Tij                                                                  （4）

式中：mi，ui，ωi，Ii 分别为颗粒 i 的质量，平移速度，
旋转速度及惯性矩；kn 为颗粒 i 接触的颗粒数；fpf,i 为颗粒
与流体的相互作用力之和；fc,ij 为颗粒之间的切向和法向
作用力；fd,ij 为颗粒之间的切向和法向阻尼力。mij 为颗粒
自身的重力；Tij 为颗粒碰撞产生的扭转力。

1.3   边界条件
在进行 CFD-DEM 迭代耦合计算时，气流以速度入口

进入计算区域，以自由出流离开计算区域，计算的区域相
关尺寸如图 1 所示。

图 2 为数值模拟需要所划分的六面体结构化网格，对
于 90° 弯管的边界层进行了加密处理，其它条件如表 1 所
示。

表 1   模拟过程相关参数

参数名称 取值 参数名称 取值

颗粒密度（kg/m3） 1550 质量流量（kg/s） 9.42×10-3

颗粒浓度（g/m3） 30 入口风速（m/s） 10
颗粒粒径（mm） 1 管壁材料密度（kg/m3） 2700

颗粒泊松比 0.5 管壁的泊松比 0.34
颗粒剪切模量（Pa） 1×108 管壁剪切模量（Pa） 2.5×1010

颗粒 – 颗粒恢复系数 0.5 颗粒 – 管壁恢复系数 0.5
颗粒 – 颗粒静摩擦系数 0.6 颗粒 – 管壁静摩擦系数 0.4
颗粒 – 颗粒动摩擦系数 0.05 颗粒 – 管壁动摩擦系数 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颗粒与壁面碰撞规律

图 3（a）为弯径比 k =1、2、3 时颗粒群对 90˚ 弯管
壁面撞击次数关系图。由图可知，在直管段时，不同弯径
比下，颗粒群对管道壁面撞击次数都接近 0，这是因为起
始阶段不同弯径比下，颗粒在水平段运动时主要受到颗粒
自身的重力以及流体对颗粒的作用力，颗粒的运动状态并
不会出现太大的改变，再加上起始通入的颗粒群质量流量
相对较小，因此稀疏的悬浮运动造成的碰撞次数在开始阶
段很少。在弯管部分发现弯径比越大，颗粒对管道壁面的
撞击次数越多，这是因为弯径比越大，颗粒在管道内的运
行时间越长，碰撞次数越多。

图 3（b）为入口风速 u =5、10、15m/s 时颗粒群对
90˚ 弯管壁面撞击次数关系图。由图可知，在直管段时，
当入口风速为 5m/s 时，撞击壁面的次数较多，当大于 5m/s

kn

n=1

kn

n=1

dui

dt
dωi

dt

∂ρf

∂t
∂( ρf uf)

∂t

（a）弯径比 （b）入口风速 （c）粉尘浓度 （d） 粉尘粒径

图 3   不同工况下颗粒 - 壁面的碰撞规律

图 1   计算区域及边界条件设计示意图 (k =1) 图 2   CFD 数值计算所使用的网格 (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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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颗粒群对直管段壁面撞击的颗粒数目基本上为 0，这
是因为颗粒群受重力的作用，在风速较小的情况下，气流
携带作用弱，颗粒首先会因为沉降作用撞击到管道壁面。
当进入弯管段后，入口风速越大，颗粒群对壁面撞击次数
增长速率越大，最终撞击次数越少，这是由于速度小的颗
粒在管道内的滞留时间长，撞击次数增加所造成的。图 4
（c）为入口浓度 Cp=20、30、40g/m3 时颗粒群对 90˚ 弯管
壁面撞击次数关系图。由图可知，在直管段时，不同浓度下，
颗粒对管道壁面的撞击次数都接近 0。当颗粒进入弯管段
后，颗粒群的浓度对管壁碰撞的次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粉尘浓度越大，颗粒群对壁面撞击次数增长速率越大，最
终撞击次数越多，这是由于浓度越大，单位时间内进入管
内的颗粒数越多，对管壁撞击的概率增大。图 4（d）为
粉尘粒径 dp=1、1.2、1.4mm 时颗粒群对 90˚ 弯管壁面撞
击次数关系图，随着时间的变化，不同粒径大小的颗粒撞
击壁面的次数的变化是相同的，且规律一致。这是因为颗
粒粒径的细微增长并没有有影响流场对颗粒的携带作用，
且单位时间内进入管道的颗粒数是相同的，粉尘粒径的变
化并没有使撞击壁面的概率发生改变，因此不同粒径下，
粉尘颗粒对壁面的撞击次数随时间的变化是一致的。
2.2   最大冲击力点与最大磨损点位置变化

不同的弯径比下，粉尘颗粒对壁面撞击产生的最大磨
损点的位置是不同的，即最大位置的偏转角不同，由于弯
径比对最大冲击力的位置影响最大，因此本文对不同弯径
比下颗粒对壁面的最大冲击力位置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图
4 为粉尘颗粒在不同弯径比的90˚ 弯管内部的运动状态图。

由图可知，随着弯径比的增加，在靠近弯管出口处的管壁
内侧的浓度也逐渐升高，粉尘颗粒对管壁的主要撞击点逐
渐向弯管入口处靠近，即撞击的偏转角逐渐减小。

为了更直观的观察偏转角的变化，基于 CFD-DEM 计
算了不同弯径比下粉尘颗粒对管壁的最大冲击力所在的位
置，并与 CFD-DPM 模拟的结果进行了对比。如图 5 所示，
结果表明，随着弯径比的增加，粉尘颗粒对壁面的最大冲
击力点逐渐向入口靠近，且与最大磨损点变化趋势是一致
的。

图 5   不同的弯径比下壁面最大磨损率与受力点位置对比

3.3   弯径比对最大冲击力的关系
图 6（a）为不同的弯径比对 90˚ 弯管壁面最大冲击力

关系图。对数据进行拟合后发现，粉尘颗粒对管道壁面的
最大冲击力与弯径比满足一元二次函数关系，随着弯径比

图 4   不同弯径比下，颗粒运动状态分布对比图（u =10m/s，dp =1mm）

（1）k=1 （2）k=2 （3）k=3

（4）k=4 （5）k=5 （6）k=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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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粉尘颗粒对弯管壁面的最大冲击力存在先减小后
增大的趋势，当 k<3.39 时，粉尘颗粒对弯管的最大冲击
力随着弯径比的增加而减小，这是因为弯径比的减小直接
导致颗粒对壁面的撞击角度的减小。但是随着弯径比的增
加，如当 k >3.39 时，粉尘颗粒对管壁的最大冲击力随着
弯径比的增加而增大，这是因为，粉尘颗粒对管壁的冲撞
程度是由颗粒对壁面的撞击时间和撞击次数共同决定的。
随着弯径比的增加，弯管的体积增大，粉尘颗粒撞击壁面
的时间延长，撞击次数增加，最大冲击力逐渐增大，即当
k=3.39 时存在最佳值，图 6（b）为最大磨损率与弯径比的
关系图，由图可知，两者的规律基本上一致，且当 k=3.45
时，存在最佳值。
2.4   入口风速与最大冲击力的关系

图 7（a）为不同的入口风速对 90˚ 弯管壁面最大冲击
力的关系图，通过拟合曲线可以看出，拟合程度较好，这
是因为单纯改变速度的大小并不能很大程度地改变粉尘颗
粒撞击壁面的位置，当速度增大时，撞击在同一位置颗粒

的动量增大，冲击的能量越大，每次对壁面造成的破坏就
越大，受力比较集中，因此随入口风速的线性关系比较明
显。在相同的颗粒携带率和粒径条件下，粉尘颗粒对管道
的最大冲击力与入口风速基本呈一次函数关系。最大冲击
力随着入口风速的增加而增大，图 7（b）为入口风速与
最大磨损率的关系，由图可知，两者关系的变化趋势是一
致的。且都满足正比例关系。期间的波动是由生成颗粒初
始位置不同、颗粒的离散性和颗粒间碰撞的不可预测性所
造成的。
2.5   粉尘浓度与最大冲击力的关系

图 8（a）为不同的入口浓度对 90˚ 弯管壁面最大冲
击力的关系图。该图表明，颗粒对壁面的最大冲击力与粉
尘浓度基本呈一次函数关系，粉尘颗粒对弯管壁面的最大
冲击力随着粉尘浓度的增加而增大。但是颗粒对壁面的最
大冲击力随浓度的增加波动较大。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 DEM 中考虑了颗粒与颗粒之间的碰撞，随着粉尘
浓度的增加导致颗粒与颗粒间的碰撞机率增大；另一方面

图 6   弯径比对管壁最大冲击力以及最大磨损率的关系

 图 7   入口风速对管壁最大冲击力以及最大磨损率的关系

图 8   入口浓度对管壁最大冲击力以及最大磨损率的关系

（a）最大冲击力 （b）最大磨损率

（a）最大冲击力 （b）最大磨损率

（a）最大冲击力 （b）最大磨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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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浓度的增大说明单位时间内进入管道内的颗粒数目增
多，但并不表示撞击到壁面同一位置的粉尘颗粒的数目增
多，因此粉尘颗粒对管道的最大冲击力随粉尘浓度变化的
线性关系不明显。图 8（b）表明粉尘浓度与最大磨损率
的关系与最大冲击力所满足规律相同，其原因为固定的入
口速度下颗粒的动量及与壁面碰撞的频率已经确定，而浓
度的上升只会增加入射颗粒的数量。因此颗粒数增加，颗
粒对管壁的碰撞次数增加。
2.6   粉尘粒径与最大冲击力关系

图 9（a）为不同的粉尘粒径对 90° 弯管壁面最大冲击
力的关系图。在相同的入口风速和颗粒携带率下，粉尘颗
粒对 90˚ 弯管的最大冲击力与粒径基本满足三次方的关系，
粒径指数为 2.87。随粉尘粒径增大而显著增大。这是因为
通入相同的颗粒数时，粒径越大，颗粒的动能越大，撞击
能量越强，对管壁的破坏更大。图 9（b）为最大磨损率
与粉尘粒径的关系图。由图可知，最大磨损率和壁面最大
冲击力与粒径所满足的规律基本相同，最大磨损率与颗粒
粒径同样呈三次方的关系，且粒径指数为 2.88。
3   结论

粉尘颗粒对 90˚ 弯管壁面的撞击次数与各种工况之间
满足一定的规律。颗粒群对壁面撞击次数随着弯径比的增
加而增多，撞击次数的增长速率相同。入口风速越大，颗
粒群对壁面撞击次数增长速率越大，最终撞击次数越少。
浓度越大，颗粒群对壁面次数增长速率越大，最终撞击次
数越多。颗粒群对壁面的撞击次数不随粉尘粒径的变化而
变化。

粉尘颗粒对 90˚ 弯管的最大冲击力 FMax 随着弯径比的
增加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最大冲击力 FMax 与弯径比
k 满足一元二次函数关系，90˚ 弯管存在最优弯径比，通
过 CFD-DPM 和 CFD-DEM 求得的最优弯径比分别为 3.39
和 3.45；

粉尘颗粒对 90˚ 弯管的最大冲击力 FMax 随入口风速 u
以及入口浓度 Cp 的增加而增大，最大冲击 FMax 与入口风
速 u 以及入口浓度 Cp 都满足正比例关系。粉尘颗粒对弯
管的最大冲击力 FMax 与粉尘粒径 dp 呈指数变化，粒径越大，
对管壁的最大冲击力越大，通过 CFD-DEM 和 CFD-DEM
求得的粒径指数分别为 2.87 和 2.88。

通过 CFD-DEM 和 CFD-DPM 两种方法都可以实现通

风除尘管道磨损的预测，不同工况下粉尘颗粒对管道壁面
的最大冲击力与壁面的最大磨损率所满足的规律基本一
致，实际应用时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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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粉尘粒径对管壁最大冲击力以及最大磨损率的关系

（a）最大冲击力 （b）最大磨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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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转炉冶炼期间会产生大量煤气，因含尘量大，必须经

过净化处理才能得到有效地利用。OG（Oxygen Converter 
Gas Recovery）装置是回收转炉煤气的重要设施。上行式
可调喉口环缝文氏管作为新 OG 系统的核心部件，其运行
情况直接影响到系统的阻力及除尘效果。近年来，随着计
算机技术的发展，国内外已有众多学者利用 CFD 方法对
文氏管内的多相流动情况进行了研究，如 Pak 和 Chang[1]

利用 CFD 软件，基于欧拉 – 拉格朗日方法对 Pease-Antho-
ny 型文氏管进行了气 – 液 – 固三相流的数值模拟，分析
了其压降和除尘效率；卢涛 [2] 等人在 Fluent 平台上对第
三代 OG 系统的二文内部的流动与传热过程进行了三维数
值模拟；余小东 [3] 对第四代 OG 系统的下行式环缝洗涤
器的气 – 液两相复杂流动问题进行了 CFD 模拟，揭示了
转炉环缝洗涤器内多相流场特性和各个影响因素对阻力特
性的影响规律；Guerra[4] 等人利用试验以及 CFD 模拟研
究了文丘里洗涤器中通过多孔喷射雾化液体的影响因素；
Sharifi[5] 等人通过 CFX 结合群体平衡方程从而准确地预测

文氏管的压降。张旭 [6] 等人利用 CFD 软件计算了实际工
况下连续相烟气与离散相水滴在调径文氏管内的相互耦合
情况。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文献中的文氏管大都为下行式，
即烟气流动方向自上而下。本文研究的上行式可调喉口环
缝文氏管，烟气流动方向是自下而上，重砣为上行式，相
比前几代 OG 系统的文氏管，既降低了系统阻力又提高了
除尘效率。因此，对其内部的多相流动情况进行深入研究
分析，对于优化新 OG 系统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本文利用 CFD-DPM 方法对环缝文氏管的气 -
液两相流进行数值模拟，分析在相同煤气流量下，不同环
缝行程、不同液气比等对文氏管的压降以及文氏管出口液
滴浓度的影响，所得结果对新 OG 系统环缝文氏管的优化
设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   环缝文氏管的数值计算模型
1.1   模型的建立及网格划分

图 1 为环缝文氏管的三维模型（图中环缝行 程为
800mm）。含尘气体从底端进入，中间部分为可上下移动
的重砣，用以调节环缝文氏管喉口的开度。

使用 ICEM CFD 进行四面体网格划分，得到五种不
同环缝行程的网格模型，图 2 所示环缝行程为 800mm 时
的网格图。为了提高计算精度，对环缝文氏管进出口以及
重砣等部位的网格进行了局部加密。网格总数：314858，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重大项目（KJ2017ZD06）。
作者简介：梁梅（1993—），女，安徽宿州，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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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炉湿法除尘环缝文氏管气——液两相流数值模拟
梁    梅 1，钱付平 1，张    天 1，夏勇军 2，胡    笳 2，韩云龙 1

（1. 安徽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安徽马鞍山   243032；2. 安徽欣创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马

鞍山   243071）

［摘   要］本文基 CFD-DPM 方法，在相同烟气流量下对转炉湿法除尘环缝文氏管进行了不同环缝行程、不同液气比的气–
液两相流数值模拟。结果表明：文氏管收缩段的压降约占总压降的 75%，喉部的压降约占总压降的 20%；喉口烟气平均流
速为 106~192m/s；同一环缝行程下，文氏管总压降与液气比呈正比，而且环缝行程越大，液气比对压降的影响越大，当环
缝行程在 800~900mm 时液气比对压降的影响较显著；同一液气比下，文氏管总压降以及出口液滴浓度与环缝行程呈正比，
当环缝行程大于 700mm 时压降随行程增加的幅度较大。另外，出口液滴浓度的增长幅度也随行程的增加而增大。

［关键词］转炉湿法除尘；环缝文氏管；气 – 液两相流动；数值模拟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Gas-liquid Two-phase Flow in Annular Venturi of 
Converter Wet Dust Removal 

Liang Mei1, Qian Fu-ping1, Zhang Tian1, Xia Jun-yong2, Hong Jia2, Han Yun-long1  
(1.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243002, China; 2. Anhui Xinchuang 

Energy Sav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Co., Ltd, Ma’anshan 243071, China)
Abstract: The gas-liquid two-phase flow in annular gap venturi at different annular gap trip and liquid-to-gas volume ratio at 

the same gas flow rate was simulated using CFD-DPM method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ssure drop of the venturi 
at the contraction section accounts for about 75% of the total pressure drop, and the pressure drop at the throat is about 20% of the 
total pressure drop. The mean velocity of flue gas at the throat is between 106 and 192 m/s. The total pressure drop of the venturi is 
proportional to the liquid-to-gas volume ratio at the same annular gap trip. Moreover, the greater of the annular gap trip, the greater 
of the effect of the liquid-to-gas volume ratio on the pressure drop, the influence of liquid-to-gas volume ratio on the pressure drop 
is significant when the annular gap trip is at 800-900mm. The total pressure drop of the venturi and the droplets concentration at 
the outlet increases are proportion to the annular gap trip at the same liquid-to-gas volume ratio, and the growth rate of the pressure 
drop is greater with the annular gap trip when the annular gap trip is greater than 700mm. In addition, the growth rate of the droplets 
concentration at the outlet also increases with the annular gap trip.

Key words:  Converter Wet Dust Removal; Annular gap venturi; Gas-liquid two-phase flow; 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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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节点数：55786，网格质量：Min=0.374，max=0.999，
mean=0.776。
1.2   数值模拟方法

炉气中包含有烟尘颗粒和烟气，烟尘颗粒的密度约为
4000kg/m3，烟气密度约为 1.365kg/m3，一般炉气含尘质量
约为 0.1kg/m3，可见烟尘颗粒占据的体积远远小于烟气的
体积，故忽略烟尘颗粒对流动和传热的影响 [7]。由于喷淋
液滴的体积分数远小于气相的体积分数，视烟气为连续相，
喷淋液滴为离散相，将两相之间进行耦合计算。其中连续
相采用的是欧拉法来求解 N-S 方程，连续相数学模型包括
连续性方程、动量方程、湍动能 k 方程、湍流耗散 ε 方程、
能量方程，离散相喷淋液滴的模拟选用拉格朗日颗粒轨道
模型。

连续性方程、动量方程、能量方程可用一个通用公式
表示 [8]：

            + Δ

( ρuΦ)=

Δ

(ΓgradΦ)+S                                 （1）

其中 Φ 是通用变量，可代表 u、v、w、T 等求解变量，
Γ 为广义扩散系数；S 为广义源项。方程中的四项依次代
表了瞬态项、对流项、扩散项以及源项。 

湍流模型可采用 Realizable k-ε 模型，湍动能 k 方程和
湍流耗散 ε 方程分别为 [9]：

    ( ρk) +      ( ρkui) 

=      [( μ+      )      ]+Gk+Gb-ρɛ-YM+Sk                        （2）

    ( ρɛ)+       ( ρɛui) 

=      [( μ+      )      ]+G1ε   (Gk+C3εGb)-C2ε ρ     +Sε       （3）

式中：Gk 和 Gb 分别表示由层流速度梯度和浮升力产
生的湍流动能。YM 是可压缩流动中过渡的扩散产生的波
动效应。C1ɛ、C2ɛ、C3ɛ 是常量，σk 和 σɛ 是 k 方程和 ε 方程
的湍流 Prandtl 数，Sk 和 Sɛ 是用户定义的值。

液滴运动方程：

       =Fd (u-up)+               +F                                        （4）

式中：Fd (u-up) 为烟气对液滴作用的单位质量曳力（本
文曳力定律采用 spherical 定律，即假设液滴为球形颗粒），
其中：

Fd =                                                                               （5）

式中：uP、g、ρP、F、Cd 和 Rep 分别为液滴的速度、
重力加速度、液滴密度、附加质量力（本文忽略）、曳力
系数和液滴相对雷诺数。

在同一个时间步长内，求解方法采用半隐式 SIMPLE
算法，压力、动量、湍动能、湍流扩散率均采用二阶离散
格式，这种格式在一阶迎风格式的基础上，考虑了物理量
在节点间分布曲线的曲率影响，有助于提高计算的精度和
稳定性。设定判断连续性、速度、湍动能、湍流扩散率的
残差收敛标准均为 0.001。

对于离散相，为了精确的描述喷淋的过程，在模拟计
算中考虑液滴所受的重力、曳力以及破碎。把雾滴颗粒群
作为离散体系，通过积分拉氏坐标系下的颗粒作用力微分
方程来求解离散相颗粒的轨道。用非稳态的离散相模型跟
踪液滴 [10]，采用随机轨道模型来考虑颗粒的湍流扩散，颗
粒的跟踪模型采用随机游走模型来考虑颗粒与流体的离散
涡之间的相互作用。
1.3   边界条件的设置

操作环境：外界大气压为 101325Pa。文氏管入口烟
气量为 105000m3/h，文氏管的喷嘴位于进水装置中心轴线
上，采用顺喷方式。具体的模拟设置如表 1、2 所示。

表 1   连续相边界条件

项目 连续相边界条件

入口边界类型 速度入口

入口速度 18.96m/s
出口边界类型 压力出口

出口压力 0
湍流强度 5%

湍流粘度比 10
壁面边界类型 无滑移的边界条件；绝热；颗粒逃离

进出口温度 300K

表 2   离散相设置

项目 DPM 设置

喷嘴类型 压力旋流喷嘴

液滴类型 Droplet
水温 300K
压力 1MPa

喷嘴直径 5mm

2   数值模拟结果与分析
2.1   流场分布

通过数值模拟可得到不同环缝行程的文氏管对称面上
的速度和压力分布云图，如图 3 所示（以环缝行程 800mm
为例）。从图 3 可以看出，总体上文氏管的压力在收缩段
降低，收缩段的压降约占总压降的 75%，喉部的压降约占
总压降的 20%，压力在喉部达到最小值，在扩展段压力得
到部分恢复。这是因为，在收缩段由于截面积不断减小，
因而流体速度不断减小，喉部的截面积最小，在喉部烟气
速度被加速到最大值，流速增大则静压降低，随后在扩展
段由于截面积的不断增大，流体速度又逐渐降低，从而静
压有一定回升。在本文所选行程范围内，喉口烟气平均速
度可达到 106~192m/s。

图 1   环缝文氏管 图 2   环缝文氏管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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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速度 （b）压力

2.2   环缝行程对喉口平均流速及文氏管出口液滴浓度的
影响

图 4 为相同煤气流量、相同液气比时环缝文氏管的喉
口开度和喉口平均流速随行程的变化关系。

由图 4 可知，环缝喉口开度随行程的增加几乎呈线性
减小，喉口平均流速随环缝行程的增加而逐渐增大。但由
于煤气是可压缩流体，不同行程下烟气的阻力或压力变化
不同，而且随着行程的增加，通过喉口部位的烟气流速更
大，气体对水的冲击更加激烈。因此，喉口处煤气流速并
不随行程线性变化。

图 3   环缝文氏管速度和压力分布云图

图 5 为相同煤气流量、相同液气比时环缝文氏管出口
液滴浓度随环缝行程的变化。由图 5 可知，总体上环缝文
氏管出口液滴浓度随环缝行程的增加而增大，而且出口液
滴浓度的增长幅度也随行程的增加而增大。这是因为，随
着环缝行程的增加，喉部气体的流速逐渐增大（如图 4 所
示），液滴的破碎主要发生在截面积较小的喉部，喉部气
流速度越大，液滴的破碎效果越好，因此随着环缝行程的
增加文氏管出口液滴浓度随之增大。当喷水量一定时，出
口液滴浓度越高则表示液滴的比表面积越大，从而有利于
粉尘颗粒被液滴包裹，提高系统的除尘效率。
2.2   环缝行程及液气比对压降的影响

图 6 所示为相同煤气流量、不同液气比条件下环缝文
氏管总压降随行程的变化关系。

由 图 6 可 知， 在 相 同 液 气 比 的 条 件 下， 环 缝 文 氏
管进出口的压降随行程的增加而增大，当环缝行程大于
700mm 时压降增长的幅度较大。这是因为，当环缝行程
大于 700mm 时，喉口平均流速增加较快（如图 4 所示），
因此压力在喉部降低的幅度较大，总压降随行程增加而增
大的幅度也就较显著。另外，在相同环缝行程的条件下，
液气比越大，环缝文氏管进出口的压降越大。这是由于随
着液气比的增大，煤气用于加速液滴所消耗的能量越多，
环缝段内阻力增大，即洗涤器前后压降增大。

图 7 为相同煤气流量、不同环缝行程时文氏管压降随
液气比的变化关系。由图 7 可知，不同环缝行程下，液气
比对环缝文氏管压降的影响程度并不相同。环缝行程越大，
液气比对压降的影响越大，当环缝行程大于 800mm 时，
液气比对压降的影响较显著。当液气比为 2.0L/m3 时，文
氏管的最大行程下的压降已超过 17kPa，因此建议液气比
控制在 2.0L/m3 以下。

图 4   喉口开度及喉口平均流速随环缝行程的变化关系 图 5   文氏管出口液滴浓度随环缝行程的变化关系

图 6   环缝文氏管压力损失随行程的变化关系 图 7   环缝文氏管压力损失随液气比的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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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本文基于 CFD-DPM 方法对新 OG 系统环缝文氏管内

气 – 液两相流进行了数值模拟，并分析了在相同煤气流量
下，不同环缝行程、不同液气比等对文氏管压降以及文氏
管出口液滴浓度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1）压力从收缩段大幅度降低，在收缩段的压降约占
总压降的 75%，在喉部的压降约占总压降的 20%，并且压
力在喉部达到最小值，在扩展段压力得到部分恢复。气体
流速在喉部被加速到最大值，环缝行程在 500~900mm 时，
喉部平均流速达到 106~192m/s。

（2）在相同煤气流量、同一环缝行程时，环缝文氏管
进出口的压降与液气比呈正比，而且液气比对转炉环缝洗
涤器压降的影响程度并不相同，环缝行程越大，液气比对
压降的影响越大，特别当环缝行程大于 800mm 时，液气
比对压降的影响较显著，因此建议液气比控制在 2.0L/m3
以下。

（3）在相同煤气流量、同一液气比条件下，环缝文氏
管进出口的压降与行程呈正比，当环缝行程大于 700mm
时压降增长的幅度较大；环缝文氏管出口液滴浓度与行程
呈正比，而且出口液滴浓度的增长幅度也随之增大。虽然
出口液滴浓度在行程大于 700mm 时增长幅度较大，更利
于提高系统除尘效率，但当行程大于 700mm 时文氏管压
降随行程的增长幅度也较大，压降过大会影响系统设备的
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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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随着国家对大气环境的日渐重视，燃煤锅炉逐渐被燃

油燃气锅炉替代。安全、舒适的锅炉房环境，不仅关系到
人员财产安全，也是保证锅炉正常运行的关键。锅炉房系
统设计中，国家相关标准对锅炉房位置、容量提出了规范
要求，笔者认为锅炉房的通风系统设计也应成为一个不可
忽视的重要内容。由于现有文献资料对于锅炉房的通风设
计涉及不多，也没有给出具体通风量计算方法，给通风设
计带来一定困难。本文结合笔者工作经验，对锅炉房的通
风设计做一分析、探讨。
1   燃气锅炉房通风系统设计原则

（1） 根 据《 锅 炉 房 设 计 规 范》（GB 50041–2008）
15.3.1 规定：锅炉间、凝结水箱间、水泵油泵间等房间均
有大量余热，当自然通风不能满足要求时，应采用机械通
风。标准其他条款又规定，锅炉房应有每小时不少于 3 次
的换气量；对于事故排风的风量，当工艺设计无法确定时，
应按每小时不小于房间全部容积的 12 次换气量计算；燃
气调压间换气次数每小时不少于 3 次。

（2）燃气锅炉运行时，需要充足的空气才能保证燃料
的充分燃烧。所以，锅炉房还应有保证锅炉正常运行所需
的足够空气量。
2   燃气锅炉房通风量的确定

为叙述方便，下面以锅炉用量最大的天然气锅炉房为
例，以天然气燃料为具体计算，对于其他燃料，可根据相
关气体成分，类推计算。
2.1   燃料燃烧所需空气量

理论空气量：根据 GB/T 10180–2003《工业锅炉热工
性能试验规程》中相关计算公式，每 m3 燃料完全燃烧所
需理论空气量为：

V 0=0.0476[0.5CO+0.5H2+1.5H2S+2CH4+∑(m+    )CmHn-O2]

式中：CO、H2、H2S、∑mCm Hn 均为燃气成分。
为保证正常燃尽，每 1m3 燃料完全燃烧所需空气量为：

Va=αV 0

式中：α 为过量空气系数，TSG G0002-2010《锅炉节
能技术监督管理规程》规定正压燃气锅炉不大于 1.15；负
压燃气锅炉不大于 1.25，通常取 1.2。

根据相关资料，气田气的一般组分为：

CH4 98%, C3 H8 0.3%, C4H10 0.3%, CnHm 0.4%, N2 1.0%

低位发热量为 36.22MJ/m3。
代入上述公式，进行计算可得 Va=5.98m³。
以某锅炉房内布置 2 台 2t/h 的燃天然气锅炉，每台耗

气量为 156m3/h。则两台锅炉满负荷运行时所需空气量为：

Va=5.98×156×2=1865.76m3/h

2.2   排出锅炉房内余热所需风量
2.2.1   锅炉房内热量计算
锅炉房内的热量主要来自锅炉本体、汽水管道、烟风

通道、尾部受热面等的散热。根据相关资料，对于目前广
泛使用的燃气锅炉，通过热平衡计算，其散热损失约为 2%。

对于上述两台 2t/h 的锅炉房，其余热量近似计算为：

Q=(Qnet,v,ar)q×156×2×2%/3600=226008kJ/h

2.2.2   排除锅炉房余热所需风量
假定锅炉房温度，夏季保持在 40℃ 左右，则部分余

热可通过锅炉房围护结构传递到室外，其余由通风所带走。
由于维护结构传热量远小于通风所带走热量，故可忽略不
计，仅计算排除余热所需通风量即可：

V=

式中：Q 为锅炉房内余热量，t 为室外通风温度，北
京地区为 33℃，ρ、c 为空气密度、比热。

将相关数据代入并计算，可得：

燃气锅炉房的通风量计算方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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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介绍了燃气锅炉房通风量确定原则，提出了燃气锅炉房通风量的确定方法，指出了工程设计中通风量
应按换气次数进行校核计算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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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26008/(1.29×1.32(40-32))=16590 (m3/h)

2.3   经过以上计算，对于 2 台 2t/h 的锅炉房，要保持
锅炉房内温度不高于 40℃，则需要的通风量至少为：

V ′=V+Vα=18455.76(m3/h)

当换气次数为 3 次时，需要总风量为：

V ′′=3V ′=55367.28(m3/h)

3   结束语
目前锅炉房设计中，锅炉房通风量往往根据经验值确

定，这样不仅设计不符合实际需要，造成锅炉房内热量集
聚，使得锅炉房内温度较高。对于夏季的地下锅炉房，当

机械通风量设计较小时，锅炉房内温度可达 50℃ 以上。
燃气锅炉房通风系统设计时，应首先计算锅炉燃烧所

需空气量，再计算排除锅炉房内余热所需通风量，最后根
据换气次数进行校核计算，计算结果可作为锅炉房送排风
型号的选型依据；确定送、排风量时还应考虑锅炉房内外
温度及压差的影响，因为可影响到燃烧器的调节和烟风道
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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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火力发电厂锅炉房属于体积高大的湿热车间，多采用

以热压驱动的自然通风方式来排除室内的大量余热，以满
足生产运行的要求 [1]。紧身封闭锅炉房在严寒地区广泛采
用 [2]，主要综合考虑锅炉房的夏季全面通风与底层冬季供
暖防冻的问题。而在我国夏热冬暖地区，目前还没有紧身
封闭锅炉房的设计案例。

本文要研究的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新建工程由于其所
处地理位置及环境条件（沿海、台风等），为处理好除尘、
降噪及防腐蚀等问题，采用紧身封闭式锅炉房，即在大型
锅炉周围采用整体复合型保温压型钢板进行封闭措施予以

保护，在锅炉周围的走道外侧设置围护结构加以封闭，这
是此结构方式首次运用在南方大型发电厂锅炉房项目，亟
待对其可行性进行验证，优化其自然通风设计方案。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计算流体力学的发展，CFD 技术以
其成本低、周期短、准确性强的特点逐渐成为预测气流组
织和优化设计方案的理想方式 [3]。谢勇使用 CFD 软件对
高大空间建筑的自然通风设计进行定量化研究，得出进、
排风口面积和高差的推荐值，优化实例的排风口风量提高
了 69.7%[4]。刘羽岱采用计算流体力学方法对展览建筑的
自然通风效果进行优化，优化后的室内换气次数由 6.8 次
/ 小时增加至 14.8 次 / 小时，通风效果加强 [5]。刘远禄通
过对工业厂房热环境的实测和数值模拟，得到地道长度和
竖井的最优值为 200m 和 3m[6]。Q.Li 采用 CFD 数值模拟
方法系统研究了空调送风温度、速度、高度、角度等因子
对火车站高大空间空调气流组织的影响，得到最优的送风
参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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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火力发电厂紧身封闭式锅炉房作为体积高大的封闭式散热空间，其室内热环境质量对锅炉设备的正常运行具
有重要影响。本文采用计算流体动力学方法对广东沿海某整体紧身封闭锅炉房自然通风设计方案进行优化，发现火力发电
厂锅炉房设备多，热源分布不均，在主要热源附近易出现热量积聚，在屋顶角落易出现高温死角现象。通过增大自然进、
排风口有效开启面积，在锅炉房底层热源集中的区域增加进风口，屋顶排风口向高温死角区域扩展，室内热环境效果改善
显著，在相同环境温度条件下可降低离地 17m 高处工作平面空气温度 29℃，屋顶天窗排风温度 17℃。研究表明夏热冬暖
地区火力发电厂紧身封闭锅炉房采用自然通风设计方法具有可行性，应保证足够的自然进、排风口有效开启面积，并根据
热源分布方式合理布置自然进、排风口位置，避免热量集聚，优化气流组织形式。

［关键词］CFD；封闭锅炉房；自然通风；室内热环境

Optimal Design of Natural Ventilation in a Closed Boiler Room of Thermal 
Power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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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ubtropical Building Scienc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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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losed boiler room with the bounding wall enclosure as a kind of hot and humid space with large and high 
volume, its indoor thermal environment quality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equipment. The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method is used to optimize the natural ventilation design of a closed boiler room in Guangdong Province. It is found 
that there exits the problems of heat accumulation near to the main heat source, and high temperature dead angle in the corner of 
roof prone in the boiler room because of large amount of equipments and uneven distribution of heat sources. By increasing the 
effective area of natural air inlet and exhaust opening, increasing the air inlet near to the heat source region in the bottom of boiler 
room, and extending the roof vent to the roof temperature dead area, the indoor thermal environment of the boiler room i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Under the same ambient temperature, the working surface temperature at 17 height above ground can be reduced 
29℃, and the exhaust temperature of roof skylight can be reduced 17℃ for the optimized scheme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design 
schem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tight closed boiler room using natural ventilation is feasible for the thermal power plant in the Hot 
Summer and Warm Winter Area. But it should ensure the sufficient opening area for natural air inlet and outlet, and the position of 
natural air inlet and outlet should be arranged reasonably 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tion of heat source in order to avoid heat gathering 
in the boiler room and optimize the air distribution.

［Keywords］CFD; closed boiler room; natural ventilation; indoor therm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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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采用 CFD 数值模拟的方法对紧身封闭锅炉房
的夏季室内热环境进行分析，针对原始工况室内热环境较
差的现象进行原因分析，提出优化措施，通过多种工况计
算结果的比对，对夏热冬暖地区火力发电厂采用紧身封闭
锅炉房的可行性进行探讨。
1   几何模型和边界条件
1.1   建筑概况

紧身封闭式锅炉房位于广东省汕尾市，锅炉房建筑部
分长 93m，宽 83m，高 92m。锅炉房的主要功能是安放锅
炉主体及其相关配套辅助设备，其内部主要发热设备为大
罩壳区，炉膛 A、B、C、D 区，延伸侧墙和后烟井区，
烟道区和风道区八个区域，各区域之间设置有镂空隔栅楼
板夹层平台。建筑底部热量聚集的主要场所是位于炉膛 D
附近的磨煤机区域，原始设计方案中其周边无通风口。
1.2   设计参数

参照《采暖通风和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019–
2003、《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019–2015 及《火力发电厂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
技术规程》DLT 5035–2004，将夏季标准环境温度设为
30.9℃，考虑余量的情况下将夏季极端环境温度设为当地
气象台站预报的历史最高温度 38.5℃，其室外气象条件及
室内设计计算参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锅炉房室内热环境设计参数

设计参数 参数取值 /℃

室外气象条件
夏季通风室外计算干球温度 30.9℃
夏季通风室外计算极限温度 38.5℃

室内设计计算参数
运转层（离地 17m 高处）温度≤ 35℃
进风温度≥ 30.9℃；排风温度≤ 42℃

1.3   型建立和网格划分
根据 CAD 图纸资料，使用 rhino4.0 软件建立锅炉房

物理模型（如图 1），使用 ICEM 软件划分非结构化网格
（如图 2），计算过程中利用 Fluent 自适应网格功能加密
网格，直至获得网格无关解。本次模拟网格划分最终共计
约 2442 万网格单元，最小正交网格质量达 0.1，满足计算
模拟要求 [8]。

1.4   边界条件和湍流模型
使用 DeST 软件计算得到围护结构内、外表面温度，

发现内表面温度明显高于外表面，即围护结构将带走室内
热量。所以考虑最不利的条件，可不计围护结构与外界的
传热，将围护结构设为绝热边界。进风口和排风口均设为
压力边界，室外大气压力为 1.0057×105Pa，在标准工况下
进风温度设为室外环境温度 30.9℃，在极端气温工况下进
风温度设为 38.5℃。对锅炉房内部散热量进行统计，如表
2。湍流模型选用在高大工业厂房数值模拟中比较常用的
Realizable k-ε 模型。

表 2   各区域散热损失量

区域 散热损失 W/m2 区域 散热损失 W/m2

大罩壳区 233.00 炉膛 D 区 188.75
炉膛 A 区 233.00 延伸侧墙和后烟井区 284.50
炉膛 B 区 374.01 烟道区 232.00
炉膛 C 区 472.24 风道区 233.00 

1.5   计算工况
锅炉房采用的是自然进风、自然排风的通风方式。

原始设计时考虑将建筑底部东西向及北向的三列墙体铝
合金百叶通风口作为锅炉房的自然进风口，高低屋顶设
有 12 台通风器作为锅炉房的自然排风口，设计总风量为
1264.34kg/s。优化工况将进风百叶风口上扩，锅炉房下部
磨煤机附近的可拆卸外墙变成百叶门，将高处 7 个屋顶通
风器面积扩大，屋顶通风器流量系数增大。极限气温工况
则考虑环境温度达到 38.5℃ 的情况，其余通风系统设置
均与优化工况相同，如表 3。

表 3   计算工况

环境温度 工况类别 工况描述

30.9℃ 原始工况

下部百叶窗面积 771m2，流量系数 0.52，
有效开启面积 400.92m2；屋顶通风器面
积 622.5m2，流量系数 0.48，有效开启面积
298.8m2

。

30.9℃ 优化工况

24.5m 高处的百叶风口上扩 1m，下部百叶窗
面积 985.4m2，流量系数 0.52，有效开启面
积 512.43m2；7m×4m 的可拆卸外墙改为百
叶门；最高处 7 个通风器往水平左右两边扩
3m，屋顶通风器面积达 727.5m2，流量系数
0.8，有效开启面积 582m2。

。

38.5℃ 极端气温工况 同优化工况

2   数值模拟结果及分析
2.1   工作平面

对比三个工况在垂直高度 17m 处工作平面的温度分
布图（如图 3），发现原始工况操作层工作平台温度最高，
其次是极端气候工况，优化工况的工作面温度最低。原始
工况中作为锅炉房下部主要发热设备的磨煤机附近无通风
口，导致空气由北侧、东侧、西侧百叶窗流入，经历热一
次风道等管道加热后，又经磨煤机再次加热，使得附近空
气温度偏高。原始工况工作平面中大部分区域的温度均高
于 60℃，整个平面平均温度为 63.72℃ ，不满足工业建筑
高温工作的需求。优化工况工作平面的大部分区域温度均
在 30℃~39℃ 范围内，统计整个平面数据得到平均温度
为 35.03℃，较原始工况下降了 28.69℃，能够满足工业建
筑高温作业要求。极端气候工况的工作平台的温度范围在
39℃~46℃ 之间。统计整个平面温度数据得到平均温度为
42.51℃，平面大部分区域均超过 35℃，此时应限制操作
工人进行室内工作或者采取分时段进行室内工作并同时采
取喷雾风扇降温等措施。
2.2   各平面对比

对下部百叶窗、顶部天窗以及垂直高度分别为 10m、
17m、20m、30m、40m、50m、60m、70m、80m、90m 的
平面的平均温度和风速进行统计，如图 4、图 5 所示。发
现原始工况除百叶窗平面外的各个平面的平均温度均大于
60℃，室内工作人员无法正常作业。经过优化设计后，锅
炉房各截面区域温度大大降低，其中 17m 高平面的平均
温度降低的最多，约降低 29℃，屋顶天窗排风温度降低
约 17℃，锅炉房的室内温度分布满足工业高温作业的需求。

图 1   锅炉房物理模型 图 2   锅炉房模型网格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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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气温工况各截面平均温度均高于优化工况，离地 40m
以上平面空气平均温度超过 45℃，进入室内的工作人员
仍需采取降温保护措施。该工况下各截面平均温度低于原
始工况，所以即使在极端气候条件下，室内热环境仍优于
原始工况。

与通风器设计参数进行校核计算和对比，发现初始工
况的模拟流量远大于设计流量，进出风口平均风速过大。
观察标准气温和极端气温条件下优化工况的速度分布发
现，因该工况百叶窗和出风口面积显著增大，其室内流场
分布更接近稳定状况，室内风速分布符合工程要求及实际
运行状况。
3   结论

本文以广东某火电厂高大紧身封闭式锅炉房为研究
对象，针对锅炉房原始设计室内热环境较差的状况，采用
CFD 数值模拟方法对其进行了自然通风优化设计，得到如
下结论和建议：

（1）炉膛附近的磨煤机为火力发电厂锅炉房底层主要
热源，原始通风设计方案百叶送风口远离磨煤机，并且主
要分布在磨煤机上方，导致磨煤机附近热量集聚，最高温
度达 70℃，优化方案通过在磨煤机附近增加 28m2 百叶门，
有效改善了热压通风的气流组织效果，在相同环境温度条
件下可降低离地 17m 高处工作平面空气温度 29℃。

（2）原始通风设计方案中锅炉房高处屋顶通风器有效
开启面积较小，导致锅炉房屋顶角落热量聚集，最高温度
约 61℃，优化方案通过沿跨度方向增加通风器排风面积并
提高流量系数，屋顶排风口向高温死角区域扩展，有效改
善了热压通风的气流组织效果，屋顶附近空气温度降低明
显，在相同环境温度条件下天窗排风温度降低了 17℃。

（3）锅炉房在室外 38.5℃ 的极端温度情况下，相比
室外温度 30.9℃ 的设计工况，室内平均温度线性升高约
8℃。极端气温条件下应注意采取临时防暑降温措施。

（4）夏热冬暖地区火力发电厂紧身封闭式锅炉房采用
自然通风设计方法具有可行性，但应保证足够的自然进、
排风口有效开启面积并注意气流组织的设计，应根据热源
分布方式合理布置自然进、排风口位置，避免热量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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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原始工况 （b）优化工况 （c）极端气候工况

图 3   锅炉房 z =17 米处温度分布图

图 4   三个工况锅炉房各水平面平均温度对比 图 5   三个工况锅炉房各水平面平均风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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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

室内环境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用于营造舒适健康的室内
环境，往往需要消耗大量能源，研究表明建筑耗能大约占
据总能耗的 30%~40%[1]。太阳能集热墙用于室内采暖的研
究已经有好多年了，它具有很多优点，例如结构简单，运
行费用低等，而其最优异的一个特点就是实现把白天吸收
太阳辐射所得能量储存起来夜间释放 [2-4]。几十年来，对
太阳能集热墙有很多的研究包括传热、流动以及性能评价
[2, 5-7]。

当今社会，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建筑内部空气污
染问题，特别是相关建筑厂房，而对建筑内部产生的污染
物进行净化处理是一个复杂高耗能的过程。催化技术在通
风净化上的应用一直以来是人们研究的热点，主要包括光
催化技术和热催化技术 [8, 9]。

太阳能光催化技术是一项先进的技术，其能够利用太
阳光谱中的紫外光部分，对室内污染物进行降解。但是太

阳光谱中紫外光部分只占 5%，而对于可见光（45%）和
红外（50%）部分，对于太阳光难进入的建筑室内部分，
光催化技术更加难以应用。因此，光催化技术对于太阳能
在建筑上的利用很有限。

热催化氧化技术是一项热驱动的催化技术，催化剂吸
热达到启动温度后，热催化氧化反应便可以启动 [10-12]。而
热能可以来源于太阳能，本文以甲醛为主要污染物，将热
催化氧化技术和太阳能集热墙技术结合起来，构建了太阳
能热催化空气净化采暖墙系统，对其性能进行了研究。其
结构如图 1 所示，将热催化剂涂层取代传统的吸热涂层。
在太阳辐射下，热催化剂涂层吸收太阳辐射转换为热能，
热催化剂层温度升高。室内空气通过热虹吸作用，含有较
高浓度甲醛的室内空气从下风口进入气体流道，在太阳光
照射下，空气被加热的同时甲醛被在墙体表面的热催化剂
层降解。因此，零能耗下，太阳能热催化空气净化采暖墙
能同时实现集热和空气净化。

在我们以前的研究中，已经探究了催化剂 MnOx-CeO2

在不同温度下对不同甲醛浓度的甲醛的降解率 [10]。如图
2 所示，在太阳能集热墙系统中容易达到的温度范围内
（40~80℃）[13, 14]，甲醛单次通过率能够达到 30%~60%，
因此在我们选择 MnOx-CeO2 作为热催化剂。

太阳能热催化空气净化采暖墙性能初研
秦明辉 1，何    伟 2，余本东 3，汤厚文 2 

        (1. 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西宁，2. 合肥工业大学，建筑环境与技术工程系，合肥，230009，

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热科学和能源工程系，合肥，230027）

［摘   要］针对相关厂房建筑空气污染问题以及采暖能耗问题，本文结合太阳能空气采暖墙技术和太阳能驱动热催化
氧化技术，提出了一种新型零能耗太阳能热催化空气净化采暖墙系统，能同时实现采暖和空气净化。搭建了太阳能热催化
空气净化采暖墙系统性能检测平台，以甲醛气体为模型污染物，进行了全天性的实验，探究了太阳能热催化空气净化采暖
墙系统的空气集热性能和甲醛降解性能。实验结果表明：在合肥地区，太阳能热催化空气净化采暖墙系统具有优异的空气
集热性能和空气净化性能。在全天平均辐照强度为 605 W/m2 的条件下，系统的全天空气集热效率为 41.3%，系统产生的总
干净空气量和总的降解甲醛质量分别为 249.2m3/(m2· 天 ) 和 208.4 mg/(m2· 天 )。

［关键词］空气净化；采暖；甲醛；太阳能

Primary Performance Investigation of Solar Space Heating and Thermal 
Catalytic-type Air Purification Wall

Qin Ming-hui1, He Wei2, Yu Ben-dong3, Tang Hou-wen2  
(1.Qinghai College of Architectural technology, Xining, 810012, China; 2.Department of Building Environment and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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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做的工作为：（1）提出太阳能热催化空气净
化采暖墙系统；（2）并搭建采暖除醛检测试验台；（3）
初步探究了太阳能热催化空气净化采暖墙系统的空气集热
和甲醛降解性能。
1   实验部分

如图 3（a）所示，为了探究太阳能热催化空气净化
采暖墙的采暖除醛性能，搭建了实验检测系统。Trombe
墙本体长 1m，宽 0.5m，空气流道宽度为 0.09m。空气进
口和出口面积均为 0.028m2。太阳能接收面积为 0.5m2。温
度和浓度测点分别标记于图 2 中。实验中用到的测量仪器
和准确度示于表 1 中。温度测量时间间隔为 30s，风速和
甲醛浓度测量间隔为 10min。实验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
区（安徽省合肥市）于 2017 年 2 月 12 日从上午 8:30 到
下午 16:30 进行，系统正南放置。本实验中涂覆的 MnOx-
CeO2 催化剂质量为 10g/m2。实验中主要用到的实验仪器
和精度列于表 1 中。

表 1   测量仪器及准确度 .
测量仪器 型号 准确度

甲醛检测仪 MS-400 2%
热线风速仪 KANOMAX ±0.01m/s

热电偶 Copper-constantan ±0.5℃
总辐照仪 TBQ-2 ±11.04μV/(W·m2)

数据采集仪 34970A ——

空气流量计 LZB-3W ±2.4mL/min

2   结果与分析
2.1   催化剂的光谱特性

系统采暖除醛性能的关键便是催化剂太阳光谱吸收特
性。因此，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化科学实验中心对催化

剂做了紫外 – 可见 – 红外光谱分析，以 TiO2（P25）作为
对照催化剂。图 4 显示了催化剂 MnOx-CeO2 的紫外 –可见 –
红外光谱吸收特性，与 P25 比较，MnOx-CeO2 有着优异的
全光谱吸收特性，而 P25 只在紫外部分具有吸收能力。可
以看出，在波长 200nm~1600nm，MnOx-CeO2 光谱吸收率
在 0.92~0.98 之间。优异的全光谱吸收特性能使催化层达
到很高的温度，不仅有利于催化剂的热催化性能，而且很
好地加热室内空气。

图 4   催化剂紫外 – 可见 – 红外吸收率

2.2   空气集热性能
式（1）和（2）分别表示空气采暖的瞬时效率和平均

效率。

ηth =                                                                              （1）

ηth =                                                                              （2）

图 5 和图 6 反映了系统的集热性能。图 5 表示太阳能
热催化空气净化采暖墙空气进出口温度及温差随时间的变

图 1   太阳能空气热催化净化采暖墙基本结构及原理 图 2   不同浓度下 MnOx-CeO2 催化剂甲醛降解率与催化剂温度的关系 [10]

图 3（a）太阳能热催化空气净化采暖墙采暖除醛性能检测实验台 图 3（b）太阳能热催化空气净化采暖墙本体照片

mair ca(Tout-Tin)
AGsolar

∫mair ca(Tout-Tin)dt
∫AGsolar 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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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可以看到，在天平均辐照强度 605W/m2、系统接收的
全天总辐照量为 7.89MJ 的实验条件下，一天内空气进出
口有 5~10℃ 左右的温升。图 6 表示空气集热的瞬时效率，
可以看到，系统的空气集热效率基本在 0.2~0.6 之间。计
算出系统的平均空气集热效率为 41.3%。
2.3   空气净化性能

ε =                                                                                （3）

CADR=Qε                                                                    （4）

mHCHO=Q(Cin-Cout)                                                       （5）

Vtotal =∫ CADRdt                                                            （6）

mtotal =∫  mHCHOdt                                                           （7）

系统的除醛性能评价指标如式（3）~（7）所示。式
（3）~（5）分别表示甲醛降解率、洁净空气量（CADR，
m3/h）和甲醛降解速率。甲醛降解速率即单位时间内降解
甲醛的质量，CADR 表示系统单位时间所产生的干净空气
量。CADR/P 值表示系统净化效能，其中 P 表示系统消耗
的功率。式（6）和（7）分别表示一天所产生的总的干净
空气量所降解的总的甲醛质量。

图 7 表示了在实验条件下甲醛进出口浓度随时间的变
化。由图看出，甲醛转化率基本在 30%~60% 之间，这表
明太阳能热催化空气净化采暖墙在工业通风系统中是可以
利用的。图 8 显示了催化层温度 60~90℃，由图 2 所示，

此温度区间内甲醛降解性能较好 [10]，催化剂优异的集热性
能才使系统具有好的甲醛降解性能。在自然对流的条件下，
空气流道里面的空气流量不是恒定的，而制气过程中甲醛
喷入量是恒定的，所以实验中甲醛初始浓度是随时间变化
的。

图 9 反应了系统的 CADR 值和甲醛降解速率值随时
间的变化。可以看出 CADR 值基本在 8~22m3/h 之间，甲
醛降解速率在 2~ 5μg/s。在空气净化器领域，CADR/P 的
值是一个很重要的评价参数，其物理意义是单位能耗下净
化器能产生的干净空气量。对于太阳能热催化空气净化
采暖墙系统，其 CADR/P 值可以达到无穷大，这是其他应
用系统不可比拟的。计算出太阳能热催化空气净化采暖
墙系统全天产生干净空气量和全天降解甲醛质量分别为
124.6m3 和 104.2mg，对于单位太阳能接收面积，系统产
生的洁净空气量和降解甲醛质量分别为 249.2m3/(m2· 天 )
和 208.4mg/(m2· 天 )。
2.4   光热协同催化

为了探究加热方式对太阳能热催化空气净化采暖墙的
甲醛降解性能的影响，我们探究了通过光照或电加热方式
获得的不同温度下 MnOx-CeO2 对甲醛降解率。甲醛的单
通性实验装置在我们的以前的研究中已经提到 [15]。500W 
Xe 灯（CHF-XM500）作为光源，非光照加热情况下，采
用硅胶加热片加热反应器。每次催化剂的用量为 0.2g，空
气流量为 600ml/min。如图 10 所示，在相同的催化剂温度
下，光照下的甲醛单次通过率均高于电加热方式的单次通
过率。从这可以看出，光热协同效应存在于太阳能热驱动
催化降解甲醛的反应过程中。

图 5   空气进出口温度及温差 图 6   热催化型 Trombe 墙空气集热瞬时效率

图 9   CADR 值和甲醛净化速率
图 10   通过光照或电加热方式获得的不同温度下 MnOx-CeO2

催化剂的甲醛催化降解活性，甲醛初始浓度：600 ppb

图 7   甲醛进出口浓度及转化率 图 8   催化剂层温度

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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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探究了光热协同催化的可能机理，高的光热
转换效率致使在太阳辐照下 MnOx-CeO2 可以达到很高的
温度，达到甲醛的催化启动温度，在光热协同效应下，致
使太阳能热催化空气净化采暖墙有很好的甲醛降解性能。
过渡金属氧化物降解污染物通常遵循 Mars-van Krevelen 机
制，原理如下：

HCHO → HCHO*                                                      （8）

HCHO*+2[O] → CO2+H2O                                        （9）

O2 → O2* → 2[O]                                                     （10）

甲醛分子首先吸附在催化剂表面，变为吸附态；然后
吸附态的甲醛与催化剂中的晶格氧反应，分解为 CO2 和
H2O；最后空气中的氧气补充到催化剂中的晶格氧，完成
一个循环。在光照下，晶格氧活性增加，增加的晶格氧活
性加速了热催化反应过程，相似的光热活化作用也表现在
Co3O4 

[16] 和 MnO2
[17] 催化剂。因此高的光热转化效率、太

阳能热驱动催化降解甲醛和光热活化作用是太阳能热催化
空气净化采暖墙的净化空气的主要机理。
3   结论

本文结合太阳能驱动热催化技术和太阳能集热墙技
术，提出了一种零能耗的太阳能热催化空气净化采暖墙系
统。

（1）MnOx-CeO2 有着优异的太阳能全光谱吸收能力，
在太阳辐射下，催化层可以达到很高的温度。

（2）实验结果表明：在全天平均辐照强度为 605W/
m2 的条件下，系统的空气集热效率为 41.3%，对于单位
太阳能辐照面积，系统产生干净空气量和降解甲醛质量分
别为 249.2m3/(m2· 天 ) 和 208.4 mg/(m2· 天 )。

（3）太阳能驱动 MnOx-CeO2 热催化降解甲醛的过程
中，由于光热协同催化功能，太阳光照活化催化剂晶格氧，
加速了热催化过程。

参考文献
[1] Díaz JJV, Wilby MR, González ABR. Setting up GHG-
based energy efficiency targets in buildings: The Ecolabel. 
Energy policy. 2013;59:633–42.
[2] 叶宏 , 葛新石 . 几种集热 — 贮热墙式太阳房的动态模
拟及热性能比较 . 太阳能学报 . 2000;21:349–57.
[3] 杨昭 , 徐晓丽 . 特朗勃壁温度场分析 . 工程热物理学报 . 
2006;27:568–70.
[4] 陈会娟 , 陈滨 , 庄智 , 郝海燕 . 特朗贝墙体冬季集热性
能的计算及预测 . 建筑热能通风空调 . 2006;25:1–6.
[5] Tasdemiroglu E, Berjano FR, Tinaut D. The performance 

results of Trombe-Wall passive systems under Aegean Sea 
climatic conditions. Solar Energy. 1983;30:181–9.
[6] 陈滨 , 陈星 , 丁颖慧 , 陈会娟 . 冬季特朗贝墙内置卷帘
对墙体热性能的影响 . 太阳能学报 . 2006;27:564–70.
[7] Smolec W, Thomas A. Some aspects of Trombe wall 
heat transfer models. Energy Conversion and Management. 
1991;32:269–77.
[8] Bai B, Qiao Q, Li J, Hao J. Progress in research on 
catalysts for catalytic oxidation of formaldehyde. Chinese 
Journal of Catalysis. 2016;37:102–22.
[9] Zhong L, Haghighat F. Photocatalytic air cleaners and 
materials technologies–A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2015;91:191–203.
[10] Yu B, He W, Li N, Yang F,Ji J. Thermal catalytic oxidation 
performance study of SWTCO system for the degradation 
of indoor formaldehyde: Kinetics and feasibility analysis.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2016;108:183–93.
[11] Xu Q, Zhang Y, Mo J, Li X. Indoor formaldehyde removal 
by thermal catalyst: kinetic characteristics, key parameters, and 
temperature influence.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1;45:5754-60.
[12] 任成军 , 邹涛 , 陈国强 , 陈耀强 , 龚茂初 . Pt-TiO2/
CeO2-MnO2 复 合 催 化 剂 光 热 降 解 气 相 苯 . 催 化 学 报 . 
2006;27:1048–50.
[13] Zhang T, Tan Y, Yang H, Zhang X. The application of 
air layers in building envelopes: A review. Applied Energy. 
2016;165:707–34.
[14] Omrany H, Ghaffarianhoseini A, Ghaffarianhoseini 
A, Raahemifar K, Tookey J. Application of passive wall 
systems for improving the energy efficiency in building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6;62:1252–69.
[15] Yu B, He W, Li N, Zhou F, Shen Z, Chen H, et al. 
Experiments and kinetics of solar PCO for indoor air 
purification in PCO/TW system.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2017;115:130–46.
[16] Zheng Y, Wang W, Jiang D, Zhang L, Li X, Wang Z. 
Ultrathin mesoporous Co 3 O 4 nanosheets with excellent 
photo-/thermo-catalytic activity.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 2016;4:105–12.
[17] Liu F, Zeng M, Li Y, Yang Y, Mao M, Zhao X. UV–Vis–
Infrared Light Driven Thermocatalytic Activity of Octahedral 
Layered Birnessite Nanoflowers Enhanced by a Novel 
Photoactivation.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2016.

吸附

降解

吸附



| 建筑环境与能源 | 2017年第5期144

Underground Ventilation地下通风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378024）；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资助项目（3142017068）。

作者简介：李琼（1978—），女，河北邯郸，博士，讲师。
Email:hdliqiong@163.com

0   引言
多点进出城市地下道路机动车污染物综合排放和浓度

扩散特性受到交通特征、隧道结构特征、机动车单车排放
特性等因素影响。本课题组 2011 年 10 月 ~2015 年 7 月先
后多次对北京、上海、长沙等城市的城市地下道路污染物
浓度水平和通风运行系统在交通高峰时段进行了大量的现
场实测调查 [1-3]。结果表明，随着中国机动车排放标准的
日趋严格，中国机动车排放量较 2000 年已有较大程度的
下降，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减小；推算得到机动
车流综合平均 CO、NOx 排放因子与世界道路协会（PIARC）
2012 年关于中国地区的研究结果相近。动态的污染物排
放特性和多点进出隧道的匝道结构都直接影响主隧道污染
物的浓度分布特性和通风控制方案。污染物对流传质扩散
过程不仅包括机动车本身排放源项，还包括合流匝道和分
流匝道的源流与汇流污染物源项，其预测和求解沿程污染
物浓度分布非常复杂。如何定量预测多点进出隧道污染物
浓度分布并合理进行通风控制成为重点的研究问题之一。

实际交通特征和隧道结构对交通风速的影响、对污染
物排放和浓度水平的影响都将使得污染物扩散规律存在很
多不确定因素。污染物的扩散特性需要通过搭建试验台的
方式对各种影响因素分别研究。国内鲜有针对多点进出城
市地下道路的模型试验台，多为针对平直公路隧道。重庆
交通科研设计院李永林建立了长度 100m 的 1:l 试验隧道 [4]，
华中科技大学孟伟 [5] 通过模型试验验证了雪峰山隧道通风

设计的合理性。STAEHLIN[6] 等人示踪气体 SF6 试验结果
表明，机动车排入隧道内的污染物会在隧道的横截面上快
速扩散均匀；Cui S 等 [7] 实验验证了二氧化碳浓度衰减方
法在隧道断面上通风的有效性；于燕玲 [8] 建立了污水隧道
的缩尺模型试验台，以 CO2 为示踪气体，研究风管内各断
面空气流速和 CO2 气体浓度分布规律，并结合数值模拟方
法对实际工程的通风性能进行了分析。

为了合理确定分岔隧道结构对污染物扩散的影响，本
研究基于研究团队关于长沙营盘路隧道大量的现场实测数
据以及相关理论模型研究成果，基于目前中国机动车排放
水平，采用相似分析法进行 1:8 缩尺模型实验，重点分析
交通风量、合流匝道以及分流匝道结构对主隧道污染物浓
度分布的影响规律，研究结果为城市地下道路内污染物浓
度的通风控制与运行提供方法参考。
1   实验概况

本节以长沙隧道为原型搭建 1:8 缩尺模型试验台，通
过缩尺模型试验研究方法，进一步分析并把握分（合）流
匝道对多点进出城市地下道路空气流动特性、以及污染物
扩散特性的影响规律。
1.1   1:8 缩尺模型试验台

根据流体力学流动相似理论，本研究以长沙隧道为原
型，基于雷诺相似准则和几何相似准则搭建 1:8 缩尺模型
比例试验台。图 1（a）为 1:8 模型试验台全景图，试验台
主要由风机、软连接、整流段、格栅段、主隧道段、变径段、
支遂道段等组成。其中变径段长 5m，风管材料采用镀锌板。
示踪气体浓度、风速、风压测试仪器以及通风机等性能参
数如表 1 所示。各采样点位置按照上游大于 2 倍当量直径、
下游大于 3~5 倍当量直径的原则确定。

多点进出城市地下道路通风模型实验研究
李    琼 1，陈    超 2，刘宏伟 1

（1. 华北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三河   065201；2.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北京   100124）

［摘   要］在多点进出结构的隧道内，交通特征的变化，不仅导致了隧道污染物排放与浓度分布特性的变化，也给通
风控制系统运行提出新的挑战。为了合理确定分岔隧道结构对污染物扩散的影响，本研究基于研究团队关于长沙营盘路隧
道交通通风力和污染物浓度水平在交通高峰时段进行了大量的现场实测数据以及相关理论模型研究成果，基于目前中国机
动车排放水平，采用相似分析法进行 1:8 缩尺模型实验，重点分析交通风量、合流匝道以及分流匝道结构对主隧道污染物
浓度分布的影响规律，研究结果为城市地下道路内污染物浓度的通风控制与运行提供方法参考。

［关键词］多点进出城市地下道路；模型实验；相似理论；交通通风力；浓度分布

Scale Experiment on Ventilation in Urban Bifurcate Tunnel
Li Qiong1, Chen Chao2, Liu Hong-wei1     

(1.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North Chin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anhe 065201, China;2.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China)

［Abstract］More and more bifurcation tunnel structure forms are us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tunnel projects. Tunnel 
traffic characteristics change with the change of the tunnel structure, and the pollutant emission and diffusion will also change in the 
tunnel. In order to quantify the influence of pollutant concentration in the urban bifurcate tunnel,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scale mode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similarity theory. The experiment was developed based on four-years field measured data from the urban 
tunnel in Changsha, China. It can be used to quantify the tunnel pollutant control ventilation based on the air flow, vehicle emissions, 
pollutant concentration, and origin and converge from ramps. The result can provide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method to support 
pollutant concentration ventilation control and energy saving operation in urban bifurcate tunnel.

［Keywords］Urban bifurcate tunnel; Scale model experiment; Similarity theory; Air flow; Concentration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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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测试仪器与设备

项目 测试仪器 原理方法 技术参数

CO2 TSI7575 双波长 NDIR
量程：0~5000ppm；

分辨率：1ppm

风速 仪德图 435-2
热敏电阻探头

/ 叶轮探头
量程：0~+20m/s；
分辨率：0.01 m/s

压力
倾斜式微压计
YYT-2000B

量管倾斜角度可
以变更的压力计

量程：0~±2000Pa；
分辨率：±1Pa

风机
DT 柜式离心通

风机 TAC0606CH
变频送风

风量：10697~17993m3/h；
全压：543~336Pa
风量：1500m3/h；
机外余压：100Pa

1.2   相似性
考 虑 到 实 际 隧 道 交 通 风 速 可 以 满 足 自 动 模 型 区

Re>5×104 的条件，因此只需满足几何相似和边界条件相似
的条件，即可使模型与原型流动保持相似。此时，对应的
模型试验最小风速为 0.7m/s，风速变化范围为 0.7~7.0m/s。
1.3   示踪气体

本研究拟采用 CO2 作为示踪气体进行污染物 CO 扩散
特性实验研究 [9-10]。考虑到相同温度条件下干冰的升华速
率可保持不变，Šťávová Petra 等 [11] 探讨了示踪气体均匀
性问题和数据处理的方法。试验过程中，使用干冰将 CO2

释放到模型试验区域内，并保证测量区域内示踪气体浓度
均匀，通过分析一定时间段内气体浓度沿程变化规律，获
得气体扩散分布特性。图 2 为示踪气体释放试验与测试装
置，试验表明 106s 内干冰的释放速率通过分流段上下游
相对稳定。

   

（a）释放装置                         （b）试验结果
图 2   CO2 示踪气体释放试验

1.4   试验数据处理
根据电学中的基尔霍夫定律，节点各个方向流进节点

的通量之和等于 0。例如，对于合流匝道段图 1（b），即
有方程式（1）成立。

Ar3Vr3C3+Ar2Vr2C2=Ar1Vr1C1                                                                          （1）

式中，Ari 为第 i 段隧道断面积（m2）；Vri 为第 i 段隧
道内平均风速（m/s）；Ci 为第 i 段主隧道 x 方向处污染
物浓度（mg/m3）。Vr3 为第 3 段 ( 分流或合流段 ) 隧道内
平均风速（m/s）。

为了客观反映匝道段主隧道上下游段污染物浓度变
化规律，应用式（2）进行分析。对于合流匝道段，重点
关注主隧道下游与上游示踪气体 CO2 浓度比值 C2/C1（以
后简称浓度衰减率）；对于分流匝道段，重点分析支隧道
与主隧道上游示踪气体 CO2 浓度比值 C1-3（以后简称污染
物浓度比）。

C1-3 =                                                                            （2）

2   实验方案及结果分析
2.1   分（合）流匝道的空气流动阻力特性

（1）试验条件
为了定量把握分（合）流匝道段对隧道内空气流动特

性的影响规律，本节将结合 1:8 缩尺模型试验方法，重点
考察分（合）流匝道主支流夹角分别为 0° 和 30° 时其对
空气流动阻力特性的影响规律。试验过程中，实测各采样
点的风速和风压（图 1（b）和（c））。风速 1 次 /20s，
连续采集 30 分钟；风压 1 次 /5min，采集 30min，共 6 组
数据。根据大量实测结果，主隧道风速变化范围为 2~7m/s，
匝道风速变化范围为 1~4m/s。

（2）试验结果及分析
图 3 试验结果表明，无论是分流匝道还是合流匝道，

支隧道的局部阻力系数均与支隧道与匝道段下游主隧道的
风量比（以后简称风量比）密切关联。

（a）试验台实景图

（b）合流匝道

（c）分流匝道

图 1   缩尺模型试验台示意图

Vr3C3

Vr3C3+Vr2C2

图 3   支隧道局部阻力系数

风机

风机

2 点

软连接

软连接

软连接

软连接

整流段
污染物
释放点

污染物
释放点

夹角

污染物
浓度测点 1

污染物
浓度测点 1

污染物
浓度测点 2

污染物
浓度测点 3

污染物
浓度测点 2, 3

整流段

3 点

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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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匝道，支隧道的局部阻力系数随其风量比的增加
呈下降趋势，且不受夹角变化的影响；合流匝道，支隧道
的局部阻力系数随其风量比的增加呈单值增大的趋势，同
样不受夹角变化的影响。另外，随着夹角的增大，支隧
道局部阻力系数亦随之增大，风量比也随之增加，不过分
流匝道的这种影响规律相对更明显一些。
2.2   分（合）流匝道污染物扩散特性

（1）试验条件
不同风速条件下，分（合）流匝道主、支隧道夹角变

化（0°、10°、20°）对支遂道污染物扩散特性的影响规律。
取 400g 干冰在 1500g 常温水域中释放 CO2 作为污染源。
合流匝道，支隧道风速按 1.17m/s、夹角分别按 10° 和 20°
考虑；分流匝道，支隧道风速分别按风机频率 20Hz 和
30Hz、夹角分别按 0° 和 10° 考虑。

（2）试验结果及分析
合流匝道（图 4a），支遂道夹角 10° 时，主隧道下游

CO2 平均浓度衰减率从 67.3% 减少到了 62.6%。支遂道夹
角 20° 时，主隧道下游 CO2 平均浓度衰减率从 56.1% 减少
到了 44.2%，其变化规律与单点进出直隧道的类似，合流
匝道段对主隧道 CO2 浓度增加的贡献作用不明显。另外，
随着支遂道夹角的增大，主隧道下游 CO2 平均浓度衰减率
呈下降趋势，这是因为支遂道夹角增大的同时，支隧道的
风量也随之增大了（图 3），起到了稀释污染物浓度的作用。

分流匝道（图 4b），在主隧道上游风机频率变化（20Hz、
30Hz）、支隧道夹角变化（0°、10°）条件下，支遂道夹
角 0° 且风速从 2.0m/s 升高至 3.0m/s 时，污染物浓度比减
少了 2.3%，支遂道夹角 10° 且风速从 1.7m/s 升高至 2.6m/s
时，污染物浓度比减少了 10.2%。分流匝道对主隧道污染
物浓度减小作用凸显。另外，支遂道夹角越大，污染物浓
度比也随之增大，说明随着支隧道局部阻力越大，对隧道
污染物浓度水平降低是不利的。
3   结论

基于长沙营盘路湘江隧道的 1:8 缩尺模型试验结果，
得到以下关于城市地下道路分（合）流匝道通风阻力特性
和污染物扩散特性的研究结果：

（1）主隧道与匝道风量比、主隧道与匝道夹角是影响
分（合）流匝道局部阻力系数的关键因素。随着夹角的增
大，支隧道局部阻力系数亦随之增大，风量比也随之增加，
不过分流匝道的这种影响规律相对更明显一些。

（2）合流匝道段对主隧道 CO2 浓度增加的贡献作用
不明显。随着支遂道夹角的增大，主隧道下游 CO2 平均浓
度衰减率呈下降趋势，起到了稀释污染物浓度的作用。

（3）分流匝道对主隧道污染物浓度减小作用凸显。支
遂道夹角越大，污染物浓度比也随之增大，说明随着支隧
道局部阻力越大，对隧道污染物浓度水平降低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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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合流匝道 （ b）分流匝道

图 4   合（分）流匝道段各个工况污染物分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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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式各样隧道的相继涌现，

然而由于环境的限制，隧道安全运营面临很大的挑战 [1]。
隧道火灾发生时，高温烟气是导致人员伤亡的最主要原因
[2]，合理的火灾通风系统不仅能够为隧道内提供新鲜的空
气，排除汽车产生的尾气等有害气体，而且在火灾发生时
能够抑制火灾烟气的蔓延 [3]，为人员逃生、消防救援提供
宝贵的时间，其对隧道设计、运行非常重要。

隧道的主要通风方式有纵向通风，半横向通风与全
横向通风，但是国内外学者主要研究的是纵向通风，关
于半横向通风的研究相对较少。易亮 [4] 等通过缩比例为
1:10 的水平模型隧道实验发现火灾时采用半横向通风排烟
时，隧道内温度分布基本呈对称分布，隧道内最高温度在
700~800℃，烟气分层效果好。任锐 [5] 等人通过缩比例尺
寸实验与三维数值仿真模型发现海底隧道采用半横向通风
排烟时，相同的排风动力下，随着排风孔开启数量的增加，
隧道内排风量增加，但增加幅度逐渐减小。任锐 [6] 等人通
过数值仿真发现城市公路隧道采用半横向通风时，排风孔
位于隧道左侧壁上部，会形成一个左侧区域负压高、压强

变化梯度大的排风横断面，随着排风口高度增加，负压分
布向右扩大。王亚琼 [7] 等人通过模型实验发现海底隧道半
横向通风排烟时，在相同通风动力下， 送、排风孔面积越
小越有利；在相同排风孔过风面积下， 较高排风动力对
应的通风效率较小。邱永海 [8] 等人通过数值模拟发现火源
位置横向分布对半横向通风系统排烟效果几乎没有影响。
代言明 [9] 等人通过数值模拟发现半横向排烟时，随着火源
上游排烟开口个数的增加，火源上游逆流烟气层蔓延的速
度增加，烟气长度增加，火源正上方温度升高，下游烟气
蔓延速度减小，下游烟气层沉降高度减小，下游烟气长度
先减小后稳定。对于城市地下道路，合流和分流的存在，
使得气流在隧道内的速度并不恒定，不同隧道段的气流也
不相互独立，尤其是火灾位于分岔路段附近时，烟气的流
动过程更为复杂。李俊梅 [10,11] 研究表明，主线隧道发生火
灾时，匝道风机最好停止运行，以帮助主线隧道达到更好
的控烟效果。傅琼阁 [12] 通过 1:10 隧道模型试验发现，当
匝道分岔处发生火灾时，仅开启主道风机排烟效果较好，
开启匝道风机排烟会对烟气层稳定性产生影响。本文采用
FDS 数值模拟，将主道中部与匝道交界的最不利位置设为
火源位置，对于不同自然风速，分析开启不同数量风机时，
隧道顶部与安全高度处的温度、CO 浓度分布、烟层高度
情况，为隧道火灾烟气控制提供依据。

南通啬园路隧道火灾半横向通风优化研究
彭俊欢，童    艳，霍德凯

（南京工业大学城市建设学院，南京   210009）

［摘   要］采用火灾专用场模拟工具 FDS 对拟建南通啬园路隧道火灾半横向通风不同风机运行工况进行模拟对比。火
源位于主道与匝道交界的最不利位置，热释放率 20MW，网格尺寸 0.2m；考虑 1m/s 和 2m/s 两种自然风速；单台风机风
量 20m3/s。结果发现：（1）所有工况火源上方顶棚处烟气温度显著高于 100℃；距火源区超过 10m 时，CO 浓度均不超过
100ppm 且烟层高度均大于 2m；（2）开启火源远端机械补风机并不利于降低安全高度处烟气温度；（3）火源两侧增加排
烟风机个数有利于烟气排放；（4）排烟风机开启下，加设匝道射流风机并不能显著降低匝道烟气温度。本研究旨在为南通
啬园路隧道火灾半横向通风模式优化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半横向通风；机械补风；机械排烟；数值模拟；公路隧道。

Study on Optimization of Semi-lateral Ventilation Mode of Fire in the Nantong 
Seyuan Road Tunnel

Peng Jun-huan, Tong Yan, Huo De-kai
（College of Urban Construction, Nanjing Technolog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9, China）

［Abstract］The fire field simulation tool FDS is used to simulate and compare the different fans operating conditions of the 
semi-transverse ventilation of the proposed Nantong Seyuan Road Tunnel. The fire source is located at the most unfavorable position 
of the main road and the ramp. The heat release rate is 20MW and the grid size is 0.2m. Considering the natural wind speed of 1m /s 
and 2m/s, the air volume of the single fan is 20m3/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flue gas temperature at the ceiling above the fire 
sources of all condition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100℃; when from the fire source area more than 10m, the CO concentration 
was not more than 100ppm and the height of the smoke layer was more than 2m; (2) Opening the air feed fans was not conducive 
to reduce the flue temperature at the safe height. (3)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exhaust fans on both sides of the fire source was 
conducive to flue gas emissions; (4) when the exhaust fans were turned on, the addition of the ramp jet fan can not be significantly 
to reduce the flue gas temperature at the ramp.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semi-
transverse ventilation model of the fire in the Nantong Seyuan Road Tunnel.

［Keywords］semi-lateral ventilation; mechanical ventilation; tunnel fire; numerical simulation; road t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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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通啬园路隧道概况
南通啬园路隧道全程约 4.56km，隧道段 3.14km，分

为两条单向隧道，每条隧道有 3 个车道，隧道宽为 12m，
高 6m。受环评的限制，运行通风将不能采用同等规模隧
道常用的纵向通风洞口排放形式；隧道北侧为建成区，南
侧风景区外围保护地带规划限高，导致无法建设污染物集
中高空排放的风塔建筑，采用高风塔（常规机械通风集中
高空排放系统）的形式也将面临规划调整的制约。在满足
限高及消防问题的前提下，采用设置中分带排风竖井及机
械双向轴流风机的分散机械通风方案。轴流风机正常间距
为 60m，排风量为 20m3/s； 

图 1   啬园路隧道半横向通风示意图

2   数值模型建立
2.1   数学模型

采用火灾模拟软件 FDS，该软件使用大涡模拟方法处
理湍流流动，通过近似有限差分法来计算质量守恒、能量
守恒、动量守恒和组分守恒的偏微分方程以求解每个计算
单元内气体密度、温度和组分体积分数等参数。方程的通
用形式如下：

连续性方程：

       +                =0                                                        （1）

动量方程：

         +vj         

= -              +             +                                                 （2）

污染物扩散方程：

          +          

=       ( Γi            ) -                       +Sc                         （3）

式中：ρ 为流体介质的密度；t 为时间；vi 为坐标方向
速度分量，其中 i=1，2，3；p 为静压；cj 为污染物浓度；
Γi 为污染物扩散系数； ρuicj 为湍流引起的脉动流速引起的
污染物浓度扩散量；Sc 为污染源项。
2.2   网格划分

模拟计算中，网格大小对于模拟结果的准确性影响较
大，通常情况下，按照式 4 和式 5 对网格尺寸进行计算 [13]：

D* = (                  )2/5                                                    （4）

       = 4~16                                                                   （5）

式中，δx 为网格尺寸（m）；D* 为火灾半径（m）；
Q 为热释放速率（kW）；ρ∞ 为空气密度（kg/m3）；cp 为
空气比热容（J/(kg·K)）；T∞ 为空气温度（K）；g 为重力
加速度（m/s2）。综合考虑计算速度与计算精度，设置火
源区大小为 6×12×6m3，网格尺寸为 0.2m。
2.3   模拟工况设置及物理模型

本模拟将火源设于隧道地面上方，汽油作为火源材
料，单位面积热释热速率为 1000kW/m2，尺寸 4m×5m，
火源功率随时间的平方增长，总热释率为 20MW，持续
至 500s，过程中燃烧面积维持不变。结合隧道布局，将主
道中部与匝道交界的最不利位置设为火源位置，隧道空气
初始温度为 20℃，压力设为标准大气压，自然风与行车
方向同向，风速为 1m/s 与 2m/s。排烟风机与补风机风量
为 20m3/s，匝道射流风机直径 Φ630mm，风速 37.5m/s。
隧道车辆出口端记为 K3+405，入口端记为 K6+080，火源
位于 K4+635，运行风机范围：K4+460-K4+775，5 台风机
时运行风机位置：K4+460、K4+520、K4+580、K4+725、
K4+775，9 台 风 机 时 增 加 运 行 风 机 的 位 置：K4+690、
K4+550、K4+750、K4+490，匝道出口设置 1 台射流风机。

表 1   各模拟工况参数表

工况 自然风速 /(m/s) 排烟风机 / 台 补风机 / 台 匝道射流风机 / 台

1 1 9 -- --
2 2 5 3（下游） --
3 2 5 -- --
4 2 5 -- 1
5 2 9 -- --

3   模拟结果与分析
在隧道主道顶部布置温度测点，每个测点之间间隔

20m，测点 31 位于火源正上方；2m 安全高度处布置温度
与 CO 浓度测点，测点间距 20m，测点 30 位于火源正上方；
主道间隔 25m 布置一个竖直平面，测量烟层高度，竖直
面 08 位于火源点处；在匝道 2m 安全高度处布置温度与
CO 浓度测点，间隔 10m，测点 21、20、19，距匝道交界
处纵向距离分别为 10m，20m，30m；在测点 2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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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截面图 （b）轴测图
图 2   FDS 生成的 600m 长主道 + 匝道物理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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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布置竖直平面，编号为 29，28，27。
3.1   各工况下烟气温度、最大 CO 浓度及烟层高度

分析 5 个工况下的隧道顶部温度、CO 浓度及烟层高
度，由图 3、4、5 发现：各工况下隧道的顶棚温度均大
于 100℃，隧道顶部需要加设防火材料；5 个工况，除火
源上方测点外，CO 浓度的最大值均小于 50ppm，不会威
胁人员安全；5 个工况中，除了工况 2，烟层高度均大于
2m，工况 2 中大部分时间烟层高度均大于 2m；由图 6 可见，
距火源下游 140m 处安全高度温度最高温度大于 50℃，不
满足距火源 150m 之外安全高度处烟气温度 50℃ 的安全
临界值，但是到达的时间各不相同。因此，各个工况之间

的对比主要考虑安全高度处的烟气温度。
3.2   自然风速对隧道温度分布的影响

由图 7 可以看出，在同一时刻相同测点处，工况 5 的
温度高于工况 1，即在风机运行模式相同的情况下，自然
风速是影响隧道烟气温度分布一个重要因素。
3.3   有无补风对隧道温度分布的影响

在火源下游开启 3 台补风机，由图 8 可以看出：有补
风时在测点 28 处温度明显高于没有补风，且达到最高温
度的时间也更早，即补风不会有效降低隧道内烟气温度。
3.4   排烟风机个数对隧道温度分布的影响

由图 9 可以看出，在火灾发生初期，开启 5、9 台风机，

（c） 主道烟层高度图 （d） 火源下游 140m 主道安全高度温度图

图 4   工况 1、5 主道安全高度温度分布图 图 5   工况 2、3 主道安全高度温度分布图

（a） 主道顶部温度图 （b） 主道最高 CO 浓度图     

图 3   各工况参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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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温度分布基本相同，但是在 150s 过后，工况 5 的烟
气温度明显低于工况 3，且温度最大值也比较小，即增加
排烟风机的个数有利于促进隧道烟气的排放。距离火源
40m 处的温度虽然仍大于 50℃，但是到达时间为 110s，
且烟气层高度均大于 2m，有利于人员疏散。因此，开启
9 台风机的排烟空控烟模式基本完善。
3.5   匝道风机对匝道温度、CO 浓度、烟层高度的影响

从图 10、11、12 可以看出，是否开启匝道风机对匝
道的温度、CO 浓度及烟层高度几乎没有影响，且加设匝
道风机需要改变隧道结构，增加造价。因此，不采用匝道
风机。
4   结论

火灾发生时，隧道顶棚均超过 100℃，隧道顶部需加
设防火材料；隧道的 CO 浓度、烟层高度均处于安全标准；
相同风机运行模式下，自然风速是影响隧道温度分布的重
要因素之一；设置机械补风时，安全高度处温度没有下降；
增加排烟风机数量，能够降低隧道温度，促进烟气排放；
不论匝道风机开启与否，匝道内的温度、CO 浓度分布及
烟层高度几乎没有变化。可见，增设匝道风机并不能改善
匝道内烟气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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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柴油发电机组作为一种备用电源在民用建筑中被广泛

采用，其作用是当市政电网出现故障或紧急用电时，保证
应急用电设备的正常运行。柴油机在运行中由于柴油的燃
烧产生大量热量，其热量主要为柴油机的散热量 Q1、发
电机的散热量 Q2、柴油发电机排烟管的散热量 Q3 及柴油
机机头散热器的散热量 Q4，为保证柴油机受热机件及增
压器外壳等部分不受高温的影响，并保证人员在机房内有
一定的体力活动，就要在受热部分进行冷却，常见柴油发
电机及其机房的冷却方式有水冷和风冷两种，而目前民用
建筑中最常用的中小型柴油发电机以风冷居多，但是设计
师在考虑风冷冷却方式时，由于其考虑不周，常导致室内
温度过高，而影响机组及人员的正常工作，因此有必要对
其风冷冷却方式的做法进行分析讨论。
1   阻力分析

柴油发电机房内的余热量包括柴油机、发电机、排烟
管道及柴油机机头散热器的散热量，其计算公式详见文献
[1] 第 4.5 节“柴油电站通风设计”。对于民用建筑采用风
冷系统，根据《柴油发电机组设计与安装》（15D202-2）
规定 [2]，“若空气的进、出风口的面积不能满足要求时，
应采用机械通风并进行风量计算。当采用自然通风降温时，
机房的进、排风系统总阻力不宜大于 125Pa；当通风管道
总阻力超过 125Pa 时，应设置机械送排风系统，风机全压
应根据风道阻力计算确定。”对于人防电站，柴油发电机
房的排风一般经过集气室 – 悬板防爆波活门 – 风井 – 防雨
百叶，而所对应的悬板防爆波活门的悬板受一定重力的限
制，需保持一定的张开角和通风通道面积，此时通风阻力
约为 50~100 Pa，而防雨百叶风口有效系数为 0.5 时，排
风百叶的局部阻力系数为 ζ=8，取排风百叶风速为 4m/s，
则防雨百叶的阻力损失约为 77Pa，再考虑其风井及集气
室的阻力，则总阻力超过 125Pa，需设置机械通风系统，
而不宜通过自然通风来排除柴油机的热量。

2   通风量计算
柴油发电机房采用风冷系统，同时柴油机冷却也采用

风冷系统，这时机房的排风不仅要考虑排出机房内的余热，
而且还应考虑排除柴油机机头散热器排到机房内的热量。
对于采用机械排风，柴油机机头散热器热量处理方式一般
有两种：（1）通过排风管排至室外；（2）直接排至柴油
发电机房，具体做法详见图 1、图 2。

人防柴油电站通风设计探讨
蒋能飞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深圳   518031 ）

［摘   要］分析了柴油电站送排风系统的阻力，对排除柴油机机头散热器热量两种方法用一个实例进行了对比，说明
柴油机机头散热器热量通过排风管排至室外的方法更加合理。

［关键词］柴油电站；散热量；通风量计算

Ventilation Design of the Civil Defense Power Plant
Jiang Neng-fei

（Shenzhen General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Research Co. Ltd. Shenzhen  518031）
［Abstract］Analysis of the resistance of air supply and exhaust system of diesel power plant, to eliminate two kinds of 

methods of diesel engine radiator heat head with an example comparing the diesel engine with the heat of the radiator through an 
exhaust pipe to the outside row method is more reasonable.

［Keywords］civil defense power plant; heat release; calculating ventilation rate

作者简介： 蒋能飞（1985—），男，深圳，硕士研究生。
Email:jiangnengfei@yeah.net

图 1   排风管排至室外 

图 2   直接排至柴油发电机房
（注：1- 悬板活门；2- 排风机；3- 止回阀；4- 进风机；5- 送风口；
6- 排风口；7- 防火风口；8- 防火阀 (70°C)；5-6- 超压排气活门；

5-9-4- 电动、手动密闭阀门；11- 柴油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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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通风量的计算公式
当采用机械排风系统时，排除机房内余热的通风量 L

可按下式计算：

L=                                                                                 （1）

式中，L 为排除机房内余热所需通风量（m3/h）；
Q 为室内柴油发电机机房余热（kW）；tn 为机房排风
温 度（℃）， 根 据《 民 用 建 筑 电 气 设 计 规 范》（JGJ 
16–2008）第 6.1.13 条规定，对于柴油发电机房（隔室操作、
自动化）夏季温度为 32~37℃，tn 取 37℃；tw 为夏季通风
室外计算温度（℃）。
2.2   举例说明

某防空地下室柴油发电机房设机组 2 台，运行 1 台，
备用 1 台，柴油机功率为 220kW（300h·P），发电机功率
为 200 kW；排烟管直径为 150mm、长度为 30m，采用矿
渣棉制品保温，保温层厚度为 60mm，qe=0.196kW/m；大
气压力为 98.7kPa；烟管温度 ty 取 400℃；机房设计温度
为 37℃；工程水源困难，冷却方式拟采用风冷，进风温
度 t1=30℃。通过计算得到：Q1=27.41kW，Q2=19.78kW，
Q3=5.88kW，Q4=176.55kW。 从 计 算 结 果 可 以 发 现，
Q4>Q1+Q2+Q3；显然，如果把 Q4 直接排至机房内，将导
致机房内余热大量的增加。为了更加直观的对比两种方法，
现采用两种方法分别计算其通风量，并将其计算结果汇成
表格，具体详见表 1。

表 1   两种方法比较

计算
方法

机房内余
热量 /kW

排风风量
/(m3/h)

送风风量
/(m3/h)

悬板活门
数量 / 扇

排风管出口
温度 /℃

1 53.1 20957 22497 4 67
2 229.6 95798 97338 14 37

由 于 方 法：（1） 通 过 排 风 管 排 至 室 外， 其 柴 油
机 机 头 散 热 器 热 量 不 直 接 散 发 到 机 房 内， 余 热 量 为
Q1+Q2+Q3，送风量可以根据公式（1）可以求得，而排除
柴油机机头散热器热量的最小风量可以通过样本查的为

19980m3/h，取最大值 22497m3/h 作为送风风量，室外空气
首先冷却机房余热后，再经过柴油发电机冷却其柴油机机
头，因此排风温度较高（67℃）；而方法（2）的机房余
热量为 Q1~Q4 之和，室外空气冷却机房余热后直接排出，
其排风温度较低（37℃），但是其送排风总量是方法（1）
的 4.3 倍，如果悬板防爆波活门采用 HK800（5），战时
最大通风量为 14500m3/h，则方法（2）送排风所需悬板活
门数量为 14 扇，比方法（1）多 10 扇，受实际建筑工程
条件的限制，方法（2）在工程实际设计中难以实现。
3   总结

3.1   对于人防电站，由于其通风系统的阻力较大，难
以满足自然通风的要求，建议采用通风系统；

3.2   采用柴油机机头散热器热量通过排风管排至室外
的方法：

（1）其送排风风机风量较小，易于实现，这时机房的
进风量按以下两种情况确定：应取 Max( 机头散热器排风
量（查样本得到），排除室内余热的进风量 )，

（2）当机头散热器排风量大于排除室内余热的进风量
时，取机头散热器排风量作为排风风机的风量，此时可以
不在柴油发电机房内设置单独的排风口，其排风全部通过
机头排出，而此时进风量量为排风量加上燃烧空气量；

（3）当机头散热器排风量小于排除室内余热的进风量
时，取排除室内余热的进风量作为机房进风量，排风风机
风量为进风量减去燃烧空气量，此时柴油发电机房内需设
置排风口，其风量为排风风机风量减去机头散热器排风量。

参考文献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 . 全国民用建筑
工程设计技术措施 防空地下室 (2009 年版 )[M]. 北京：中
国计划出版社，2009.
[2]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15D202-2 柴油发电机组设计
与安装 [M].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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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本路段采用湖底隧道方案，隧道封闭长度 1040m，为

单向双孔双车道隧道，隧道净高 5.2m，宽约 10m，单孔
断面面积约 52m2。

汽车在行驶过程中排放 CO 气体，产生烟雾，为了保
证隧道内良好的空气环境，提供安全行车条件，要求隧道
内设置通风设施。同时为了在发生火灾时有效排除烟气，
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规定，隧道应设置排烟装置。
2   主要设计原则

（1）以人为本确保行车安全为准则，满足行车环境卫
生标准以及行车舒适性要求。

（2）隧道火灾时应能及时控制和排除烟雾，防止烟雾
回流，为人员疏散和施救提供有利条件。

（3）充分利用行车产生的交通活塞风，优先考虑投资
小、运行节能、控制灵活的纵向通风方式。

（4）在隧道或匝道出口环境敏感点处，采取降低污染
物排放和控制通风设备噪声措施，满足环保要求。

（5）在设计中应结合地形和线路走向，合理的选择风
道、风井和风塔形式。
3   通风方案设计
3.1   通风设计判定

本隧道为单向双孔双车道隧道，隧道长度 1040m，隧
道通车根据道路专业条件按每孔隧道每小时通过 2500 辆
车计算。按照《公路隧道通风照明设计规范》(JTJ026.1–
1999) 规定，对单向交通隧道，当 L×N ≥ 2×106 时，宜设
置机械通风。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本隧道仅限
通行非危险化学品等机动车，属于三类隧道 ( 长度小于
1500m)，应设置机械排烟系统。
3.2   通风方式

本工程经过分析比较，并借鉴类似工程实例设计施工
情况，通风方案采用纵向通风方式。其模式见图 1。

纵向通风方式是利用悬吊在隧道顶部的风机使空气沿
隧道纵向流动，达到通风目的的通风方式。风机一般采用
射流风机，射流风机可采用多组串联安装，每组可采用多

湖底隧道通风设计
王    欣

（北京建筑大学，北京   100044）

［摘   要］本文就湖底隧道工程部分根据相关规范要求判定隧道应设置机械通风系统和排烟系统。借鉴类似工程实例
设计施工情况，通风方案采用纵向通风方式。对隧道纵向通风的计算过程也作了简单的介绍。

［关键词］隧道通风；纵向通风；射流风机

Approach to Determine Value of Variable Vapor Permeability of Autoclaved 
Aerated Concrete 

Wang Xin 
(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lake tunnel engineering part of the relevant norms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unnel 
should be set up mechanical ventilation system and exhaust system. Drawing on similar engineering examples of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ventilation program using vertical ventilation. The calculation of the longitudinal ventilation of the tunnel is also briefly 
described.

［Keywords］Tunnel ventilation; Longitudinal ventilation; Jet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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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纵向通风示意图

台并联。射流风机的出口风速很高，利用其射流可以诱导
大量空气，射流气流与诱导气流发生能量交换保持一定风
压，从而形成空气沿隧道流动的效果。采用射流风机进行
纵向通风的计算原理是若干台射流风机运行时产生的推力
Z×S（Z 为封流风机台数，S 为单台风机的推力），克服隧
道内壁面的摩擦阻力及隧道外部自然风的阻力，诱导隧道
内空气以流速 Vr 流动，达到通风的目的。

纵向射流风机通风具有以下特点：
（1）通风系统简单，不需要风道，风机悬空安装，可

诱导隧道内空气，风机体形小；
（2）设备简单，安装方便，投资省；
（3）对土建工程影响小；
（4）通风排风从隧道端头从隧道两端低空排除，对洞

口周围环境有一定影响，目前为回避进排风短路，在有条
件时可在隧道进出口部设置隔离墙。
3.3   排烟方式

隧道内发生火灾时，在汽车行驶推力下，烟雾会向车
辆行驶方向流动，火灾源位置上风方向的车辆将停止行驶，
而火灾下风向的隧道部分实际成为烟道，消防人员难以扑
救，必须将火灾产生的烟雾有效排出。本工程采用了通风
与排烟相结合的方案，火灾发生时，通风系统可转换为排
烟系统，按两者最不利风量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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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风设备选择
4.1   通风量计算

（1）CO 排放量及稀释 CO 的通风量计算
CO 的排放量计算：

QCO=qCO×fa×fd×fh×fiv×L×N×(1/3.6×106)                   （1）

 式中：qCO 为每台车 CO 单位排放量 (m3/ 辆 km，取
0.01；fa、fd、fh、fiv 为修正系数 )

表 1   系数取值规范表

车速 fa fd fh fiv L N QCO(m³/s)
50km/h 1 1.2 1 1 1040 2500 0.087
30km/h 1 2 1 1 1040 2500 0.014
10km/h 1 6 1 0.8 1040 1800 0.034

稀释 CO 的通风量 Qreq(CO) 按下式计算：

Qreq(CO)=106×Qco×po×T/(δ×p×To)                          （2）

式中：隧道所在地夏季计算气温 T 取 306K，计算大
气压力取 999.4hPa。

表 2   计算结论

车速 允许浓度 δ 通风量

50km/h 125 79
30km/h 125 130.9
10km/h 250 155.7

（2）烟雾产生量及稀释烟雾的通风量计算
烟雾排放量计算： 

Qvi=qvi×fa(vi)×fd×fh(vi)×fiv(vi)×L×N×(1/3.6×106)   （3）

式中：qvi 为每台车烟雾的单位排放量（m2/ 辆 ·km），
取 2.5；fa(VI)、fd、fh(VI)，fiv(VI) 为修正系数。

稀释烟雾的需风量按下式计算：

Qrcq(vi)=Qvi/K                                                            （4）

式中正常交通 K=7.5×10-3m-1；阻塞交通 K=9.0×10-3m-1。
在车速 50km/h 和 30km/h 的状态下，通风量计算结果如下
表：

表 3   通风量计算结果

车速 qvi fm fd fiv Qv(m³/s) Qreq(vi)(m³/s)
50km/h 2.5 0.4 1.2 1 0.87 105
30km/h 2.5 0.4 2 0.72 1.04 126

（3）排烟风量计算

隧道排烟按火灾产生 20MW 热量设计，根据《公路
隧道设计规范》JTG D70–2004，排烟状态下隧道风速取
3m/s。排烟状态下隧道风速取 3m/s，折合通风量为每管隧
道 156m3/s。
4.2   系统阻力计算

隧道内空气流动受到的阻力有：自然风阻力，通风气
流阻力 ΔI ′ 为汽车行驶交通风力 Ol′w。射流风机群提供的
总升压力应克服以上阻力并根据这一平衡计算出射流风机
台数。

在通风计算中，自然风阻力 Δpm 作为阻力考虑，按
下式计算：

Δpm=(1+ζc+λ′×L/D′ )×ρ/2×Vm2                                  （5）

式中：ζc 为隧道入口损失系数；λr 为隧道壁面摩阻损
失系数；Dr 为隧道断面当量直径；p 为空气密度；Vn 为
自然风引起的洞内风速。

本隧道为单向行驶，汽车行驶交通风力 按下式计算：

Δp1=Am/Ar×ρ/2×n ×(V1-Vr)2                                     （6）

式中：Am 为汽车等效阻抗面积；Ar 为隧道净断面积；
n 为隧道内车辆数；V1 为车速；Vr 为设计风速。

通风气流阻力 ΔI ′，按下式计算：

Δpr = (1+ζc +λr×L/Dr)×ρ/2×Vr2                                 （7）

经计算，各项阻力计算结果列于下表：
表 4   阻力计算结果

车速 ΔPm（Pa） ΔPr（Pa） ΔP1（Pa） 隧道阻力（Pa）

50km/h 30 6.3 -102 -65.7
30km/h 30 17.4 -60.4 -13
10km/h 30 25.1 0.3 55.4

4.3   风机选型
隧道计算最大风量为 156m3/s( 排烟状态 )。最大阻力

为 55.41Pa( 车速为 10km/h)。射流风机选择 Ø630 型，风
机功率 15kW，风机出口风速 33.7m/s，风机流量 10.5m3/s，
风机出口面积 0.312m2。

根据计算选择 10 台就可以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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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氡（222Rn）是一种天然的放射性气体，广泛存在于

土壤以及岩石中，氡的半衰期为 3.8 天，衰变的时候将释
放 5.5-MeV 的能量并产生新的放射性元素（218Po、214Pb、
214Bi 及 214Po 等）。氡是一种对人体有害的污染气体，已
经有研究表明，长时间暴露在高浓度的氡以及其子体的环
境中会增大肺癌的患病风险。[1-3] 室内建筑中的氡主要来
源于建筑地基下土壤氡的渗透以及建筑材料本身。为了防
止室内氡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危害，必须对室内氡浓度进行
控制，使其浓度低于对人体造成危害的阈值。我国规范中
已有如下规定：公共居住的住房，对于已有建筑其平衡当
量氡浓度不超过 200Bq/m3，对于新建住房，其平衡当量
氡浓度不超过 100Bq/m3[4]；对于地下建筑，已用地下建筑
的平衡当量氡浓度不超过 400Bq/m3，新建地下建筑的平
衡当量氡浓度不超过 200Bq/m3[5]。

近年来，人们针对室内氡运动规律以及室内氡浓度控
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Keramatollah Akbari[6] 研究了
排氡通风对室内空气品质和节能性的影响，指出换气次数
和通风口位置对室内氡浓度分布有重要影响。同时，采用
地板下部加热能够提高氡排出效率，从而降低 30% 的能耗。
Ji Eun Lee 等人 [7] 研究了室内换气次数和进风角度对室内
氡浓度的影响，指出当室内换气次数为 1 次 /h，室内氡浓
度始终低于 100Bq/m3，而当换气次数低至 0.01 次 /h 时，
室内某些房间氡浓度超过 148Bq/m3。研究还指出当进风
角度为 5° 或者 175° 时，即使换气次数为 1AC/H，仍有房
间的氡浓度超过 100Bq/m3。刘泽华等人 [8] 利用 CFD 数值

仿真的方法研究了室内氡及其子体的来源和消除方法，宋
想等人 [9] 利用 CFD 数值仿真研究了进氡率恒定情况下，
不同通风状况对室内氡环境的影响。

地下空间处于地表下层，土壤中的氡更容易进入室内，
氡污染的情况更为严重。因此，学者们针对地下空间氡的
控制进行了许多研究。Dong Xie[10] 等采用实验测量的方法
对建筑地下室进行了氡水平的环境因素影响实验，发现室
内氡水平在秋季时最高，研究进一步指出室内氡水平与室
外大气压、室内外温差以及室内外压力差有着明显的关系。
此外，国内学者还对地下空间氡控制的气流组织形式以及
产生机理进行了数值仿真模拟，对已有地下空间的氡浓度
进行了实测 [11-14]。

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采用 CFD 数值模拟的
方法研究室内温度、换气次数以及气流组织形式对地下车
库氡浓度分布的影响，提出改善地下车库氡控制的建议和
方法。
1   理论及方法

本节将介绍室内流场的控制方程，氡析出、扩散的理
论和计算方法以及数值仿真中的若干假设。
1.1   基本控制方程

室内流体流动的基本控制方程包括连续性方程、动量
方程、能量方程以及相关湍流模型，可查阅相关资料 [15]。
氡浓度方程和氡扩散系数计算如下式：

（1）氡浓度方程
氡在空气中以气体的形式存在，它对气流流动的影响

基本可以忽略，稳态下的氡浓度符合下列表达式：

         (ujc)=Deff         (         ) -λεC                                （1）

式中：u 表示方向上的分速度（m/s）；c 表示氡的质

地下车库氡迁移的数值模拟研究
李铖骏 1，王汉青 1 ，黄春华 2，叶勇军 1，谢    东 1

(1. 南华大学环境保护与安全工程学院，湖南衡阳   421001；2. 湖南工业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0）

摘  要：计算了地下车库壁面的氡析出率，建立了地下车库的几何模型，采用 CFD 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了室内温度、
换气次数以及气流组织形式对室内氡浓度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室内温度为 5℃ 时，室内平均氡浓度水平较低，温度
的升高将削弱通风排氡的效果。提高换气次数可以显著的降低室内氡的浓度，除此之外，采用合理的气流组织形式，让气
流充分穿越工作区也是提高排氡效率的可行方法。

关键词：氡浓度；地下空间；温度；数值模拟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Radon Distribution in Underground Garage
Li Cheng-jun1, Wang Han-qing1, Huang Chun-hua2, Ye Yongjun1, Xie Dong1

(1.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afety Engineering College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Hunan 421001,China; 2.Urban 
and rural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0,China)

［Abstract］By caculating radon exhalation rate of underground garage and establishing the geometry model, numerical 
simulation were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indoor temperature, air change rate and air distribution on indoor radon 
concentration. The result showed that randon concentration was low when indoor teperature was 5℃ and radon removal efficiency 
of ventilation decreased with the rising temperature. Increasing the air change rate c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indoor radon 
concentration. Besides, a feasible method for improving radon removal efficiency of ventilation was adopting reasonable air 
organization to ensure air flowing through the work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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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浓度（kg/m3）；Deff 代表了氡在空气中的有效扩散系
数（cm2/s）；λ 表示氡的衰变常数（s-1）；ε 表示孔隙率；
C 表示介质中的氡浓度（Bq/m3）。

（2）氡扩散系数
式（1）中的有效扩散系数可由下式确定：

Ddff = D+Dt                                                                    （2）

式中：D 为氡自由扩散系数；Dt 为紊流脉动引起的浓
度扩散；D 和 Dt 的计算可由以下公式确定：

D = D0        (       )                                                          （3）

Dt =                                                                               （4）

式中：D0、P0、T0 均代表 20℃ 时氡的扩散系数、大
气压力及热力学温度值；vt 为紊流运动黏性系数（m2/s），
可由紊流模型计算；σc 为浓度的紊流施密特数。
1.2   氡析出计算模型

地下空间进氡主要有三个来源，房基土壤析出的氡，
建筑材料释放出的氡以及室外空气中所含的氡，土壤析氡
以及建筑材料析氡可由下列公式计算 [16]：

（1）土壤气体逸出引起的氡析出

Es =vCsq                                                                        （5）

式中：v 表示氡在土壤中的渗透率可由式（6）计算
（m/s）；Csq 为土壤最上层氡浓度（Bq/m3）。

v =                                                                               （6）

式中：v 表示对流速度（m/s）；ε 表示土壤孔隙率。
（2）建材镭衰变引起的氡析出

Ebm=Gbmlbmtanh(       )                                                   （7）

式中：Gbm 代表建材的产氡率可由式（8）计算（Bq/
m3）；lbm 为材料中氡的扩散长度可由式（9）计算（m）；
lb 为建材厚度（m）。

Gbm=Gm λ ρmηm                                                              （8）

lbm =                                                                              （9）

式中：Gm 为建材中镭的比活度（Bq/kg）；λ 为氡衰
变常数（s-1）；ρm 为建材密度（kg/m3）；ηm 为建材射气系数；
ε 为建材孔隙率；D 为氡在建材中的扩散系数（cm2/s）。

（3）同时考虑镭衰变和建材中贴近土壤一侧氡浓度扩
散引起的析氡率

Em = Em
' -amCm2                                                          （10）

式中：Em 是总的建材析氡率（Bq/m2s）；为贴近土壤
建材的当量析氡率可由式（11）确定（Bq/m2s）；Cm1、
Cm2 分别为土壤与空气交界面和主流区空气氡浓度（Bq/
m3）；am 建材的反扩散系数（cm2/s）。

 Em
'  =Ebm +                   Cm1                                         （11）

（4）进氡率计算 
根据计算的析氡率可以采用式（12）换算成进氡率：

U =3600E                                                                   （12）

式 中：U 为 进 氡 率（Bq/m3）；E 为 氡 析 出 率（Bq/
m2s）；S 为进氡面积（m2）；V 为房间新风量（m3/h）。
1.3   相关假设

本文在数值仿真模拟中做了如下假设：
（1）流体视为理想不可压缩的牛顿流体，流场已经过

充分长的时间，采用稳态计算的方法。
（2）各壁面氡析出率以及大气中的氡浓度为恒定值。

2   数值模拟边界条件
2.1   氡浓度计算参数

氡计算有关的参数值见表 1，将各参数其代入式（5）—
（11）可以求得进氡率大小。

表 1   氡计算相关参数表

参数

氡密度（kg/m3） 9.73 λ（s-1） 2.098×10-6

氡热容（J/kg·K） 93.63 ρm（kg/m3） 2400
氡导热系数（W/m2·K） 3.61 ηm 0.2

相对原子质量 222 建材孔隙率 ε 0.25

动力粘性系数（kg/m·s） 1.8×10-5 建材中氡扩散系数
D（cm2/s）

3.5×10-6

Csq（Bq/m3） 6920 Lb （m） 0.3
v (m/s) 7×10-6 Cm1 （Bq/m3） 3460

土壤孔隙率 ε 0.5 Cm2（Bq/m3） 10
Gm （Bq/kg） 84.9 am （cm2/s） 6.87×10-6

2.2   几何模型
图 1 是采用 Solidworks 软件建立的地下车库模型图，

车库内部长、宽、高分别为 20m、16m 和 3.7m，设有两
个送风口和两个排风口以及一个自然进风口，排风口尺寸
550mm×300mm，送风口尺寸 450mm×300mm，室内无热源，
冬夏季不考虑空气调节。

图 1   地下车库几何模型图

模型中地面、墙壁以及顶面有着不同的氡析出率，可
由下表计算：

表 2   建筑不同部位氡析出率

氡析出率（Bq/m2·s）

地面 Es+Em

墙壁 Em

顶面 Ebm

2.3   工况控制
本文通过 3 个工况分别研究不同室内温度、不同换气

次数以及不同气流组织形式对室内氡浓度的影响。
（1）工况 1
氡的扩散是由于热运动，气体分子沿浓度减少方向位

移的结果，氡的扩散是室内氡迁移的一种重要机理 [16]，扩
散与温度有着直接的联系，选取典型夏热冬冷地区冬季、
过渡季节和夏季的平均温度作为参考值，如表 3 所示：

表 3   工况 1 变量控制表

室内温度 /℃ 换气次数 /(AC/H) 送风量 /(m3/h) 排风量 /(m3/h) 气流组织形式

5（冬季） 1 696 870 上送上回

25（春秋季） 1 696 870 上送上回

35（夏季） 1 696 870 上送上回

P0
p

vt
σc

v
ε

lb
lbm

D
λε

λεlbm

2sin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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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bm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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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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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风口

自然进风口

20600

3700

16528.24

排风口

排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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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况 2
换气次数对室内氡浓度的分布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

规范中规定 [17]，地下停车库单层停放，采用机械通风时，
排风量可采用换气次数法计算，层高超过 3m 按 3m 计算，
不足 3m 的按实际面积计算。车辆出入较多时取 6 次 /h，
中等 5 次 /h，较少 4 次 /h。为保持停车库内处于负压状态，
送风量取排风量的 80%。选取的换气次数如表 4 所示：

表 4   工况 2 变量控制表

室内温度
/℃

换气次数
/(AC/H)

送风量
/(m3/h)

排风量
/(m3/h) 气流组织形式

35 0.1 69.6 87 上送上回

35 1 696 870 上送上回

35 2 1392 1740 上送上回

35 4 2784 3480 上送上回

（3）工况 3
室内气流的组织也会对氡的扩散产生影响，选取上送

上回和上送下回的气流组织形式，分析风口位置对室内氡
分布的影响，变量控制如表 5 所示：

表 5   工况 3 变量控制表

室内温度
/℃

换气次数
/(AC/H)

送风量
/(m3/h)

排风量
/(m3/h)

气流组织形式

35 1 696 870 上送上回

35 1 696 870 上送下回

3   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3.1   工况 1

图 2 是不同温度下，室内的氡浓度云图，从图中可以
看出室内的氡浓度呈“层状”分布，越靠近地面其氡浓度
水平越高，随着高度的增加，氡浓度逐渐降低，造成这种
现象有两个原因，一是地面的进氡率要高于墙壁以及顶面
的进氡率，二是因为氡的密度较大，容易沉积在地表附近。
图 3 是在室内中心监测到的不同温度下沿高度方向的氡浓
度衰减曲线图，可以看出在温度为 5℃ 时氡的浓度衰减较

快，而随着温度的升高，氡浓度衰减较低温时减缓，25℃
和 35℃ 的情况衰减趋势接近。

图 4 是距地面 30cm、150cm 和 270cm 截面上的平均
氡浓度柱形图，对比三个截面的平均氡浓度，可知无论在
哪个温度下，离地距离较小的截面比下一级高程截面平均
氡浓度均高出 100Bq/m3 以上。三个截面上的平均氡浓度
在温度为 5℃ 时均处于最低值，在温度为 35℃ 时均处在
最高值。当温度较低时，室内的氡浓度值较低，而当温度
较高时，室内氡浓度值较高，侧面反映出低温更有利于室
内氡的排出，随着温度的升高，氡在空间内的扩散作用加
强，从而减弱了通风排氡的效果。
3.2   工况 2

图 5 是室内取不同的换气次数时各高度截面上的氡浓
度平均值柱形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换气次数对室内氡浓度
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当室内换气次数为 0.1AC/H 时，室
内距地面 150cm 人员活动高度的平均氡浓度高达 1891Bq/
m3，而当换气次数取 1AC/H 时，室内距地面 150cm 人员
活动高度的平均氡浓度降为 217Bq/m3，符合已有地下车
库氡浓度限制标准，而当按照规范要求换气次数取 4AC/H
时，其平均氡浓度仅为 41Bq/m3。
3.3   工况 3

图 6 是两种气流组织下的室内速度云图，对比图 6 的
（a）（b）两图可以明显看出，采用上送上回的气流组织
形式时，室内气流速度较低，且形成了几个速度低于 0.01m/
s 的低速区域。而当采用上送下回的气流组织形式时，室
内平均气流速度增大，且室内各处无明显的低速区，从通
风的可及性来说，采用上送下回的气流组织形式优于上送
上回的气流组织形式。

图 7 是不同气流组织形式下距离地面 150cm 人员活
动高度截面上的氡浓度等高线图，图 7（a）可以看出采用
上送上回的气流组织形式时，在送风口和排风口下位置的
氡浓度较低，而在截面中间部位的氡浓度较高，形成了局

图 3   不同温度下室内氡浓度衰减曲线图 图 4   不同温度下室内
不同高度氡浓度柱形图

图 5   不同换气次数下室内
不同高度氡浓度柱形图

     图 2   不同温度下室内氡浓度云图

（a）5℃ （b）25℃ （c）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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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氡浓度较高的区域。相比之下，图 7（b）在整个截面
上的氡浓度普遍较低，这说明采用上送下回的气流组织形
式后，气流较好的穿越了需要工作的区域，有效地减小了
室内的氡浓度，从排氡效果上来说，采用上送下回的气流
组织形式也优于上送上回的气流组织形式。
4   结论

本文计算了地下停车库各壁面的进氡率，建立了地下
停车库氡扩散的数学和几何模型，利用 CFD 数值仿真模
拟分析了室内温度、换气次数以及气流组织形式对室内氡
浓度分布的影响，得出了以下结论：

从模拟结果上来看，当室内温度较低时，通风控氡的
效果要优于室内温度较高的时候，这提示在设计控氡系统
时可以分季节进行控制，即在冬季可以降低控氡的风量，
而在温度较高的时候适当加大控氡的风量。

增大换气次数可以明显地改善室内的氡环境，当换
气次数为 1AC/H 时，室内氡浓度已经符合规范上的要
求，因此对于采用机械通风的情形，当室内换气次数超过
1AC/H 时，基本可以认为已经具备足够的排氡的能力。

合理的气流组织形式可以在不改变风量的情况下提高
排氡能力，在设计中尽可能的让气流穿过需要排氡的位置，
让气流携带更多的氡排到室外，将能进一步提高系统的节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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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气流组织形式下的室内速度云图

图 7   不同气流组织形式下的室内氡浓度等高线图

（a）上送上回 （b）上送下回

（a）上送上回 （b）上送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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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作为隧道的一种，城市地下道路有一般隧道的特性，

但也有其特殊的方面。例如交通量大，纵坡多、坡度大，
岔路、弯道等结构较复杂的路段多，使得隧道内的通风排
烟气流组织相对困难，通风及排烟效果难以控制。并且与
长大隧道和水底隧道的火灾研究相比，城市地下道路出现
的时间较晚，且出现的规模和影响层次远不及前者，因此，
对其火灾安全研究投入不足，对其内部火灾及烟气蔓延的
特殊性缺乏认识。发达国家在城市地下道路火灾研究方面
较早，英国的 Carvel[1-3]、日本的 Kurioka 等 [4] 对纵向风
速及隧道结构对车辆热释放率和火灾特性的影响进行了研
究。Vauquelin 等人则对对半横向排烟的排烟特性及影响
因素进行了小尺寸的实验研究 [5-6]。

和国外相比，我国对于城市地下道路的研究开展的较
少。姜学鹏，刘琪 [7] 等人利用 FDS5.0 模拟软件，在 《隧
道集中排烟口间距的多目标决策分析》一文中研究了集中
排烟量、机械补风风速、等因素对集中排烟效果的影响。
袁建平 [8] 在《城市隧道火灾组合式排烟特性研究》利用
1/20 小尺寸模型实验对城市隧道火灾组合通风排烟方式
下的排烟特性进行了研究，对不同纵向风速和不同排烟量
下温度和烟气实验结果进行了分析。现阶段，由于对城市
地下道路内部火灾及烟气蔓延的特殊性缺乏认识，主要通
过性能化方法来解决其防火设计问题 [9-13]。但性能化设计

中以火灾点下游车辆能以大于临界风速的速度不断远离火
源和烟气的假设设计的纵向烟气控制系统能否适应拥堵的
城市地下道路还是个疑问，性能化设计尽管可以针对具体
工程提出经济合理的防火设计方案，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
决城市地下道路的火灾安全问题。本文借助通风模拟软件
IDA RTV 对某多点进出城市地下道路原有的通风排烟策略
进行模拟评估，并对通风效果不好的方案进行优化分析，
确定风机开启策略，并对匝道风机开启对于主路风速的影
响进行研究。
1   工程概况

某城市地下道路通风设计段全 4685m，分两期建设，
一期通风设计段长 2660m，二期通风设计时段长 2025m，
隧道性质为城市主干道。该地下道路主线隧道设置 2 座火
灾排烟专用竖井，将全线 4685m 隧道划分为 3 个排烟区段，
以减少排烟距离，有助于人员疏散及火灾救援。火灾工况
时，开启竖井内轴流风机排烟，分区段射流风机进行辅助
排烟。
2   IDA RTV 软件介绍

IDA Road Tunnel Ventilation (RTV) 是瑞典 EQUA Simulation 
AB 使用 Modelica 语言开发的模块化隧道通风模拟软件，
核心求解器 IDA Solver 能求解模块化的微分代数方程组。
程序使用集总参数模型，在每段隧道模块内参数以平均量
表达。利用整个隧道的空气质量流和全压的平衡关系，以
及稳态流动能量方程，求解每段隧道的风流参数。主要方
程包括每段隧道的全压差平衡方程、通风竖井的压力损失

某多点进出城市地下道路通风网络分析
董启伟，李炎锋，李俊梅，李嘉欣，李云飞，徐晨亮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北京   100124）

［摘   要］与单点进出型地下道路相比，由于存在多个分流和合流匝道，多点进出型的复杂地下道路在隧道内的空气
流速、烟气扩散等方面会呈现复杂的形态。本文借助通风模拟软件 IDA RTV 对某多点进出城市地下道路原有的通风排烟
策略进行模拟评估，并对通风效果不好的方案进行优化分析，减少风机开启台数，确定了隧道三种工况下的风机开启策略，
并对匝道风机开启对于主路风速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分区段排烟时，区段内的射流风机全部开启，这种运行模式
不合理，导致竖井下游风速过大，匝道风机的开启对于主路风速具有一定的影响，在进行通风防排烟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匝
道位置及匝道风机的开启方式，分区段排烟时，可采用逆向开启竖井下游风机的方式将烟气更有效的通过竖井排出。该结
果为其他复杂地下道路的通风排烟设计提供理论与依据。

［关键词］分流和合流匝道；多点进出城市地下道路；通风排烟策略

Analysis of Ventilating Network of a Urban Underground Roads of Multi-point 
Entry and Exit

Dong Qi-wei, Li Yan-feng, Li Jun-mei, Li Jia-xin, Li Yun-fei, Xu Chen-liang
(1.(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e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Beijing 100124, China )

［Abstract］Compared with the underground road of single-point entry and exit ,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converging 
intersections and diverging intersections , the urban underground road of multi-point entry and exit can show complicated forms in 
the air flow rate and smoke movement. In this paper, the strategies of original ventilating and exhausting smoke of a certain urban 
underground of multi-point entry and exit road are simulated and evaluated by ventilation simulation software IDA RTV, the poor 
ventilation scheme is analyzed, the number of fans is reduced and the opening strategy of fans in the tunnel under three conditions is 
determined.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ramp fans on the wind speed of main road is studied. The results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ventilation and exhaust design of other complicated underground roads.

［Keywords］converging intersections and diverging intersections; the urban underground road of multi-point entry and exit; 
strategies of ventilating and exhausting sm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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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升压）方程、隧道分流与合流的局部阻力损失方程、
隧道出入口的风压差方程、每段隧道的热平衡方程、壁面
导热方程和火源模型等。
3   工况设计

模拟工况 1：沿行车方向第二座竖井下游（区段 1）
发生火灾时（如图 1），区段 1 内射流风机正向运转以满
足排烟临界风速，第 2 座竖井送风，烟气由出洞口排出。

图 1   区段 1 排烟示意图    
模拟工况 2： 沿行车方向区段 2，即两座竖井之间发

生火灾时（如图 2），区段 2 内射流风机正向运转以满足
排烟临界风速，第 1 座竖井送风，第 2 竖井就近将烟气排出。

图 2   区段 2 排烟示意图   
模拟工况 3：沿行车方向第一座竖井上游（设为区段 3）

发生火灾时（如图 3），区段 3 内射流风机正向运转以满
足排烟临界风速，第 1 座竖井内排烟风机开启就近将烟气
排出。

模拟工况 1：区段 1 内发生火灾  
（1）运行工况 1.1：设计运行模式，竖井 2 送风，区

段 1 内射流风机全开，匝道风机进送出排。
（2）运行工况 1.2：设计运行模式，竖井 2 送风，区

段 1 内射流风机全开，匝道风机停止运行。
各工况下火源附近的风速、竖井处向下游的风速见

表 1。
表 1   模拟工况 1 各运行工况火源附近的风速

运行工况 火源附近的风速（m/s）

运行工况 1.1 4.14

运行工况 1.2 3.89

由上表可以看出，与模式 1.1 相比，匝道风机停止运
行时，火源附近的风速变化不大，风速大于临界风速（临
界风速取 3.3m/s, 以下均相同），说明烟气逆流得到了控制，
火源下游风速较工况 1.1 有所增加，烟气的排出效率有所
提高，此工况下的烟气控制效果优于模式 1.1。此模式应
为火灾发生在区段 1 的风机最佳运行模式。

模拟工况 2：区段 2 内发生火灾
（1）运行工况 2.1：设计运行模式，竖井 2 送风，竖

井 1 排烟，区段 2 内射流风机全开，匝道风机进送出排。
（2）运行工况 2.2：竖井 2 送风，竖井 1 排烟，区段

2 内射流风机全开，匝道风机停止运行。
（3）运行工况 2.3：竖井 2 送风，竖井 1 排烟，区

段 2 内射流风机运行的数目减少一半，F10、F12、F16、
F18、F20、F22 开启，区段 1 内射流风机机组 F7 逆向开启，
匝道风机进送出排。

（4）运行工况 2.4：竖井 2 送风，竖井 1 排烟，区
段 2 内射流风机运行的数目减少一半，F10、F12、F16、
F18、F20、F22 开启，区段 1 内射流风机机组 F7 逆向开启，
匝道风机停止运行。

各工况下火源附近的风速、竖井处向下游的风速见
表 2。
表 2   模拟工况 2 各运行工况火源附近的风速、竖井处向下游的

风速

运行工况 火源附近的风速（m/s） 竖井处向下游的风速（m/s）

运行工况 2.1 5.99 2.68

运行工况 2.2 6.20 2.37

运行工况 2.3 3.56 0.9

运行工况 2.4 4.04 0.5

比较以上 4 种运行工况可以发现，前两种工况隧道内
风速过大，且排烟竖井排烟效率低。当减少风机运行数目，
并逆转排烟风机下游风机后，隧道内的风速降低，由于模
式 2.4 排烟效率高，火源附近风速较接近设计临界风速，
因此，区段 2 发生火灾时，运行 2.4 模式，烟气控制效果好。

模拟工况 3：区段 3 内发生火灾
（1）运行工况 3.1：设计运行模式，区段 3 内射流风

机全开，匝道风机进送出排。
（2）运行工况 3.2：区段 3 内射流风机全开，匝道风

机关闭。
（3）运行工况 3.3：区段 3 内除射流风机机组火源附

近 F28 外全部开启，区段 2 射流风机机组 F21、F23 逆向
开启，匝道风机进送出排。

（4）运行工况 3.4：区段 3 内除射流风机机组火源附
近 F28 外全部开启，区段 2 射流风机机组 F21、F23 逆向
开启，匝道风机不运行。图 4   射流风机布置示意图

图 3   区段 3 排烟示意图

4   模拟结果分析

竖井 竖井

竖井 竖井

竖井 竖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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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工况下火源附近的风速、竖井处向下游的风速见表3。
表 3   模拟工况 3 各运行工况火源附近的风速、竖井处向下游的

风速

运行工况 火源附近的风速（m/s） 竖井处向下游的风速（m/s）

运行工况 3.1 5.5 1.91

运行工况 3.2 5.29 1.70

运行工况 3.3 4.26 0.63

运行工况 3.4 3.91 0.29

比较 4 个风机运行方案可以看出，工况 3.4 运行模式
下，较接近设计工况，且排烟效率高，因此，区段 3 中部
发生火灾时，风机可按工况 3.4 模式运行，即火源附近射
流风机停止运行，竖井下游两组风机逆转送风，而匝道风
机停止运行。
5   结论

通过对以上通风设计方案进行模拟评估可以发现：
（1）分区段排烟时，区段内的射流风机全部开启，这

种运行模式不合理，导致竖井下游风速过大，烟气过度扩
散，竖井排烟效率不高，严重影响烟气的顺利排出。

（2）匝道风机的开启对于主路风速具有一定的影响，
在进行通风防排烟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匝道位置及匝道风机
的开启方式。

（3）分区段排烟时，可采用逆向开启竖井下游风机的
方式将烟气更有效的通过竖井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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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隧道发生火灾时，火源燃烧释放热量，风流受热体

积膨胀和粘性扩散导致额外的通风压力损失（亦称火区阻
力），类似于热流体学中气流通过加热区的静压降。当火
区下游的隧道具有一定坡度时，还会出现火风压。国内现
行设计规范是针对公路隧道（以山岭隧道为主）制定的，
火灾工况下的通风阻力计算考虑了火风压，忽略了火区通
风压力损失。城市地下道路与山岭公路隧道相比，隧道结
构形式和外界风环境都有所差异。地下道路的纵平面线形
一般呈凹形，以平直段为主，自然风和火风压的影响都没
有公路隧道那么大。此时火区风压损失就成为一个重要因
素，在通风系统阻力计算时应给予合理考虑。 

火区风压损失分析最早源于井巷火灾研究。Calvin K. 
Lee 等 [2] 在井巷模型中测试了火区前后的压差变化幅度。
周延 [3] 和程小虎 [4] 借鉴井巷火灾的研究思路，分别提出
了水平隧道火区阻力计算公式。周延的火区阻力概念包含
了火区的加速阻力和火区下游的摩擦阻力，并指出在火区
长度较小时，加速阻力成为火区阻力的主要部分。周延的
分析没有恰当地考虑火区的热力学平衡关系，火源下游气
流加速源于火源燃烧热量和质量的加入，不能直接从风流
在火区前后的动压能变化计算静压能损失。程小虎的火区

阻力概念由可燃物的绕流阻力、绕流阻力在火灾时的增大
部分以及火源产生的热阻力三部分组成，火区阻力与火灾
规模成线性关系，与火区入口风速存在二次曲线关系，在
风速不影响热释放速率的条件下，附加通风阻力与火区入
口风速成正比。这与王明年等 [5] 所做的公路隧道模型试验
得到的测试结果并不一致，试验中同等火灾规模情况下，
随风速的增加火区上下游间的全压差逐渐减小。这说明程
小虎假设火区前后为均匀管流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存在问
题。R Dutrieue[6] 采用 Fluent 软件以体积热源表示火源，
进行大量数值模拟后拟合得到了一个隧道火灾风压损失公
式，其中将火区阻力和火区后的隧道沿程阻力合并考虑，
体积热源也不能准确地反映复杂的燃烧过程。法国隧道研
究中心给出了一个实验拟合公式，但是没有提供实验数据
来源，也缺乏相应的理论分析。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目前还没有既具备理论基础又能
满足工程需要的火区风压损失计算公式。本研究将在分析
火区热力学平衡关系基础上提出一个临界风速下的火区风
压损失公式，该公式只计算单纯的火区阻力，不包括下游
的摩擦阻力。然后通过模型实验和数值模拟给予验证，最
后以工程案例的方式说明其应用价值。
1   火区通风压力损失的理论分析
1.1   理论公式推导 

综合考虑火灾规模和隧道结构参数因素计算得到临界
风速之后，通风阻力计算关注的是上游风速约等于临界风

地下道路纵向通风的火区通风压力损失分析
李嘉欣，李炎锋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北京  100024）

［摘   要］为了解决地下道路纵向通风系统设计中如何计算火灾工况下的火区风压损失问题，基于热力学平衡关系建立
了火区风压损失模型，并得到了半经验计算公式，利用模型实验和 CFD 模拟对公式的有效性做了初步验证。结果表明：在
临界风速 [1] 下，火区的风压损失与对流热释放速率成正比，与上游风速和隧道断面积成反比；提出的计算公式与隧道火灾
实验拟合公式得出的规律一致且结果接近，相较而言，优点在于有明确的理论基础和风速取值；为使地下道路通风系统阻
力计算准确可靠，进而制定有效的应急通风运行方案，有必要考虑火区的风压损失，提出的风压损失公式经深入验证后可
用于设计计算。

［关键词］地下道路；火灾；风压损失；临界风速；热压力

Analysis on Ventilation Pressure Loss of Fire Area in Longitudinal Ventilation of 
Underground Road

Li Jia-xin, Li Yan-feng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Green Built Environment and Energy Efficient Technology,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ventilation pressure loss in the fire area under the fire condition, the wind pressure 

loss model of the fire area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thermodynamic equilibrium relation. The semi-empirical calculation formula 
is obtained by using the model experiment and CFD simulation. The validity of the formula is verif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ventilation pressure loss in the fire zone is proportional to the convective heat release rate at the critical velocity, which i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e upstream ventilation velocity and the tunnel cross-sectional area. The proposed formula is consistent with the law 
of the tunnel fire test fitting formula that results are close, in contrast, the advantage lies in a clear theoretical basis and ventilation 
velocity values; in order to make the underground road ventilation system resistance calculation is accurate and reliable, and then 
develop an effective emergency ventilation operation program,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fire zone ventilation pressure loss, The 
proposed ventilation pressure loss formula can be used for design calculation after thorough verification.

［Keywords］Underground road; fire; ventilation pressure loss; critical ventilation vel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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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时的情形。如图 2 中所示，此时火区上游为均匀流，上
游空气流经火区时，一方面卷吸到火羽流中受热膨胀，在
上游一侧产生与风流方向相反的局部升压力，另一方面风
流在浮力卷吸和湍流掺混过程中粘性扩散，这两方面是形
成火区风压损失的主导因素。此外，火区下游一侧为分层
流，上层热烟气沿程与下层空气不断掺混，同时以对流和
辐射形式向隧道壁面传热。而靠近火区的下层空气受浮升
羽流的卷吸作用，抵消了热烟气在下游一侧的膨胀作用。
总之，下游侧的分层流对全断面的空气流动没有附加有效
的推动力。

图 1   火区风压损失控制体分析

把图 2 中隧道断面 1 与断面 2 间的火区作为控制体考
虑，p1 为风流进入火区前的静压，p2 为火区后下层风流的
静压，火区的风压损失为：

∆ p = p1-p2                                                                   （1）

∆ p 是由燃烧产生的烟气和流入火源处的空气受热膨
胀以及粘性扩散产生的。从热力学宏观能量平衡的角度，
假设当火羽流流动形态相似时，风流静压能损失等于单位
时间内一定比例的火源对流释放热（用 αQ 表示，Q 为总
热释放速率，Qc 为对流热释放速率，Qc ≈0.67Q）对风流
所做的负功，此时有

∆ p∙∆V=αQ                                                                   （2）

其中，∆V=Vair+Vsmoke，为单位时间内进入火区的气体
体积，大量研究表明，燃烧热解产生的烟气量 Vsmoke 远小
于上游流入和卷吸的空气量 Vair，故 ∆V ≈Vair=Av，其中 A
为火源处的隧道断面积，v 为火区上游隧道断面的平均风
速。火区的风压损失：

∆ p =         ≈                                                                 （3）

公式（3）表明，在 v ≈ vc 时，火区风压损失 ∆ p 与对
流热释放速率 Qc 成正比，与火区上游的风速和断面积 A
成反比。当 v < vc 或 v > vc 时，变化趋势不变，与王明年
等所做的公路隧道火灾模型试验得到的结果一致，但火羽
流流动形态不再相似，火区风压损失与其影响因素不再保
持线性关系。
1.2   经验常数的确定

通过分析法国隧道研究中心（CETU）相关实验结果，
其中风速范围在 1.5~3.5m/s，拟合得到的近似公式为 [7]：

∆ p =c×                                                                        （4）

其中，Qc 为火源的对流热释放率，其值取为总热释

放速率的 2/3，c ≈ 9×10-5，Dr 为水力直径，v0 为隧道内初
始风速。

参考拟合公式（4），并比较表 1 中典型隧道断面面
积与水力直径平方的值可以得到 α ≈ 8×10-5，这也说明在
流动形态相似时 α 约为一常数的假设是合理的。

表 1   典型隧道断面面积与水力直径平方的比较

断面形式 面积 A /m2 水力直径 Dr  /m 水力直径 D2
r /m

2 D2
r /A /m2

T5.5 28.77 5.6 31.36 1.09
T7 37.23 6.5 42.25 1.13

T8.5 49.66 7.4 54.76 1.10
T9.5 53.53 7.6 57.76 1.07
T11.5 70.89 8.7 75.69 1.06
T12.5 75.41 8.8 77.44 1.02

图 2   隧道火灾通风压力损失实验模型构造
表 2   模型实验测试数据表

工况 Qc /kW 风量 Q/
m3·h-1

风速
v/m·s-1

实测
∆p/Pa

原型隧道
∆p/Pa

公式 (3) 计
算 ∆p/Pa

5MW 18.9 1560 0.69 0.16-0.20 1.28-1.60 3.44
10MW 37.8 2000 0.88 0.44-0.46 3.52-3.68 5.38

2   火区通风压力损失公式的验证
公式（4）没有考虑火区风压损失与临界风速的关联性，

为了进一步验证公式（3）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分别进行
了模型实验测试和 CFD 数值模拟。
2.1   火区风压损失的模型实验测试

在 1:8 缩尺模型（原型为断面 8m×5m 双车道地下道路）
内，使用TSI DP-CALC Model 8710 微气压计（精度 0.01Pa），
测试了不同火灾规模和对应临界风速下火区前后的压差变
化。

实验台构造如图 3 所示，纵向风速由连接在模型左端
的柜式离心风机提供，通过调节变频器（VDF）来改变风
速。火源系统由燃气罐、减压阀、流量计 (F.M.) 和燃烧器
组成，采用液化石油气 (LPG) 作为燃料，通过调节燃气流
量可以模拟不同功率的火源。燃气火源的热释放速率通过
下式求得：

Q = ηmf Hc                                                                    （5）

式（5）中，η 是燃气的燃烧效率，取 94.0%，mf 是燃
气的质量流率。液化石油气常压下的密度取 2.35kg/m3，
燃烧热值 Hc 取 46.15MJ/kg。

当风速较大时，燃烧器会自动熄火，所以只进行了两
组低风速下的实验测试。如图 3 中所示，实验模型由 8 节
2m 长的模块拼接而成，实验时，火源设置在自风机端起
的第 5 节模块底面中部，两个压差测点分别设置在第 4 节
模块和第 6 节模块的中部，竖向上也处于中间位置。处理
后的实验数据如表 2 所示。根据 NFPA92B[8] 提供的火灾
实验中压差和风速的相似关系（压差 ∆pm= ∆pF (lm /lF)，风
速 vm= vF (lm /lF)1/2），计算得到原型隧道内的火源压力损失
值，并用公式（3）计算得到两种火灾工况下火源压力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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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值。
对比表 2 中 2 种工况下压差变化数据可以发现，在风

速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火源功率增大一倍，火源前后的压
差也增大了一倍左右，这与公式（3）中压差与火源功率
的关系是一致的。但是换算到原型隧道，换算值都比公式
计算值要低很多，其中 5MW 和 10MW 工况时，测试换算
值最高分别是公式计算值的 47% 和 68%，这种情况是由
于风流与火羽流相互作用时，NFPA92B 给出的相似关系
不适用于风流参数换算造成的。下面将用原型隧道 CFD
模拟弥补模型实验的不足。
2.2   火区风压损失的 CFD 模拟

使用经过广泛验证的火灾动力学模拟软件 FDS6[9,10]

对双车道地下道路（断面为 8m×5m）在不同火灾规模（Heat 
Release Rate，HRR）和相应临界风速下火区前后的压差
（∆p）进行了模拟计算，主要模拟参数见表 3。计算临界
风速采用了 Y. Wu 的公式 [1]。如图 4 所示，在城市地下道
路的火灾范围内（5~30MW），公式（3）的计算结果与
模拟结果非常接近。CFD 模拟初步验证了公式（3）在常
规双车道地下道路中的准确性，今后还要考查在较宽隧道
及阻塞比（起火车辆截面积与隧道断面积之比）较大时公
式的适用性，最终明确其适用范围和系数取值。  

表 3   FDS 模拟参数

项目 数值或属性

模型长度 40m
网格尺寸 0.4m×0.2m×0.2m
边界条件 Supply ( 入口 ) , Open ( 出口 )
火源位置 X: 20m ~ 25m

火源尺寸
5m×2m (5MW, 10MW)

5m×3m(15MW); 5m×4m(20MW)
5m×5m(25MW); 5m×6m(30MW)

压力测点 X1:15m; X2:30m, Y:4m, Z:2m

3   小结
（1）以火区下游呈现分层流为前提，应用热力学平衡

关系，得到了与临界风速相关联的火区风压损失计算公式。
在火区上游风速为临界风速时，火区阻力与对流热释放速
率成正比，与火区上游风速和断面积成反比。参照实验拟
合公式，确定了火区风压损失公式中的经验常数。 

（2）模型实验测试数据对比结果符合火区风压损失公
式中压差与火源功率的关系，表明火灾实验相似关系不适
用于风流压差换算。数值模拟初步验证了火区风压损失公
式在双车道地下道路中应用的准确性，在隧道宽度及阻塞
比较大时的适用性还有待考查。 

（3）将火区风压损失公式的计算结果输入隧道通风一
维模型，并应用于工程实例，结果表明：火区风压损失对
隧道内压力分布和速度有显著影响，在通风阻力计算时考
虑火区风压损失，才能获得准确的风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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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CFD 模拟结果与计算公式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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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经济快速发展，国民购买力增强背景下，城市汽车保

有量急剧增多，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截至 2016 年底，
全国汽车保有量达 1.94 亿辆 [1]。交通压力急剧增大，使近
年来城市交通隧道迅速增多，城市交通隧道具有车流量大、
高峰期易阻塞、附近人流量大等特点 [2]，交通事故或温度
过高车辆自燃均易引起隧道火灾，往往造成巨大人员损伤
和财产损失，如威海陶家夼隧道在 2016 年 9 月 20 日一轿
车自燃，接连发生两起追尾事故。2017 年 5 月 9 日，该
隧道内一幼儿园租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并导致车辆起火，
车内 1 名司机和 11 名学前儿童身亡。

城市交通隧道发生火灾时极易出现车辆阻塞，此时车
上人员均需弃车逃离。城市交通隧道高宽比较小，且纵向
通风时，着火车辆火焰向下游偏转，若引起二次火灾危害
巨大，研究火焰长度对城市交通隧道火灾避免二次灾害具
有重要意义 [3]。

P. L. HINKLEY 首先关注火焰长度的问题，采用 7.3m
长 ×1.2m 宽倒置的槽状容器，研究不同火源高度、不同火
源热释放率的火焰特点，得到走廊火灾在富空气 – 通风控
制燃烧区域，顶棚射流的火焰长度 [4]。Rew and Deaves[5]

调 查 1996 年 的 Channel 隧 道 火 灾 事 故， 总 结 HGV-EU-
REKA 499 火灾试验数据和 Memorial 实验，定义水平火焰
长度为 600℃ 边界到火源中心的水平距离，得到火焰长度
经验公式，但缺少隧道的宽度或高度等几何参数，不能应

用到其他隧道火灾中。国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陈龙飞
关注侧墙限制对火焰特点的影响，范传刚考虑火源长宽比
的影响，高子鹤考虑了火源热释放率、火源尺寸及火源高
度的综合作用，均采用小尺寸实验或数值模拟对火焰长度
进行了探讨 [6-8]。本文针对城市交通隧道，探讨纵向通风
对火焰长度的影响，为后期深入探究做准备。
1   研究方法
1.1   物理模型

隧道中发生火灾时，若火源高度 Hs 较高，或 HRR 较
大时，火焰触及顶棚，在隧道受限空间内，形成向上下游
扩展的射流火焰。定义火焰端部到火源中心的纵向距离为
火焰长度，Lf,u 为上游火焰长度，Lf,d 为下游火焰长度。

城市交通隧道多为矩形横断面下穿隧道，且长度较
短、车流量较大，经调研成都市 27 条下穿隧道，长度在
300m~1900m 之间，多为双向 4 车道，限高 4.5m~5.6m。
本文采用 Fire Dynamic Simulation（FDS）数值模拟方法
建立隧道模型如图 1 所示，长 500m、宽 8.8m、高 5m，
火 源 车 辆 均 位 于 右 车 道 2.2m 中 心 线 上， 壁 面 材 料 为
Concrete，壁厚 0.5m。

纵向通风下城市交通隧道火灾火焰长度研究
高    原，王子云，任嘉友，付    召，刘秦见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成都   610065）

［摘   要］城市交通压力增大背景下，许多城市交通隧道建成，其火灾事故影响巨大，火焰长度的研究对避免火灾扩
大及发生二次火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分析探讨不同火源热释放率（HRR）时，纵向通风对火焰长度
的影响。结果显示：随纵向风速增大，上游火焰长度逐渐减短；下游火焰长度在较小 HRR 时，较低纵向风速时基本不变，
在大风速时迅速减短，在 HRR 较大时，火焰长度对纵向风速更敏感。定义上游火焰长度减为 0 时的纵向风速为控制风速，
模拟结果显示 Haukur Ingason 等以某一固定的无量纲控制风速值来判断火源是否在上游形成射流火焰是不合理的。

［关键词］火焰长度；数值模拟；隧道火灾；纵向通风

Study on the Flame Length of Urban Tunnel Fire Under Longitudinal Ventilation   
Gao Yuan, Wang Zi-yun, Ren Jia-you, Fu Zhao, Liu Qin-jia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Environment , Sichuan Univerc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Abstract］With the increasing of urban traffic pressure, many urban tunnels built. Urban tunnel fire will cause huge human 

and economic losses. The study of flame lengt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void fire expansion and secondary fire. In this paper,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longitudinal ventilation on the flame length when the heat release rate 
(HRR) is differ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ngth of the upstream flame decreases gradually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longitudinal 
wind speed. When the heat release rate(HRR) is small, the length of the downstream flame is almost constant with a lower 
longitudinal velocity. Whereas, it decreases rapidly with a larger longitudinal velocity. When the HRR is large, the flame length is 
sensitive to longitudinal velocity. The controled wind speed is defined as the longitudinal wind speed that reduce the length of the 
upstream flame to zero.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it is unreasonable to judge whether the fire source will form a jet flame in 
the upstream by a fixed dimensionless wind speed that Haukur Ingason proposed.

［Keywords］flame length; numerical simulation; tunnel fire; longitudinal vent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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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隧道对车辆有一定要求，多为小轿车、公交
车，少有客车、小型载货汽车，为研究不同火源热释放率、
不同火源高度的影响，接近实际情况，本文采用四种车辆
模型具体参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车辆模型参数

编号 car 长 /m 宽 /m 高 /m HRR 范围 (MW) HRR(MW)

Truck 载有可燃物
的 25 吨货车

9.6 2.3 3.2 50~100 60

Large bus 公交车 12 2.55 3.72 15~30 30
Minibus 小型客车 6.6 2.28 2.8 15~20 20

Sedan car 小轿车 4 1.6 1.4 3~5 5

1.2   数学模型
FDS 是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根据火灾动力学，

在 CFD 基础上研发并普遍用于火灾工程的模拟方法。FDS
模拟方法分为直接模拟（DNS）和大涡模拟（LES）两种，
大涡模拟采用 Navier-Stokes 方程计算大尺寸涡，小尺寸涡
采用 Smagorinsky 亚网格尺寸模型，前人研究结果可知大
涡模型用于火灾动力模拟预测隧道中的烟气流动是可靠的
[9]。本文火源热释放率（HRR）采用面热源分布在车辆表
面以接近实际火灾，本文关注火灾发生的前期特点，火源
热释放曲线采用 t2 模型，且为快速增长类型 [10]。火灾发
生后，热量传递一部分由火焰热烟气与新鲜空气湍流换热
带出隧道，一部分由隧道壁面辐射热吸收，辐射热损失通
常以输入百分比的形式简化，前人采用的范围在 0.2~0.4
之间 [3]，本文中考虑 35% 的辐射热损失。
1.3   网格验证

网格大小决定了数值计算模型内部的偏微分方程精度
[11]，但网格尺度越小，数量越大，对计算机的要求越高，
计算时间越长。本文采用八核 32G 计算机进行模拟，为兼
顾计算精度与计算时间，对不同大小网格进行对比验证，
选择合理网格划分。FDS 推荐采用火源特征直径来划分网
格大小，火源特征直径 D* 定义如下：

D* =(                 )2/5                                                      （1）

其中，Q 为火源热释放率（kW）；ρ0 为环境空气密
度（kg/m3）；Cp 为 环 境 空 气 比 热（kJ/(kg·K)）。 李 颖
臻对比不同网格尺度下的温度分布等，表明网格尺寸为
0.075D* 比较合理；李振兴在火源附近采用加密网格，网
格尺寸在 0.011D*–0.34D* 之间。由上式可知，网格尺寸
取决于火源热释放率的大小，本文将各个模型分为五个部

分网格，采用并行运算，火源附近采用加密网格，将各
个火源热释放率模型最小网格依次分别划分成 0.05D*、
0.08D*、0.1D*、0.14D*、0.2D*， 经 对 比 计 算， 确 定 各
个模型网格尺寸均在 0.051D*~0.227D*，最小网格均在
0.08D* 及以下。
2   火焰长度确定方法

前人多采用统一火焰前锋温度值的方法来确定火焰前
锋到火源几何中心的距离，即为火焰长度。本文借鉴 Rew 
和 Deaves 的研究成果，采用 600℃ 为火焰前锋的温度来
研究火焰长度。另一方面，火焰具有振荡特性，通常我们
所描述的火焰的高度、倾角、长度值都指的都是平均值，
本文采用统计算数平均值的方式确定在火灾达到最大热释
放率以后的平均火焰长度，统计结果显示其与最大、最小
值相对偏差均较小，且绝大多数在 10% 以内。

以 12m×2.55m×3.72m 的公交车为例，HRR 达到最大
值以后整体趋于稳定，但始终处于波动状态，每隔 20s 测
量一个火焰长度，结果如表 2 所示。
3   纵向通风影响分析

由前人的研究成果可知，隧道中发生火灾时，若规模
较大在隧道顶棚下产生射流火焰，无纵向通风时，火焰成
对称分布如图 2 所示；纵向通风时，纵向通风风速为 u，
当纵向风速较大时，火焰只在下游扩展，当纵向风速较小
时，射流火焰在上下游均会出现，如图 3 所示，称为强羽
流驱动下的顶棚射流火焰 [6]，此时隧道高度 H=Hs+Hf。
3.1   不同纵向风时火焰长度特点分析

不同车辆发生火灾，HRR 分别为 20MW、30MW、
60MW 时，不同纵向风速下的上游、下游火焰长度分别
如图 4、5、6 所示。首先，从前人的研究成果可知，HRR
对火焰长度影响很大，且 HRR 与火焰长度成正相关，下
图中也可得到同样结论。其次，对上游火焰长度，三种
HRR 下，均可看出：随纵向风速增大，上游火焰长度逐
渐减短；而下游火焰长度在 20MW、30MW HRR 时，较
低纵向风速时基本不变，均在大风速时迅速减短，HRR
为 60MW 时，从图中可看出，纵向风速能迅速减短火焰
长度，说明 HRR 较大时，火焰长度对纵向风速更敏感。
从图 5、6 可以看出，上游火焰长度比下游火焰长度先减
为 0，即在某一速度范围内，顶棚射流火焰仅在下游扩展。
隧道纵向通风时，火源车辆产生的顶棚射流火焰在上游（即
反向流动段）在与向下游流动的送风空气接触时，射流火
焰动量减小，火焰空气卷吸量增加且冷空气与热烟气、可

Q
ρ0CpT0  g

表 2   Large bus 火源火焰长度统计

编号 L- H=3.72
时间 /s 800 820 840 860 880 900 920 940 960 980 1000

火焰长度 /m 37.65 37.45 38.78 37.81 39.13 39.88 38.91 39.68 40.26 38.91 39.96

平均火焰长度 /m 38.95 与最大值相对偏差 /% -3.38 与最小值相对偏差 /% 3.85

图 2   无纵向风时火焰长度示意图 图 3   较小纵向风时火焰长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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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体掺混使卷吸效率增加 [12]，迅速卷吸的空气与未完全
燃烧部分迅速燃烧完成，火焰停止继续向上游发展，综合
效果使上游射流火焰长度变短。
3.2   控制风速

类似于临界风速的原理，本文定义上游火焰长度减为
0 时的纵向风速为控制风速 uc，Haukur, Ingason 等确定无
量纲风速 up* 如下式 [5]，则无量纲控制风速为 ucc*。

u*=                                                                               （2）

定义无量纲火源热释放率：

Q*=                                                                              （3）

式中，u 为隧道中纵向风速（m/s）；Q 为火源热释
放率 HRR（kW）；T0 为环境温度（本文中为 293K）；
H 为隧道高度（本文中为 5m）。Haukur, Ingason 等分析
瑞典 SP 研究所的纵向通风模型试验、Memorial 全尺寸隧
道火灾实验、Runehamar 隧道实验结果，总结出顶棚火
焰在上游是否扩展存在一定值，即无量纲控制风速恒为
uc*=0.3，即当无量纲控制风速大于 0.3 时，顶棚火焰将不
在上游扩展，仅在火源下游存在顶棚射流火焰。李思成 [13]

发现 Haukur, Ingason 的研究结论基于实验隧道高宽比都接
近于 1，其根据 FDS 模拟结果探讨了具有不同高宽比的隧
道的火焰长度控制风速的特点，并得到结论：火源功率和
隧道的横截面积一定时，隧道的高宽比越大，则火焰长度
的无量纲控制风速 uc* 越低，在各个工况下为 uc* 均恒定
为 0.3 不合理。

本文中隧道尺寸一致，高宽比为 0.568，结合前人大
尺寸隧道实验结果来看，Haukur, Ingason 等将无量纲控
制风速在各个工况下均恒定为 uc*=0.3 确有一定误差。本
节中采用了部分前人大尺寸实验结果：Memorial 隧道、
Zwenberg 隧道、Runehamar 隧道、2nd Benelux 隧道实验，
各个隧道高宽比如表 3 所示，Memorial 隧道与 Zwenberg
隧道高宽比较为接近，无量纲控制风速如图 7 所示；本文
模拟隧道、Runehamar 隧道和 Benelux 隧道高宽比较为接
近，无量纲控制风速如图 8 所示。

本模拟结果显示，M 型中巴车火灾 HRR 为 20MW 时，
控制风速在 1.75~2.1m/s 之间，即无量纲风速 uc* 在 0.25~0.3
之间；L 型公交车火灾 HRR 为 30MW，T 型载货汽车火
灾 HRR 为 60MW 时，控制风速在 3.5~4.9m/s 之间，即无
量纲风速 uc* 在 0.5~0.7 之间。综合模拟结果和各个大尺
寸实验结果，可知在不同隧道高宽比、无量纲火源热释放
率下，无量纲控制风速是不同的。与李思成结论相似，火
源热释放率越大，控制风速越大；隧道高宽比越小，控制
风速越大；所以，单独以某一固定的无量纲控制风速值来
判断火源是否在上游形成射流火焰是不合理的。

表 3   各隧道高宽比

隧道 simulation
Memorial tunnel 

1993-1995
Runehamar 
tunnel 2003

2nd Benelux 
2002

Zwenberg 
tunnel 1975

高宽比
(H/W)

0.568 0.898 0.67 0.52 0.864

4   结论
本 文 采 用 FDS 大 涡 模 拟， 对 比 HRR 为 20MW、

30MW、60MW 时不同纵向风速的火焰长度，研究纵向风速

u
gH

u
ρ0CpT0 g  H

1
2

5
2

图 4   20MW HRR 不同纵向风速时火焰长度 图 5  40MW HRR 不同纵向风速时火焰长度 图 6   60MW HRR，不同纵向风速时火焰长度

图 7   Memorial 和 Zwenberg 隧道的无量纲控制风速 图 8   模拟隧道、Runehamar 和 2nd Benelux 隧道的无量纲控制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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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火焰长度的影响。模拟结果显示：随纵向风速增大，上游
火焰长度逐渐减短；而下游火焰长度在不同 HRR 时表现不
同，在 HRR 较小时，火焰长度对纵向风速不敏感，较低纵
向风速时基本不变，但在风速很大时迅速减短，在 HRR 较
大时，火焰长度对纵向风速敏感。在某一较大的速度范围内，
顶棚射流火焰仅在下游扩展，本文定义上游火焰长度减为 0
时的纵向风速为控制风速 uc，得到结论：火源热释放率越
大，控制风速越大；隧道高宽比越小，控制风速越大；所以，
Haukur Ingason 等以某一固定的无量纲控制风速值来判断火
源是否在上游形成射流火焰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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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半横向排烟系统在欧盟一些国家、我国的香港地区

以及国内的一些水底盾构隧道中有较广泛的应用。独立排
烟道是通过利用地下道路的拱顶富余空间设置顶隔板形成
的。半横向排烟系统的设计目标是在火灾事故情况下，通
风系统能及时、有效地控制烟气流动、排除烟气，减少烟
气在隧道内影响的范围，为逗留在隧道内的乘用人员、消
防人员提供一定的新风量，以利安全疏散和灭火扑救。

西南交通大学杨其新、王明年等 [1-3] 以秦岭终南山公
路隧道为依托，就特长隧道内烟气的蔓延特性以及防灾救
援策略进行了研究。长安大学的夏永旭等 [4] 也对长隧道
内的通风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通过对比国内外的研究方法
[5]，发现对于长度 8000m 的隧道，如果隧道整体均建立三
维模型进行计算分析，计算速度较慢，用时太长，且在离
火源较远位置的模拟分析意义不大。在 1D 流体网络分析
和 3D 计算流体力学各自发展都相当成熟以后，就出现了
将两者结合、优势互补的想法，用来解决从单一尺度难以

突破的问题。
要确定半横向通风隧道危险区域的演变过程，目前国

内还缺少合理的设计评估方法。本研究结合前人成熟的流
体网络分析和 CFD 模拟的实践方法，初步实现了整个隧
道区域的烟气控制效果多尺度分析。给出多尺度分析的实
现方法，并应用于工程实例，为国内隧道通风系统设计与
性能评估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
1   工程概况

某隧道按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采用双
管盾构隧道。隧道上层顶部为专用排烟道，中部为三车
道高速道路层，建筑限界为 12.75m×5.2m。隧道设计速
度为 80km/h，远期 2028 年预测单向高峰小时交通流量
3055pcu/h。车行道下部中间为轨道交通空间，车行方向左
侧空间为安全疏散通道，右侧空间为电缆管廊，见图 1。
隧道工程全长 8100m。

发生火灾时，利用洞顶的专用排烟风道，开启火
灾区域附近 120m 范围内的 3 组排烟风阀，将烟气由排
烟道、风机和风塔从行车道排离。此时，通风系统具有
150~200m3/s 的排烟能力，预计可有效控制烟气和热量扩
散，为火灾点前后的车辆和司乘人员创造疏散条件。

地下道路半横向排烟系统的多尺度耦合分析
徐晨亮，李炎锋，李嘉欣，董启伟，李云飞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北京  100027）

［摘   要］为了研究地下道路半横向排烟系统发生火灾工况时隧道两端补风量的变化规律，本文以某隧道为工程背景，
对地下道路半横向排烟系统进行多尺度分析。对火源所在位置 400m 范围内以 3D 形式建模，其余以 1D 形式建模，界面数
值采用数值传递与耦合。分析了烟气蔓延规律、能见度、瞬时补风量、平均补风量，并比较全隧道耦合模拟与设置开放边
界条件的火灾局部隧道段 FDS 模拟的差异。结果表明，采用多尺度耦合计算的隧道半横向排烟工况两侧补风量的总和小于
设定的工程标准推荐的排烟量值。同时发现全隧道动态耦合模拟在半横向排烟系统性能评估方面优势明显，在此基础上导
出了一个设计排烟量的计算公式。与规范中推荐的烟气生成量相比，这个新的排烟量计算公式更具可操作性，能方便在设
计时估算排烟系统的设计容量。

［关键词］隧道火灾；半横向通风系统；多次度耦合分析；烟气流动；FDS

Multi-scale Coupling Analysis of Partial Transverse Ventilation System in 
underground road 

Xu Chen-liang, Li Yan-feng, Li Jia-xin, Dong Qi-wei, Li Yun-fei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7)

［Abstract］In order to research the law of change of partial transverse ventilation systems when a fire occurred in a 
underground road，we takes a tunnel as the engineering background in this study. Multi-scale coupling analyze was used for the 
investigation with the partial transverse ventilation systems in underground road. Modeling the three- dimensions form in the 400m 
range of the fire source，and the other in the form of one-dimensional. The interface values are data transfer and coupled. The spread 
law of smoke、visibility、instantaneous air supplement volume、average air supplement volume was analyzed，and comp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ull tunnel coupling simulation and the FDS simulation of fire partial tunnels with set the open boundary 
condi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sum of the air supplement volume on both sides of the partial transverse ventilation systems 
condition of the tunnel by multi-scale coupling calculation less than engineering standard recommended exhaust smoke setting. In 
addition，we found that the  dynamic coupling simulation of the whole tunnel has obvious advantages in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partial transverse ventilation systems. Based on this, derived a calculation formula for the design of smoke. Compared with the 
recommended value of the amount of smoke production in the engineering specification，this new smoke calculation formula is 
more operable，it is convenient to estimate the design capacity of the exhaust system.

［Keywords］Tunnel fires; Partial transverse ventilation system; Multi-scale coupling analysis; Smoke movement; FDS

基金项目：北京工业大学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重点实验室。
作者简介：徐晨亮（1994—），男，北京，硕士。

Email:361535796@qq.com



| 建筑环境与能源 | 2017年第5期170

Underground Ventilation地下通风

图 1   某隧道断面图

2   数值模拟方案
计算流体力学 (CFD) 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模拟火灾中浮

力诱导的流动。本文采用美国国家标准技术局 (NIST) 开
发的 CFD 软件 FDS( Fire Dynamics Simulator) 来模拟相关
隧道火灾工况，采用的版本为 FDS 6。FDS 是用数值方法
求解 Navier- Stokes( N-S) 方程 , 尤其适用于火灾下低马赫
数由热力驱动的 流动。一系列试验对比也验证了 FDS 进
行火灾安全分析的有效性。

现行的隧道标准《公路隧道通风设计导则》[6] 是根据
车辆的类型来推荐火源的热释放率，从而选用烟气生成量。
研究表明 [7]，模拟时要注意火源高度的设置，同样的火源
功率，火源高度设置较低，烟气生成率就要比规范推荐值
大很多。而提高火源燃烧面的高度，是有事实基础的，对
于热释放速率较大的情况，无论是真实火灾事故还是火灾
烟气生成量测试，都是大型车辆燃烧，其燃烧面距地面有
一定高度。[8-9] 结合研究和规范值推荐值，以 30MW，火
源高度为 4m 作为下面半横向排烟系统模拟的火源设置。
2.1   多尺度耦合分析模型建立

如图 2 所示，使用 FDS6 建立了某隧道模型，假设火
灾发生在隧道中部，火源所在位置 400m 范围内以 3D 形
式建模，其余以 1D 形式建模，两端各长 3850m。模型总
长 8100m，与实际隧道长度基本一致。

（a）3D 区域 + 两端 1D 隧道耦合模拟

（b）3D 区域示意图
图 2   某隧道 FDS6 模型

参考该隧道工程通风系统设计参数，排烟量取 180m3/s。
考虑到按设计运行策略开启火灾区域附近 120m 范围内的
3 组排烟风阀，每个风口的风量达到 15m/s，超过了规范
中的推荐值，会导致严重的烟气层吸穿现象，因此对设计
做了调整，将每个风口的面积加大一倍，设成 2000mm（长）
×4000 mm（宽），同时将运行策略调整为开启火灾区域

附近 180m 范围内的 4 组排烟风阀，调整之后每个风口的
风量为 5.6m/s。火源设在两个排烟风口中间。

3D 区域的网格划分为，包含火源和两个排烟口的
80m 范围内用 0.25m×0.25m×0.25m 的网格单元划分，其余
两端各 160m 用 0.5 m×0.5m×0.5m 的网格单元划分。网格
单元总数为 829440，均分为 12 个子网格做并行计算。

1D 隧道按断面尺寸设置，壁面粗糙度为 0.02m，对
应摩擦系数 [10]。1D 隧道一端与大气连通，另一端与 3D
区域最外侧网格单元耦合。
2.2   3D 区域两端设置开放边界模拟结果

对于 8100m 长的隧道，在用 FDS 模拟半横向排烟时，
通常会选取烟气蔓延范围内的一段隧道 (500m) 建立模型，
在模型两端设置开放边界条件。

这种方法模拟得到的半横向排烟时烟气蔓延过程如图
3 所示。在开始阶段烟气基本上对称蔓延，后来逐渐开始
向左侧偏斜，300s 以后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600s 模拟
结束时，烟气在左侧离边界较近，而右侧离边界还有一段
距离。

图 3   3D 模型两端为开放边界的烟气蔓延过程

从图 4 的风量测点数据也能看出这种两侧补风量发生
分歧的过程，图 4（a）中的数据有波动，将其以 15s 为间
隔取平均得到图 4（b）的相对平滑变化曲线，并且认为
15s 内瞬时的风量波动对流场不会产生重要影响。

从图 4（b）可以看出，两侧风量从模拟开始的基本
相同逐渐变成模拟后期保持相对固定的差距。形成这种现
象是由于火源和排烟口都偏左约 5m，微小的偏移是为了
方便分割子网格。火源和排烟口和两侧边界的距离偏差约
为 5%，却造成两侧风量的不平衡，说明 3D 局部模拟对
边界的微小差异很敏感。

此外，将左右两侧的风量叠加得到的总风量大致保持
在 180m3/s，与设定的排烟量相同，看不到火源释放的巨
大热量对排烟量的影响，这种情况是由于开放边界存在分
层流动造成的。
2.3   1D-3D 耦合模拟结果分析

在 3D 区域模型的两端分别添加 1D 隧道模型，得到
了不同的结果，如图 5 所示。烟气在 600s 的模拟过程中
一直是对称蔓延，火源和排烟口的微小偏移不再影响模拟
结果。烟气蔓延的范围较大。主要原因是 3D 区域的边界
值是来自 1D 计算的区域计算结果，而不是简单在 3D 区
域边界赋上自由边界条件。

洞口 洞口1D 隧道 1D 隧道
含火源和排烟口

3D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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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模拟两端的风量测点数据如图 6 所示，与图 4（a）
相比，瞬时补风量的波动在模拟开始阶段非常强烈，之后
波动幅度慢慢减小，500s 之后基本保持在一个小范围内振
荡。将图 6（a）以 15s 为间隔取平均得到图 6（b）的平
滑变化曲线，同样认为 15s 内瞬时的风量波动对流场不会
产生重要影响。这时补风量具有明显的规律，即在模拟过
程中都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两端的补风量都约为
70m3/s。总的补风量约为 140m3/s，小于设定的排烟量约
40m3/s，这部分的排烟量可以视为火源释放的热量将风流
加热后的体积增量。
2.4   排烟量设计计算公式

上述对图 6 的分析还能启发我们导出一个排烟量 设
计计算的公式：

Ve=Vs+ ΔV                                                                    （1）

Vs=2Vc Ar                                                                      （2）

（a）5s 间隔的瞬时补风量

（a）5s 间隔的瞬时补风量

（b）15s 间隔的平均补风量
图 4   3D 模型两端为开放边界的补风量

（b）15s 间隔的平均补风量
图 6   1D-3D 耦合模拟的补风量

图 5   1D-3D 耦合模拟的烟气蔓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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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V =                                                                             （3）

式中：Ve 为排烟量 , Vs 为补风量，ΔV 为风流的体积
增量，主要与对流热释放速率 Qc 有关。而补风量 Vs 主要
与隧道风速 Vc 有关。Vauquelin[10] 最早提出了限制风速的
概念，将其定义为将烟气限制在 4H（隧道高度）的范围
内的隧道风速，并用模型实验初步确定了其影响因素和计
算方法。

与隧道设计规范中推荐的烟气生成量相比，这个新的
排烟量计算计算公式更具可操作性，方便在设计时估算排
烟系统的设计容量，确定大致的范围后，可以用性能化模
拟的方法再做评估和细化。
3   结论

（1）3D 区域两端设置开放边界的模拟方法对火源排
烟口位置的微小差异很敏感，不利于对烟气蔓延结果做出
合理的分析；另一方面，由于开放边界存在分层流动，得
出的补风量与排烟量相同，看不到火源释放的巨大热量对
排烟量的影响，而 1D-3D 耦合模拟就能消除 3D 区域内微
小差异对模拟结果的影响。

（2）长隧道半横向通风多尺度耦合分析表明，经平均
处理后的补风量具有明显的规律，即在模拟过程中都保持
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隧道两侧总的补风量小于设定的
排烟量，这部分的排烟量可以视为火源释放的热量将风流
加热后的体积增量

（3）通过 1D-3D 耦合模拟的结果，导出一个排烟量
设计计算的公式。依据模拟得出补风量和火源受热膨胀体
积增量来计算出烟气生成量。与规范中推荐的烟气生成量
相比，这个新的排烟量计算公式更具可操作性，方便在设
计时估算排烟系统的设计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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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乡路网尤其是公路隧

道得到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是世界上隧道和地下工程数量
最多、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 [1-2] 。尽管隧道的建设极大缓
解了交通运输的压力，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随着
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人民群众对于自身健康密切相关的
隧道口污染物排放问题非常关注。针对隧道污染排放尤其
是隧道口在居民区附近排放时引起的大气环境污染问题，
采用机械通风结合净化过滤技术是其中一种重要的解决办
法 [3-8] 。在实际隧道安装上有三种主要的应用形式，分别
是旁通式、吊顶式以及竖井式，如图 1 所示。实际工程中，
综合考虑降低对大气环境的污染和改善隧道能见度一般采
用的是旁通式或者吊顶式的安装形式，而旁通式安装由于
设备安装空间大，滤材更换方便成为常见的系统安装形式。

但在旁通式的系统中，净化系统的进出口风向与主隧
道的来流方向有一定夹角，使得净化系统的运行可能会对
主隧道的通风风量产生影响；而这种特殊结构，以及有关
不同主隧道来流与旁通净化风量比例条件下的流动形态研
究还很少见诸报道。

本文首先根据某跨海隧道旁通隧道的实际尺寸，搭建
了 1:30 的缩尺模型实验台。配合两台带有变频器的离心
风机，该实验台可以模拟不同来流风量和净化风量下隧道
内流动情况。考虑到模型隧道内空间较小，而内部湍流度
大，流动特征复杂，传统测量方法如热线风速仪很难测量

带旁通的隧道净化站模型实验与内流场测量 
王    欢 1，林炎顷 1，李先庭 1，刘雨薇 2

（1. 清华大学建筑技术科学系，北京  100084； 2. 北京科技大学土木与资源学院， 北京   100083）

［摘   要］随着国内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化，城市公路隧道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而隧道口的污染排放问题日益受到关注。
设置旁通隧道内，并在其中布置净化站对污染进行处理是解决方案之一，而旁通隧道的运行风量设置对主隧道的流量与流
动形态的影响情况尚不明确，并且使用常规手段较难测量。为此本文搭建了隧道净化站缩尺模型，并利用彩色时序粒子轨
迹测速方法（CSPSV）对不同工况下主隧道内流场进行了测量，结果表明：旁通净化站的气流会影响到隧道内通风气流的
运动；在两者风量相当时，隧道内出现明显乱流；而当循环风量达到隧道来流风量的 2 倍时，隧道内会形成明显的涡流。
本实测研究为隧道旁通净化站的设计与运行及优化提供部分参考。

［关键词］公路隧道；旁通净化站；模型试验；CSPSV；流场测量

Inner Flow Test for Scale Road Tunnel Purification Station with CSPSV Technique
Wang Huan1, Lin Yan-qing1, Li Xian-ting1, Liu Yu-wei2

(1.Department of Building Scienc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School of Civil and Resour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

［Abstract］More and more road tunnels have been built in urban areas with the urbanization in China, and the pollutants 
emission from the tunnel entrances draw more public attention. One solution is to build a bypass tunnel to purify the pollutants within 
the tunnel. However, the operation strategy of the bypass tunnel is unclear. In this study, a scale model of road tunnel purification 
station is built and a color sequence particle streak velocimetry (CSPSV) is used for the inner flow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low of the bypass tunnel has remarkable influence to the flow in the main tunnel; when the volume of these two flow matches, there 
will be turbulence in the main tunnel; when the volume of bypass tunnel reaches twice of main tunnel, a big vortex will dominate the 
main tunnel.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and optimal operation of road tunnel.

［Keywords］Road tunnel; purification station with bypass; scale model; CSPSV; Flow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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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隧道空气净化站的主要形式

准确速度大小，尤其是判断流动方向，本研究采用彩色时
序粒子轨迹测速方法（CSPSV）进行隧道内流场的测量。
为保证实验精度，利用隧道内稳定流动状态下的 CSPSV
与热线风速仪的结果对比证实了 CSPSV 在隧道内流场的
精度和适用性。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不同来流风量与净化
风量对比的研究。
1   缩尺模型实验台介绍
1.1   模型参数计算

由于实际隧道的尺寸较大，边界条件控制比较困难，
隧道通风的很多研究使用缩尺模型进行试验。缩尺实验模

（a）旁通式

（c）竖井式

（b）吊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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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设计，需要依据相似原理和相似准则确定几何物理参
数。然而受限于各方面的原因，实际上难以保证实验模型
和原型在所有相似准则数上均相等，所以只要保证对流体
运动其决定性作用相似准则数相等即可。一般情况下，隧
道空气流动可以认为是稳态的，所以谐时准则可以不考虑；
另外本文不研究火灾相关问题，隧道空气流动几乎不受温
差影响，因此也不考虑重力相似准则；而压力相似准则不
是独立的，只要雷诺准则得到满足，压力相似必然得到满
足。因此，在本文模型实验研究中，几何相似和雷诺数准
则是两个最重要的参考依据。

实际上，当空气流动进入自模区（阻力平方区）后，
可不再要求雷诺数严格相等，只需要保证两者均大于一定
的数值，就能够保证流动相似。另外，本文设计的实验模
型主要研究旁通式净化站的气流组织，并不考虑全长隧道
的流动情况，而旁通分支的阻力远远大于主隧道，所以需
要保证两流动系统均处于旺盛湍流区即可，经过验算，主
要实验工况均处于旺盛湍流区。
1.2   缩尺模型介绍

模型隧道主体如图 2 所示，实验段全长 4.5m，包括
静压箱、主隧道以及旁通风道进出口段，其中旁通风道
吸入口、出口和典型净化站形状保持一致，旁通风道的
入口角度为 30°，出口角度为 41°。在左侧静压箱安装有
主隧道送风机，旁通风道上安装有循环风机，两风机均配
置变频器进行风量调节。为方便测量，主隧道和旁通风道
进出口段采用透明有机玻璃制作，并在主隧道的进出口、
中间位置以及旁通风道的进出口设置一系列测孔方便使用

热线风速仪进行风量的测量。图中黄色线框标记的区域
为 CSPSV 测量范围，中间的圆点为热线风速仪的测量位
置，风速传感器距离模型上表面 8.9cm。热线风速仪来自
KANOMAX，传感器型号 0963-00，其在 0.1~4.9 m/s 速度
范围内精度为 ±0.1 m/s。
2   CSPSV 系统介绍
2.1   彩色时序粒子轨迹测速系统基本构成与原理

彩色时序粒子轨迹测速系统使用氦气填充的浮力中性
气泡作为示踪粒子，是一种基于计算机视觉与三维重构的
非接触式测速系统，可以用于房间尺度空间的内流场测量。
CSPSV 系统由彩色时序光源（CSIS）、气泡机、两台相
机以及控制器和后期处理软件构成，系统布置如图 3 所示，
CSIS 位于测试区域的一侧，其发光范围覆盖测试区域，
为测试区域提供彩色时序照明。气泡机用于产生浮力中性
的氦气填充气泡，从而示踪空气运动。两台相机距离测试
空间一段距离，保证两者的视角重叠部分覆盖整个测试空
间，即从不同角度记录示踪气泡的运动信息。相机拍摄的
照片再利用图像处理算法软件进行轨迹提取和三维重构。

其基本原理是使用氦气填充的气泡对气流运动进行示
踪，然后利用布置于不同方向的相机捕捉并记录气泡运动
的轨迹，配合彩色时序照明系统，得到气泡运动的彩色时
序图像；结合相机的标定信息，可以重构出气泡的三维运
动轨迹。所使用的示踪气泡直径为 1~3mm，采用氦气填充。
经过密度与跟随性筛选后，实际使用的示踪气泡本身的密
度与空气几乎一样，加之颗粒又较小，其斯托克斯数远小
于 0.1，能够很好的跟随空气流动。

图 2   缩尺模型实验台尺寸与现场照片

图 3   CSPSV 系统布置图与实验台现场安装图（橙色框内是相机，红色框内是彩色时序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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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彩色时序闪光与彩色时序图像
根据摄影学原理，相机所得到的图像会受到多种因

素的影响包括，光源特性、物体表面的反射特性、相机
镜头特性等等 [9]。鉴于示踪气泡本身透明并且折射、反射
性能较好，改变光源的颜色就可以改变气泡在照片上的
颜色，从而可以在单张照片上加入更多的信息。研究人员
[10–12] 根据该特征，使用彩色光线层对空间进行标记用于
区分深度方向的运动信息，从而实现深度信息的获取。在
CSPSV 中测试区域的光照颜色按照时间序列进行组织，
用以标记时间序列 [13]，如图 4 所示，得到的典型图像如图
5 所示。         

从图 5 一张图像中可以得到气泡在该段时间内的运动
方向与距离信息，不再需要进行轨迹的追踪计算。而且由
于可以同时得到一个气泡三个时间节点的位置信息，一张
照片得到两次测量结果。在三维配对中三个连续时间节点
位置信息可以显著提高气泡轨迹之间的区分度，从而显著
提高配对成功率和整体测量精度。
2.3   系统运行方式

CSPSV 系统的典型运行方式如图 6 所示，其中相机
标定是三维重构的基础，也可以评估光学系统精度情况。
待被测流场稳定后可以释放示踪气泡，并开始图像获取记
录过程。CSPSV 图像获取的典型过程如下：白色光源首
先打开使得相机能够获得清晰的气泡轨迹。在相机快门打
开的时间段内，彩色闪光灯按给定的顺序以设定的时间间
隔闪烁比如从红到绿再到蓝，如图 4 所示。在本研究中，
闪光频率为 40Hz，闪光宽度为 2ms，而相机的曝光时长
为 50ms。然后针对记录到的图像提取气泡运动信息，再
根据相机的标定信息进行轨迹的配对计算，根据合适的配
对结果三维重构， 最后是数据的后处理。
3   平行流动工况实验与结果分析
3.1   平行流动工况设计

CSPSV 的设计之初的目标是用于房间尺度空间的流
场测量，为验证其在缩尺模型隧道内流场测量中的适用性
和准确性，首先进行平行流动工况实验。该工况下，只开
启了主隧道的送风机，通过频率调整能在主隧道内形成不
同速度的平行稳定流动，此时热线风速仪能够获得较好的
测量结果，并用作与 CSPSV 的对照。工况设置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平行流动工况设计

编号 主送风机频率 Hz 断面风速 m/s 主隧道风量 m3/h

CASE-P1 10 0.67 260

CASE-P2 15 1.01 392

CASE-P3 20 1.36 528

3.2 平行流动实验结果分析
图 7 给出了在主送风机运行在 10Hz 频率下时，测量

区域内由 CSPSV 所测得的风速矢量分布图。可以看出测
量区域内的风速大小非常均匀，而气流运动方向大部分处
于平行方向，仅有少量矢量出现交叉，说明区域内流动稳
定，但由于仍处于湍流状态，部分流动呈现出复杂状态。

图 7   10Hz 工况下 CSPSV 测量结果矢量分布图

为了进一步对比两者测量结果的差距，将热线风速
仪测量区域周围 2cm 区域内的 CSPSV 测量结果与热线风
速仪的测量结果绘制到一起，得到图 8。图中黄色三角形
表示的平均速度，误差线是热线风速仪对应的测量精度，
蓝色点表示 CSPSV 得到的和速度大小。从热线风速仪与
CSPSV 在对应位置的测量结果对比来看，两种仪器的测
量结果非常接近，证明 CSPSV 的测量结果能够很好的与
传统测量仪器进行对照。而 CSPSV 的整体结果较热线风
速仪略微偏高，这可能是由于隧道内流动虽然以平行流动
为主，但仍然存在部分湍流特征，而热线风速仪对非垂直
热线的流动敏感性较差，因此测量结果稍低。

图 4   彩色时序照明系统（CSIS）
在 CSPSV 系统下典型运行方式

      图 5   CSPSV 系统典型图像 图 6   CSPSV 系统运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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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旁通风道变风量工况实验与结果分析
4.1   旁通风道变风量工况设计

根据背景分析，旁通风道内的流量对主隧道的流动可
能产生较大影响，因此选择固定送风机频率，构建了旁通
风道三种不同风量下的实验工况，其中旁通风道的风量依
次是主风道风量的近 1 倍，1.5 倍和 2 倍。

表 2   旁通风道变风量工况设计

主送风机频率 Hz 风量 m3/h 循环风机频率 Hz 风量 m3/h
CASE-V1

10 260
20 221

CASE-V2 30 366
CASE-V3 40 523

4.2   结果分析
图 9 给出了不同旁通风道风量下主隧道内流动形态

与速度的测量结果。从结果上看，当旁通风道与主风道的
风量相近时主隧道内的来流会出现向旁通风道侧偏移的情
况，同时风速增大，如图 7a 所示，说明在旁通风量与主

风量相近时主隧道内的流动分布会受到显著影响，但未出
现明显的反向流动。当旁通风道风量增到主风量的 1.5 倍
时，测量结果如图 7b 所示，隧道内部已经出现明显的反
向流动而风向变化较大，流动呈现较强的湍流特征，对
主隧道的来流形成明显的阻塞作用。而随着旁通风道的风
量进一步加大，增大到主风量的 2 倍时测量结果如图 7c
所示。测试的主隧道内存在非常明显的涡旋，涡旋边缘
的风速较快，靠近旁通风道的一侧风速慢于对侧。针对
CASE-V3，采用 50×50×50mm 的网格对测量结果进行统
计，求得平均速度和湍流度，其中间截面的平均风速如图
10 所示，可以看出此时主隧道上游的来流会被完全阻断，
隧道内流动复杂，局部区域的风速比不开循环风机时提升
了一倍以上，这对系统安全运行可能产生较大影响。湍流
度分布如图 11 所示，可见湍流度在空间内差异也较大，
尤其在涡旋的边缘区域，较大的湍流度可能对行车安全产
生不利影响。

图 8   热像风速仪结果与 CSPSV 结果对比

图 9   不同旁通风道风量下主隧道内流动情况对比

（a）CASE-P1  （b）CASE-P2 （c）CASE-P3

（a）旁通风道与主风道风量相近
（CASE-V1）

（ b）旁通风道风量是主隧道的 1.5 倍
（CASE-V2）

（c）旁通风道风量是主隧道的 2 倍
（CASE-V3）

图 10   CASE-V3 中间平面平均速度分布 图 11   CASE-V3 中间平面湍流强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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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
本研究首先根据旁通隧道净化站的具体形式搭建了

缩尺模型实验台，利用 CSPSV 对隧道内部流场进行了非
接触式的测量；通过风道内平行流情况下 CSPSV 与传统
热线风速仪的对比实验证明 CSPSV 测量精度后，利用
CSPSV 测试了三种不同来流风量与旁通风量的比例下的
内流场情况，得到如下结论：

（1）通过与热线风速仪在稳定流场下的测量结果对
比，证明 CSPSV 的测量精度较高，并能够为缩尺模型这
类狭小空间内提供较高精度的三维运动测量。

（2）旁通风道的风量对主隧道内流场产生明显影响，
当两者风量相近时，主隧道来流会偏向旁通隧道；当旁通
风量达到主隧道来流风量 1.5 倍时，主隧道内出现明显反
向流动；当旁通风量达到主隧道来流风量 2 倍时，主隧道
内出现明显涡流，并且流速较快。

（3）在进行旁通隧道结构和运行方式设计时，需要仔
细考虑和评估其风量对主隧道的影响，以确定合理的隧道
旁通净化站设计与运行方案。

参考文献
[1] 王梦恕 . 中国铁路、隧道与地下空间发展概况 [J]. 隧道
建设 , 2010, v.30, No.135(04): 351–364.
[2] 王梦恕 . 中国是世界上隧道和地下工程最多、最复杂、
今后发展最快的国家 [J]. 铁道标准设计 , 2003, (01):1–4+0.
[3] 雷玉勇 , 李晓红 , 卢义玉 , 等 . 公路隧道空气污染治理
的研究进展 [J]. 环境科学进展 , 1998,(02):41–45.
[4] 王恩丞 , 谭洪卫 , 季亮 , 等 . 城市隧道废气排放技术应
用研究 [J]. 建筑热能通风空调 , 2009, v.28,No.v.28(04):33–
36.

[5] 姚炜 , 卢冠忠 , 叶国强 , 等 . 道路隧道空气污染物治理
技术的研究进展 [J]. 装备环境工程 ,2009, (01): 49–54.
[6] 许海勇 , 范益群 , 倪丹 . 城市地下快速道路空气净化技
术的发展战略研究 [J]. 城市道桥与防洪 , 2015, (03):175–
179+117.
[7] 卢义玉 , 李晓红 , 董永康 , 等 . 隧道空气净化器的应用
研究 [J]. 环境科学进展 , 1999, (03):122–127.
[8] 王伟 , 翁小乐 , 吴珂 , 等 . 城市道路隧道空气污染物净
化技术的探究 ; proceedings of the2014 中国隧道与地下工
程大会（CTUC）暨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隧道及地下工程分
会第十八届年会 , 中国浙江杭州 , F, 2014 [C].
[9] SZELISKI R. Computer vision: algorithms and applica-
tions[M]. London: Springer London, 2011.
[10] WATAMURA T, TASAKA Y, MURAI Y. LCD-projec-
tor-based 3D color PTV[J]. Experimental Thermal and Fluid 
Science, 2013, 47: 68–80.
[11] PICK S, LEHMANN F O. Stereoscopic PIV on multiple 
color-coded light sheet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axial flow in 
flapping robotic insect wings[J]. Experiments in Fluids, 2009, 
47: 1009–1023.
[12] MCGREGOR T J, SPENCE D J, COUTTS D W. La-
ser-based volumetric colour-coded three-dimensional particle 
velocimetry[J]. Optics and Lasers in Engineering, 2007, 45(8): 
882–889.
[13] Wang H, Li X, Shao X, et al. A colour-sequence enhanced 
particle streak velocimetry method for air flow measurement in 
a ventilated space[J]. Building & Environment, 2017, 112:77–
87.



| 建筑环境与能源 | 2017年第5期178

Urban Ventilation城市通风

0   引言
随着居民拥有机动车数量的增加，尾气污染物的排放

量就大，机动车排放的大量有害污染物在街道峡谷内积聚，
扩散不出去，严重影响着出行者的健康。人们对于污染物
的关注也大多集中在街道峡谷内部，而忽视了与街道峡谷
相邻的街区，才是更加直观的人群滞留活动区域。为了更
深入地改善人居环境，人们需要对街区内以人行为主的相
邻街道峡谷内的污染物扩散规律和浓度分布特征进行深入
了解。从沿街建筑形态来研究相邻街道峡谷内部流场及污
染物扩散规律，对于切身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数值模拟
1.1   计算区域和边界条件

1.1.1   计算区域
本研究如下外形的城市街道峡谷物理模型（图 1 所

示）内的气流运动和污染物扩散进行了模拟，其中由六栋
建筑物组成的五个依次相连且相互平行的街道峡谷。试验
中对街道峡谷中考虑了三种建筑排布形式：一种是平齐排
布的平顶建筑；另两种分别为南低北高，南高北低排布的
平顶建筑。污染源如图 1 所示，图中均以米（m）为单位。

图 2 是不同顶部建筑物构成的街道峡谷示意图。使用二维
计算域与风流量方向假定它垂直于街道峡谷。计算域为
1000×1500m，模型边缘距离为入口区域 5H，出口区域为
10H，上部区域为 5H。

图 1   城市街道峡谷结构图

1.1.2   边界条件
计算主要围绕图 2 所示的典型街道结构，计算的边界

条件如下：
（1）入口风速取屋顶的来流风速，垂直风速与污染物

浓度在进口边界上取为 0，在出口边界上采用完全发展出
流边界条件；

（2）在自由边界上设定对称边界条件，气流垂直速度
分量与其他变量的法向导数为 0；

（3）在固体壁面上，气流采用无滑移条件；
（4）街道路面除去人行道均设置为线性污染源 [1]。

沿街建筑高低排布及屋顶形式对相邻街道峡谷空气
质量的影响

杨东帅，陈    宏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武汉   430074）

［摘   要］对于城市街道峡谷内污染物扩散研究，应用计算流体力学（CFD）软件 FLUENT，采用标准 k-ɛ模型对街道
峡谷内的气流运动和污染物扩散进行了数值模拟。当来流风速、风向相同时，建筑物对风具有阻挡作用，建筑周围产生的
局部湍流对污染物的扩散有控制作用。本文重点对比分析街道峡谷内建筑高低排布及屋顶形式对相邻街谷污染物扩散的影
响。计算表明，通过对沿街建筑高低排布和屋顶形式可以改变自然通风，从而改善建筑周围产生湍流和风速较低的地方，
有效促进污染物的扩散和降低浓度。模拟结果对于沿街建筑规划排布设计及改善人居环境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FLUENT；相邻街谷；污染物扩散；建筑形态；数值模拟

Study on Impact of Building Arrangement and Roof Shape on Pollutant 
Dispersion in an Adjacent Street Canyon 

Yang Dong-shuai, Chen Hong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HUST, Wuhan 430074, China )    

［Abstract］For the study of pollutant dispersion in street canyon, 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 
software FLUENT, is simulated by standard k- model of street canyon air flow and pollutant diffusion.As the wind velocity and 
direction similar, the building has a influence on the wind, and the turbulence around the building can control the diffusion of 
pollutant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impact of buildings’ arrangement and building roof shapes on the air pollutants diffusion of  next 
shape may greatly affect the air flow around buildings. Therefore，adjusting the buildings arrangement and building roof shapes can 
effectly improve wind speed and turbulent areas. Due to the increase of wind speed，air pollutants of nearby street canyon diffused 
much more fluently, hence, decreas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air pollutant. And we believe that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is study have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to buildings arrangement studies and outdoor human comfort studies of neighborhood scale.

［Keywords］Fluent ; Adjacent Street Canyon; Pollutant Dispersion; Building Form; 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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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及分析
2.1   数值模拟案例设置

本类型研究建立了三组布置方式相同但高度不同的
Case，均选取图中红色区域 ( 即中心街谷相邻街道）进行
污染物浓度对比。

表 1   基本案例设置

组别 案例名称 高度差 /m 备注

第一组 Case1 0 均一

第二组 Case2 10 南低北高

第三组 Case3 10 南高北低

第四组 Case4 0 均一

第五组 Case5 10 南低北高

第六组 Case6 10 南高北低

2.2   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1）风速风向与 CO 浓度结果分析 —— 平屋顶
本研究所有 Case 在 1.5m 高度的 CO 浓度标量图如图

4 所示，各图为上北下南方向放置，初始风向设定为南风，
即风从各图中正下方流入。

由以上各图可得出，CO 浓度分布与风速风向密切相
关，其中相邻街道 CO 浓度分布 Case1 的浓度总体最小，
Case6 的浓度总体最大。相比来说，Case2，Case5 浓度分
布分别比 Case3，Case6 的整体浓度小，是因为沿街建筑
从低到高变化，后排高的建筑对通风起到一定的阻挡作用，
使得中心街谷内部形成较强的顺时针涡流，导致 CO 污染
物堆积在中心街谷下部 [2]。Case2，Case5 中心街谷的流场
改变导致相邻街谷内的流场也相应发生变化，顺时针涡流
在相邻街谷中下部位抬升到街谷上方屋顶部位，相邻街谷
下部涡流循环较弱，相邻街谷 CO 污染物有所堆积，但受
到污染物扩散的影响较小。与 Case2 相比，Case5 由于坡
屋顶的建筑形式，相邻街谷风场爬升明显，污染物向后排
街区的扩散趋势加强，因此 Case5 比 Case2 污染物浓度要
高。反观 Case3，Case6 由于沿街建筑高度较高，迎风面积大，
阻挡了风的流入使得入口风速减小，CO 聚集在中心街道
峡谷之间，而沿街建筑下风向降低导致迎风面积减小，风
从建筑上方流出，在相邻街谷中形成较强的顺时针涡流，
使得相邻街谷内的 CO 扩散随着涡流循环遍布整个相邻街

表 2   模型示意图

案例名称 Case1 Case2 Case3

模型
示意

Case4 Case5 Case6

图 2   典型街道结构图 图 3    Case 对比区域示意图

污染源

对比区域

风

H2
H1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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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1 CO   Case2 CO Case3 CO

 Case1 W Case2 W Case3 W

 Case4 CO Case5 CO Case6 CO

Case4 W Case5 W Case6 W

图 4   第 1~6 组 Case 的 CO 浓度扩散水平分布，Z=1.5m

表 3   各组 Case 比较区域的平均浓度值

案例                      高度 Case1 Case2 Case3 Case4 Case5 Case6
0 2.86 3.1 5.94 3.18 3.74 4.38
4 2.94 3.1 5.94 3.17 3.67 4.28
8 3.02 3.1 5.68 3.07 3.55 4.07
12 3.10 2.94 5.42 2.97 3.42 3.76
16 3.18 2.94 4.89 2.87 3.23 3.56
20 3.18 2.78 4.63 2.66 3.03 3.46
24 3.10 2.63 4.36 2.46 2.97 3.35
28 3.02 2.47 4.1 2.35 2.91 3.25
32 2.96 2.31 – 2.05 2.39 –
36 2.31 2.15 – 1.84 2.26 –
40 2.15 2 – 1.53 1.88 –

平均值 2.91 2.68 5.12 2.56 3.00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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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1 CO Case2 CO Case3 CO

Case1 W Case2 W Case3 W

 Case4 CO Case5 CO Case6 CO

Case4 W Case5 W Case6 W

图 5   第 1~6 组 Case 的 CO 浓度扩散垂直分布

谷，导致相邻街谷的 CO 浓度偏高。
（2）CO 浓度竖向梯度结果分析
表 3 列出了六组案例的比较区域在各个高度上的 CO

平均浓度值及整体平均浓度值。图 6 显示了各组 Case 之
间的 CO 浓度竖向梯度对比。

图 6 比较分析了各组 Case 比较点 CO 浓度的竖向梯
度变化，可以看出：

（1）各 Case 的 CO 浓度趋势一致，即随高度上升浓
度逐渐降低。

（2）当高度小于 10m 时，Case1 由于中心街谷的内部
流场较强，沿街建筑对于相邻街区的阻挡影响较大，难以
扩散到相邻街区，导致 CO 都聚集在中心街谷内，以致相
邻街谷人行高度范围内 CO 浓度是最小的；Case2，Case5
在人行高度范围内的 CO 浓度分别高于 Case1，Case4。 图 6   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 Case 的 CO 浓度竖向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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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3，Case6 相邻街谷内的 CO 浓度一直很高，但随着高
度上升，浓度逐渐降低。

（3）10m 高度以上时，Case1 在街谷的中部位置时，
污染物的浓度有所上升，比 Case2、Case4、Case5 浓度都
要高。
3   结论

结果显示，改变沿街建筑高度和屋顶形状对于相邻街
道峡谷内的流场有显著的影响，污染物扩散会发生变化。
因此，建筑物顶部结构和高度是影响相邻街道峡谷内流场
及污染物扩散的重要因素 [3]。

沿街建筑的高低变化使得相邻街区内部的扩散有所变
化，其中上风向至下风向建筑高度升高的空间组合方式，
使得相邻街道内 CO 扩散较快，浓度较低。

沿街建筑的屋顶变化使得相邻街区内部的扩散有所变
化，坡屋顶对于街道峡谷的风场有直接的改善作用，对污

染物有着明显的加强扩散作用，但是会使得中心街道峡谷
的污染物扩散到相邻街谷中，使得相邻街谷会产生污染物
的影响，但是浓度是否符合人体标准，还有待探究，在不
牺牲中心街谷的前提下坡屋顶是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的
布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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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早期的热舒适研究多在室内进行，室外热舒适发展较

慢。近些年来，随着环境的恶化与资源的紧张，室外热舒
适得到广泛的关注，室外热舒适的研究得到迅速发展。各
种研究表明，基于室内环境建立的热舒适评价指标并不完
全适用于室外环境，因此，各种室外热舒适评价模型被陆
续提出，如生理等效温度 PET 等。但是，由于人的适应性，
不同地区人们对于热舒适的评价并不一样，故此，基于本
地区的热舒适模型又陆续被世界各地的学者提出。纵观其
研究，研究方法是多样的，因此即使是气候类型相同的地
区或同一地区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本文通过 3 种方法得
到广州地区 PET 的中性值，并具有同一气候类型的香港
相关研究结果作比较，以更全面地分析典型亚热带季风气
候城市的中性值及不同分析方法的差异。

本 调 研 于 广 州 的 大 学 城 进 行。 广 州 位 于 东 经
112~114°，北纬 22~23°，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具
有夏热冬暖的气候特点。广州面积约为 7434 平方公里，
2016 年末广州常住人口 1404.35 万人 [1]。根据广州市气象
局数据 [2]，2007~2016 年广州市平均最高气温为 37.6℃，
一般出现于 7、8 月，平均最低气温 2.6℃，一般出现在出
现在 12 月、1 月。
1   调研概况

本调研采用了环境定点实测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形式
进行。调研于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1 月分夏季、过渡季
节、冬季三部分进行，共获取有效问卷 3690 份（如表 1）。
调研日时间一般为 7:30~18:00，避开了雷雨等恶劣天气。

表 1   调研概况

季节 进行时间 ( 年月） 有效问卷（份）

夏季 2016.6~7 1283
过渡季节 2017.11 728

冬季 2016.12~2017.2 1679
总计 3690

1.1   环境实测
1.1.1   测试地点
本调研在广州大学城的广州大学进行，共设置测点

24 个，如图 1 所示部分测点。测点的选取主要考虑建筑
布局、下垫面、遮阳等方面。

图 1   测点布置

1.1.2   测量参数及仪器
本调研采用的仪器如表 2 所示，主要采集环境参数有

空气干球温度、空气相对湿度、平均辐射温度、风速，其
中平均辐射温度通过公式（1）[3] 计算。式（1）中 Tmrt 为
平均辐射温度（℃）、Tg 为黑球温度、Ta 为空气干球温度、

典型亚热带季风气候城市的室外热舒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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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 为风速、D 为黑球直径（D =0.15m）、ε 为黑球发射率（ε 
=0.97）。

Tmrt = [(Tg + 273)4+                                  (Tg -Ta)
  ]1/4-273          （1）

本调研所搭建的测试平台高度约 1.5m，仪器测试高
度均在 1.1~1.9m 之间。调研期间设置遮阳板以避免太阳
辐射对温湿度探头的影响，并利用不同仪器对所得数据进
行校正。
1.2  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与环境实测同时进行，并由相关负责人员指
导被试者填写。问卷涉及到被试者的个人信息（年龄、性别、
身高、体重）、着装、活动方式、热感觉投票 TSV（Thermal 
Sensation Vote）。其中活动方式分为静坐、站立、慢走、
快走、慢跑 5 种。TSV 采用 9 级标尺，如图 2 所示。

2   调研结果及分析
2.1   被试者概况

被试者主要为在校学生，根据调研的时间与被试者的
构成，被试者绝大部分在广州地区生活半年以上，对广州
的气候有一定的适应性。被试者关于性别、年龄、身高、
体重的统计如表 3 所示，由表 3 可知，被试者的男女数量
接近，年龄、身高都较为集中，体重相对分散，男性与女
性在身高和体重方面有着一定差距。
2.2   主要影响参数

根据热舒适方程，影响人体热舒适的因素有空气温
度、相对湿度、风速、平均太阳辐射、服装热阻、代谢率
等 6 个参数，各种常用的热舒适模型均把其考虑在内，如
PMV（Predicted Mean Vote）、SET*（Standard Effective 
Temperature*）、PET、UTCI（Universal Thermal Climate 
Index）等，可见其对人体舒适性有着重要的影响。本调研
将这 6 个参数的统计如表 3、图 3 所示。从表 3 可见：调
研期间空气温度范围 9.9℃~38.2℃，跨度为 28.3℃；从空
气温度来看，广州有着明显的夏热冬暖的气候特点，其夏、
冬季空气温度平均值分别为 31.8℃、16℃；从标准差分析，
相对湿度与平均辐射温度在调研期间都有着较大的变化；
从平均值可知风速整体较小，这与测试高度小（1.5m~1.9m）
有一定的关系。

1.1×108Va
0.6

εD0.4

表 2   测量仪器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测量参数 测量范围 仪器精度 采集频率 / 分钟 采集方式

黑球温度计 JTR04 
空气干球温度

-20℃~125℃ ±0.5°C 常温 ±0.2°C 1 自动
黑球温度

温湿度记录仪 testo175H1 
空气干球温度 -20 ~ +55°C ±0.4 °C 1

自动
空气相对湿度 0 ~ 100%RH ±2 %RH (2 ~ 98 %RH) 在 +25 °C 1

高精度温湿度记录仪 WSZYW-1
空气干球温度  -40 - 100℃ ±0.5℃ 1

自动
空气相对湿度  0 ~ 100% RH ±3% 1

红外测温仪 testo830-T2 地面温度 -50 ~ +500°C ±1.5 °C 或 ±1.5 % 测量值 (+0.1 ~ +400 °C) 10 手动

型轻便三杯风向风速表 DEM6 风速 1m/s ～ 30m/s ±0.4m/s 10 手动

表 3   参数统计

性别 / 季节 参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数 标准差

男性
（1703 名）

年龄 / 岁 13 52 22 2.27 
身高 /m 1.50 1.90 1.72 0.06 
体重 /kg 42.0 93.0 61.4 7.20 

女性
（1987 名）

年龄 / 岁 15 60 21 2.12 
身高 /m 1.30 1.83 1.61 0.05 
体重 /kg 35.0 70.0 48.6 5.14 

夏季

空气温度（℃） 26.8 38.2 31.8 2.25 
相对湿度（%） 29.9 94.1 71.7 11.46 

风速 (m/s) 0.0 2.5 0.3 0.40 
平均辐射温度（℃） 20.8 75.4 37.0 8.73 

服装热阻 (clo) 0.2 0.8 0.4 0.11 

过渡季节

空气温度（℃） 19.1 28.6 24.3 2.14 
相对湿度（%） 10.2 78.4 58.1 8.50 

风速 (m/s) 0.0 3.4 0.7 0.75 
平均辐射温度（℃） 19.0 64.0 31.7 9.30 

服装热阻 (clo) 0.2 1.2 0.6 0.17 

冬季

空气温度（℃） 9.9 21.9 16.0 2.77 
相对湿度（%） 13.8 86.6 55.2 19.08 

风速 (m/s) 0.0 4.7 0.6 0.71 
平均辐射温度（℃） -36.0 46.3 19.9 6.64 

服装热阻 (clo) 0.3 2.2 1.0 0.24 

图 2   热感觉投票（TSV）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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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研服装热阻根据公式（2）计算，其中 Icl 为服装
总热阻、Iclu,i 为单件服装热阻（参考《ASHRAE Standard 
55–2013》），得夏季、过渡季节、冬季的平均服装热阻
分别为 0.4clo、0.6clo、1clo。

Icl = ∑ Iclu,i                                                                     （2）

根据《ASHRAE Standard 55–2013》，静坐、站立、慢走、
快走、慢跑等 5 种活动方式的代谢率分别选取为 1Met、
1.2Met、2Met、2.6Met、3.8Met。从图 3 可知，被试者活
动方式最多为慢走，占到总数的 72%。

图 3   代谢率统计

2.3   热感觉
从图 4 可知：夏季 TSV 明显集中在热端（TSV ＞ 0），

最多热投票级为 3 级（热），热等级 -1~3 占比有明显的
递增现象，整体给人感觉炎热；过渡季节的舒适性最高，
其 -1~1 级的投票占季节总投票的 73.1%；冬季符合“冬暖”
的气候特点，其最多投票级为 -1，热等级 -1~4 占比有明
显的递减现象。

           

图 4   各季节 TSV 分布图

3   PET
PET 基 于 MEMI（Munich Energy balance Model for In-

dividuals）、结合人体热平衡发展而来，其义为：在一个
风速为 0.1m/s、水蒸气分压力为 1200kPa（相当于空气温
度 20℃ 时相对湿度为 50%）的普通等温室内环境中，一
个人着装 0.9clo 从事轻度活动，其核心温度和皮肤温度与
在实际环境相同，且保持相同的热平衡状态，该等温环境
的空气温度就是生理等效温度 [4]。PET 自提出以来得到广
泛的应用与发展，例如热应力分析、城市温度分布、热舒
适评估、城市形态或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及其在热舒
适方面的影响等 [5]。由于热适应性，PET 并不能较好地应
用于全球的各个地区，例如 PET 于大坎普（巴西）的预

测准确率不到 50%[6]，于门多萨（阿根廷）的准确率不到
25%[7]。据此，众多学者于不同地区分别对 PET 的热中性
温度、热不满意率、热感觉等级区间进行了修正。但不同
的学者可能会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从而导致同一气候地
区或同一地区的研究成果有差异。因此，本文采用不同的
方法获得本地区的 PET 中性值，并结合香港的研究成果，
以得到亚热带季风气候城市的 PET 中性值。
3.1  PET 计算

本文 PET 值通过软件 Rayman 按季节（平均服装热阻）、
性别（平均年龄、身高、体重）、活动方式（1Met、1.2Met、
2Met、2.6Met、3.8Met）分类计算，其中代谢率计算所涉
及的体表面积按以下公式 [8] 计算 [Hb 为身高（cm）；W
为体重（kg）]。

男性：

A=0.0057Hb+0.0121Wb+0.0882                                   （3）

女性：

A=0.0073Hb+0.0127Wb+0.2106                                   （4）

通过上述计算，得到全年同一热等级投票下 PET 值
的箱图（图 5），从图中可看出，同一热等级下的 PET 值
范围较广，且不同热等级的 PET 值有很大的交集，即较
多地存在同一 PET 值下出现多种热投票的情况。笔者认
为出现此情况的原因是：热感觉是生理与心理的结合，即
使在同一环境或同一生理状态下，由于人的主观性，也会
对热感觉作出不同的评价；此外，人们对于季节的适应性
也致使热感觉变得多样。

       

图 5   TSV 的 PET 分布

3.2  中性温度
许多研究表明，由于人的适应性，不同的季节的 PET

中性温度不同 [9,10,11]。因此，本文通过描述性分析、回归
分析方法分别分析各季节的中性值。

3.2.1   描述性分析
过去有学者通过描述性分析获取中性温度，例如 Ng 

and Cheng 采用 TSV=0 样本的中心值（算数平均值或中位
数）作为 PET 的中性值 [12]；Kántor 等人通过同样的方法
获取中性值，并认为以中位数作为中性值较平均值恰当，
其原因是平均值在小样本中容易受离异值的影响 [13]。图 6
为各季节中 TSV=0 的 PET 箱图分布，从图中可看出平均
值与中位数较为接近，且都从夏季、过渡季节、冬季的顺
序递减，这与上述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似。从表 4 可知，冬
季 TSV=0 的 PET 值较夏季、过渡季节分散，夏季、过渡
季节、冬季的平均值分别为 32.3℃、25.5℃、15.7℃，中
位数分别为 31.7℃、25.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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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各季节 TSV=0 的 PET 分布
表 4   各季节 TSV=0 的平均值与中位数

季节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夏季 32.3 31.7 3.70 
过渡季节 25.5 25.5 3.23 
冬季 15.7 16.8 4.99 

3.2.2   回归分析
通过回归分析得到 PET 的中性值是最为常用的方法，

其中包括线性回归、加回权线性回归、多项式回归、逻辑
斯回归、有序回归、概率单位回归（probit 回归）等。

与大多数研究一样，为了减少 TSV 离异值的影响，
本文 PET 采用 bin 法，以 1℃PET 为区间，并排除样本数
小于 5 的区间，建立各季节平均热感觉投票 MTSV（Mean 
Thermal Sensation Vote）与 PET bin（1℃）的散点图（图
7）。从图 7 可以看到，随着 PET bin 的增大，MTSV 在
两端增长相对平缓，尤其在热端，而中间具有明显的线性
关系。因此，本文分别对冬季、过渡季节、夏季建立二次
回归、线性回归、三次回归模型（图 7）。从表 5 可见，
各回归分析极具统计学意义（Sig. ≤ 0.01），且 MTSV 与
PET 均高度相关（R²）。令各回归公式中的 MTSV=0，得
到过渡季节和冬季的中性温度较为接近，分别为 22.5℃、
21.8℃，但得到夏季的中性温度（25.8℃）并不在 PET bin
范围内。不少研究表明，温度越高的季节，中性温度越高
[9,10,11]，而本研究得到的夏季、过渡季节、冬季中性温度分
别为 25.8℃、22.5℃、21.8℃，符合前人研究的“季节顺序”。

表 5   各季节回归分析中性值

季节
PET bin
范围 /℃ 回归方程 R² Sig. 广州

夏季 27~54 MTSV = 4.96×10-4PET³
 - 6.45×10-2PET² + 2.81PET- 38.06 0.97 0.000 25.8 

过渡
季节

17~34 MTSV= 0.1460PET- 3.2805 0.93 0.000 22.5 

冬季 3~25 MTSV=0.0047PET²
- 0.0134PET- 1.9443 0.95 0.000 21.8 

3.2.3   亚热带季风气候城市的中性温度
表 6 汇总了以上 3 种方法获得的中性温度。从表中可

见，通过不同方法得到的 nPET 不同。通过平均值或中位
数得到 nPET 与其他方法得到的值有较大的差异，特别是
冬季，这与 NKántor[13] 的研究相一致。此外，表 6 将本文
研究结果与香港相关研究进行了对比，原因是广州与香港
具有相同的气候特点（亚热带季风气候），且广州人与香
港人的生活习服极为相似。我们发现，同样通过平均值或
中位数得到中性值，E Ng 和 VCheng[12] 的结果比本文分
别低 5.3℃、2.7℃，但值得注意的是 V Cheng[10] 此后指出
上述研究在同季节不同环境得到的中性值不同，其原因是
PET 受空气温度影响较大（空气温度越高，PET 值越大），
而本文夏季调研平均气温达 31.8℃，比 E Ng 和 V Cheng
的 调 研 高 约 4℃。 此 外，VCheng[10] 通 过 TSV 与 PET 的
线性回归得到夏季的中性温度为 25℃，这符合本文夏季
PET bin 在范围为 27~54℃ 得不到中性温度的结果。

为了得到亚热带季风气候城市各季节室外热环境的中
性温度，本文将本研究成果（广州）与香港研究成果进行
算术平均，得到夏季、过渡季节、冬季的中性温度分别为
28.5℃、24.5℃、18.8℃。

表 6   PET 中性温度汇总

地点 分析方法
中性温度 /℃

夏季 过渡季节 冬季

广州

TSV=0 的平均值 32.3 25.5 15.7
TSV=0 中位数 31.7 25.5 16.8

MTVS 与 PET bin
（1℃）回归分析

25.8 22.5 21.8

香港

TSV=0 的平均值 [12] 27 / /
TSV=0 中位数 [12] 29 / /

TSV 与 PET 线性回归 [10] 25 / 21
亚热带季风

气候城市
各研究成果的平均值 28.5 24.5 18.8

4    结论与展望
通过本次调查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或展望：

（1）结合本调研与香港研究成果，我们得到典型亚热
带季风气候城市夏季、过渡季节、冬季的 PET 中性值分
别为 28.5℃、24.5℃、18.8℃。但亚热带季风气候城市仍
需更多的研究以验证上面的结论。

（2）在适应性理论的指导下，近些年来世界各地进
行了较多的室外热舒适的调研，以修正热指标于本地区的
中性值，但由于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导致研究结果的差异
性。具有相同气候、习服等的广州与香港的 PET 中性值
由于调研环境、分析方法等不同，致使两城市之间的 PET
分析结果具有一定的差异。

（3）从数据获取到数据分析，每一步都影响着研究结
果的差异，因此我们要注意调研中数据获取的规范性与数
据分析的合理性或统一性。以适应性为指导，相关区域的
室外热环境研究成果有必要汇总与分析对比。图 7   各季节回归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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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城市热岛效应”的主要成因之一是城市下垫面的热

工物理特性。其中城市水体不仅有观赏性，因其热容量大，
蒸发水分大，还有调节气温的功能。故研究水体对城市热
湿环境的影响很有必要。

关于地表水体的研究，Webb BW 总结了 1990 年以来
关于河流和小溪温度的研究进展情况 [1]。John Keery 等通
过河流水面温度及河床温度研究河流水体自身的温度分布
[2]。E Jauregui 分析了人工水体对墨西哥城东北区域的气候
作用，发现新建的湖泊和池塘增强了下风方向的大气水平
对流 [3]。Matsushima Dai 采用卫星遥感技术结合数值模拟
方法，研究了蒙古 kherlen 河流域水面、滨水区域地面等
的表面热通量分布 [4]。E A Hathway 等通过实地调查研究
了英国谢菲尔德河流春夏季对环境的影响，提出水体对周
围空气环境的降温能力与环境空气温度、河水温度、风速
和相对湿度有关系 [5]。

水面温度与周边空气温度之间有一定的温差，因而有
显热交换，同时水体蒸发伴随着潜热交换。这些热量、湿
量交换对水体周边热湿气候会有影响。关于城市风环境的
研究，国内外多以单独建筑、多个建筑群或简单组团的街
谷为研究目标 [6, 7]，针对城市整体区域的通风环境研究相
对较少。Kondo 提出了水面蒸发数学模型 [8]，文献 [11] 使
用该水面蒸发数学模型研究了在 9 平方公里城区内水体对
其热湿环境的影响，文献 [9][10] 对一个街区也做了同样
的研究。目前还没有耦合水面蒸发的城市尺度空气环境的
相关研究。

在以上风环境的研究中，紊流模型更多的是采用标准

的 k-ε 湍流模型，也有采用 RNG k-ε 湍流模型、Realizable k-ε 
模型的。文献 [11] 采用的是 RNG k-ε 湍流模型，计算结果
与风洞试验数据进行了比较验证，发现 RNG 模型在计算
精度和计算机时方面都是最优的模型。文献 [12] 对大气边
界层中的建筑绕流问题进行了风洞试验，对 RNG k-ε 计算
模型进行了试验验证。

本文针对西安主城区，对其建筑、水体、道路创建真
实比例的几何模型；依据水体与大气热湿交换的基本原理，
建立水体表面与大气之间的热湿交换模型，编写相应的
UDF 导入 Fluent。利用长安大学渭水校区蒸发器原位实验
平台的监测数据，对其热湿交换模型进行验证。在此基础
上，耦合水面与大气的热湿交换模型，建立西安城区尺度
的通风环境的数值仿真模型，对该区的城市风环境、热湿
环境进行计算分析，研究水体对城市气候环境的影响。
1   水体表面自然蒸发数学模型
1.1   蒸发数学模型

水面与空气之间有温差，因而有显热交换；另外，水
体的蒸发是由液态到气态的过程，伴随着潜热交换。这些
热湿交换对城市局部热湿气候的影响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内
容。

关于显热换热，属于第三类边界的对流换热过程，其
换热大小不仅与水体表面与空气两者之间的温差有关，还
与周边的风速有关，应用常规的流体动力学方程即可求解。

关于水体蒸发的换热，采用公式（1）作为基本公式 [8]。
在 CFD 计算中，对水面和周边空气进行参数的传递耦合，
需要采用自定义函数（UDF）的方式，将这个传递模型加
载到 Fluent 的水体表面边界上。

E=ρaCEu(qs-qa)                                                             （1）

西安城区水体对城市气候影响的数值研究
曼妮苏丽 · 阿克拜尔 1,2，官燕玲 1

（1. 长安大学建筑工程学院，西安   710064；2. 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乌鲁木齐   830002）

［摘   要］对西安市城区的建筑、道路、水体等建立了几何模型，并通过实验验证建立了水面与大气耦合传热传质的
数值仿真模型，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包括水面在内的西安城区大尺度的通风环境的数值计算模型。计算分析了在夏季主导风
向下，该区域水体对城市风环境、热环境、相对湿度的影响。研究表明水体对局部环境，特别是下风侧的风速、温度、相
对湿度有明显影响。

［关键词］城市通风；水体蒸发试验；大尺度；数值计算；热湿气候

Modeling and Numeric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Water Body on Hot and 
Humid Climate in Xi’an City 

Mannisuli·Akebaier1,2, Guan Yan-ling1    
(1.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54, China; 2. Xinjiang Architectural Design Institute, Xinjiang 

830002,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established a overall geometric model for the construction, roads and water bodies in Xi’an, and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model of coupled heat transfer and mass transfer between water surface and atmosphere  was established 
by experiment. Based on this, a numerical model of large-scale ventilation environment in Xi’an city including water surface was 
established. The influence of water bodies in the summer prevailing wind direction on wind environment, thermal environment and 
relative humidity is analyz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water body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local 
environment, especially the wind speed, temperature and relative humidity of the downwind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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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数值计算模型，计算得到试验平台实测的气象参数条
件下的蒸发池的蒸发量，并将其与试验得到的蒸发量进行
对比，由此验证计算模型。计算几何模型如图 2 所示。

选定 2014 年温度最高的 7 月 22 日中午 14 时的渭水
实验平台的气象数据，入口、出口来流温度为 40.3℃，相
对湿度为 28%，将选定的气象参数代入相关公式得到相对
应的水蒸气分数为 0.01466。地面边界（y =0）为 wall，参
考西安地区土壤源热泵热响应试验结果 [15]，设定 20m 深
处的温度为 16℃，作为地面边界条件；该层岩土的密度
为 2170kg/m3，比热为 511.5 J/kg·k，导热率为 1.75W/m·k。

模拟计算结果，蒸发器的蒸发量为 1.004×10-4kg/s；
20.25m2 蒸发池对应时间的试验蒸发量为 1.125×10-4kg/s。
模拟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相对误差为 10.7%，
基本吻合，因此此水体与大气热湿交换模型具有一定的可
靠性。
2   城市风环境的计算模型 
2.1   研究区域

本文将研究区域确定在西安市绕城高速以内（图 3），
总面积约 458 平方千米，东西长约 28.8km，南北宽约为
19.8km。该区域的模型包括水体、建筑和道路。水体分布
如图 3 所示。

图 3   研究区域范围及水体分布

式中：E 为蒸发率（kg/(m2·s)）；ρa 为空气的密度（kg/
m3）；CE 是潜热交换的传输系数；u 为水面以上测点处的
风速（m/s）；qs 是水面温度的饱和含湿量（kg/kg）（干
空气）；qa 是水面上测点处的空气含湿量（kg/kg）（干
空气）。

（1）水面温度的饱和含湿量

qs = 0.622·rPs /(B-rPs)                                                （2）

式中：r 表示空气相对湿度（以小数记）；B 分别为
当地大气压、水面温度的水蒸气饱和分压力（Pa）。

（2）水面上测点处的空气含湿量 qa

湿空气中含湿量的定义式为：   

qa = m1 /m2                                                                    （3）

其中：m1 湿空气中水蒸气的质量（kg）；m2 为湿空
气中干空气的质量（kg）。

水蒸气扩散的边界条件中需要给出水蒸气的质量分
数，湿空气中水蒸气分数 m 的表达式为：

m = m1 /(m1+m2)                                                           （4）

联立（3）、（4）得出含湿量 qa 与水蒸气质量分数 m
的关系式：

m = qa (1+qa )                                                                （5）

将式（5）转换如下：                 

qa = m /(1-m)                                                               （6）

（3）水面的水蒸气饱和分压力 Ps

关于计算水蒸气饱和分压力（即当湿空气的相对湿度
为 100% 时水蒸汽的分压力）的经验公式，一般使用联合
国世界气象组织（WMO）推荐的戈夫 - 格雷奇（Goff-Gratch）
公式 [13]：

水面温度 Ts ＞ 273.15K 时，

lgPs=-7.90298(            -1)+5.02808×lg(             )

-1.3816×10-7(1011.344(1-           )-1)

+8.1328×10-3(10-3.49149(           -1)-1)+lg(1013.246)        （7）

式中：Ps 单位是 hPa。
（4）热交换的传输系数
参考文献 [14]，水面处潜热交换的传输系数 CE 取值

为 0.00145。
1.2   水体表面蒸发率的 UDF 编程

该 UDF 程序的基本流程：水体表面温度的饱和含湿
量 qs 利用水面温度得到的水蒸气饱和分压力计算确定，测
量点的风速 u、密度 ρa 直接用 Fluent 提供的宏查找水面上
方临近网格的变量，而空气温度下的含湿量 qa 的取值是
在读取水面上方临近网格的水蒸气质量分数 m 后，用相应
公式确定。最后将这些参数代入水分蒸发率计算式（2）中，
然后将该值分配 F_PROFILE 通过水面边界带入模拟计算
中。UDF 程序流程见图 1。
1.3   水体表面蒸发数学模型的试验验证

因为面积大于等于 20m2 蒸发池可近似于大水体的蒸
发过程，因此本文依据长安大学渭水校区蒸发池原位试验

图 2   蒸发验证模型的计算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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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几何模型
本文对研究区模型进行了简化：高层建筑 20m 以下

部分与多层建筑合并，窄巷与附近建筑合并，由于研究区
域地势高度差相对模型尺度很小，因此不考虑，而主干道
路以及重要水体以实际形态表现。几何模型以钟楼为坐标
轴原点，x 轴、z 轴正向分别为东、南，y 轴是高度方向，
以米（m）为基本单位。几何模型边界外 100~200m 设置
为计算模型边界，整个计算域（见图 4）南北方向（z 轴）
长 20200m，东西方向（x 轴）长 29330m，高度 300m（地
面高度设为 0）。
2.3   网格划分

鉴于模型尺寸庞大，需要先对其进行区域分割以得到
更高的网格质量，区域序号见图 5，蓝色为水体。所有分
割面设为内部界面（interior）。网格采用三角形（Tri）的
面网格，四面体混和体网格（Tet/Hybrid），网格划分（局部）
见图 7。网格划分最终结果：总单元体数量为 20324684，
总面单元数量为 42023856，节点数量为 4078917。
2.4   计算模型

湍流模型采用 RNG k-ε 模型，该模型在水体对热湿环
境影响方面的适用性已经得到验证 [11]。
2.5   边界条件设置

计算工况为稳定工况，水体简化为水面，水面温度
设定为定值，通过现场实测的方法确定水面温度。2016
年 7 月 9 日至 11 日 13 点 ~16 点对芙蓉湖、兴庆公园内的
水体、空气温度进行现场实测，14 点的平均水面温度为
29.85℃，平均气温值为 33.7℃，相对湿度平均值 39.5%。
另外，根据原位试验蒸发器的水温与气温的拟合公式 t 
=2.861+0.791ta

[16]，当气温 ta 为 33.7℃ 时，水面温度 t 为
29.52℃，与以上测试值 29.85℃ 之间的相对误差只有 1.1%，

证明了测试数据的可靠性。除此之外，选定西安市夏季典
型风向（东北风），夏日室外平均风速 1.6m/s。

（1）入口采用速度入口边界。地面粗糙度指数设为
0.22；出口边界设为压力出口边界，出口表压为 0。入口、
出口来流温度 33.7℃，相对湿度 39.5%，将气象参数代入
相关公式得到相对应的入口、出口水蒸气分数为 0.01459。

（2）地面边界（y=0）条件为 wall。具体设置同验证
模型地面边界。

（3）顶面边界（y=300m）边界设置为 Symmetry。
（4）建筑表面边界设置为 wall。此模拟只考虑夏季建

筑使用空调排出的热量对城市热气候的影响，并把空调排
热以面热源的形式加入模型中的建筑表面，建筑表面边界
的热流量设定为 38W/m2 [17]。

（5）水面边界设置为质量流量边界（mass-flow inlet）。
将相关参数编写成 UDF 应用于水面边界。水面边界的水
蒸气质量分数设为 1。
3   模拟结果与分析

模拟分无水体（工况一）、有水体（工况二）两种工
况，无水体时水体边界设置与地面相同。
3.1   速度场

计算区域不同高度断面的平均风速见表 1，速度矢量
场见图 8。

表 1   计算区域不同高度断面的平均风速

高度
/m

工况一平均风速
/（m/s）

工况二平均风速
/（m/s）

两个工况相对差值
/%

1.5 2.099 2.103 0.19
15 2.283 2.338 2.35
50 2.384 2.431 1.933
100 2.559 2.601 1.615

图 4   计算模型轴测图 图 5   几何模型区域划分图

图 6   西安市区域 3 几何模型 图 7   计算模型网格

东

东

东

南
南

南



 2017年第5期 | 建筑环境与能源 | 191

Urban Ventilation 城市通风

从表 1 数据和图 8 可以看到：随着高度的增加，风速
增大；城区西南区域 9、10 为下风侧，风速相对最小；水
体会影响城市风速增加，有助于城市通风；分析不同高度
水体对风场的影响，从 15m 高度往上，随着高度增加，
水体对风场的影响逐渐减小，3 个高度的断面风速相对差
值分别为 2.35%、1.933%、1.615%；在 1.5m 高度，相对
差值只有 0.19%，从速度矢量场可以看到原因是影响范围
在这个高度好没有展开，从局部上空看影响是很大的，如
区域 1 的灞河上方风速由不考虑河面的 0.4m/s 左右（工况
一）到考虑河面时提高到了 1.2m/s 左右（工况二）。
3.2   温度场

关于水域对城市温度环境的影响，从不同高度平面温
度云图 9 看到，1.5m 高度时，水体上空在其冷却作用下
温度降低，例如区域 2 的灞河上方温度由约 33.8℃（工况一）
降低到约 30.8℃（工况二）；且在 EN 风向下，对下风侧
一定区域的环境温度起到改善的作用，例如西南区域 9 和
10 的平均温度从约 35.8℃（工况一）降低到 32.8℃ 左右（工
况二）。表 2 为计算区域不同高度断面的平均温度对比，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到，水体对整体温度场的降温作用随着
高度的升高而减小。

表 2   计算区域不同高度断面的平均温度对比

高度
/m

工况一
平均温度 /℃

工况二
平均温度 /℃

两个工况
相对差值 /%

1.5 34.04 33.86 0.529
15 34.32 34.18 0.408
50 34.09 33.97 0.352
100 34.05 33.94 0.323

从区域 3 中兴庆公园湖体周围纵剖温度云图（见图 3.3）
工况一、二对比可知，水体中心为温度最低点，在 EN 风
向下，水体对下风侧的温度有明显改善，图 3.3 中区域
3 中水体下风侧建筑（x=2350~3500m）表面的温度从约
35.8℃ 降低到 33.8℃ 左右。

工况一 工况二

图 8   西安市不同高度平面风速矢量图

图 9   西安市不同高度平面温度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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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西安市区域 3 部分（兴庆公园）剖面温度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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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湿度场
水体表面有一层湿度饱和的空气层，与空气环境形成

蒸汽分压力的差值，由此，水体中的水分会蒸发影响到周
边空气湿度的提高。水体的蒸发量是由 UDF 实现的，见
本文 1.2 节。

图 11 为不同高度相对湿度等值云图，由图中看到，
1.5m 高度时，水体蒸发产生的水蒸气使得水体上空相对
湿度升高，相对湿度最大值达到 0.8；在 EN 风向的作用
下，下风向很大一片区域的相对湿度达到了 0.65 左右；
而对城市西北角的区域 6、7（区域编号见图 5）大部分区
域则影响很小，这是由于城市水体的位置以及风向的原因。
高度为 15m 往上，明显看到水体对空气环境湿度的影响，
影响区域同 1.5m 高处的，主要是在水域的下风侧，整场
来看，灞河、浐河对城市的湿环境影响最大。另外，图中
看到，50m、100m 高度时，随着建筑群落密度降低，湿
气得到了更均匀的扩散。

由区域 3 中兴庆公园湖体周围剖面相对湿度云图（见
图 12）对比可知，水体中心相对湿度最高（＞ 80%），
在 EN 风向下，区域 3 中水体下风侧 x=2350~3500m 范围
的相对湿度达到了 0.6。

图 12   工况二时区域 3 部分（兴庆公园湖体）剖面相对湿度云图

4   结论
（1）水体会影响城市风速增加，有助于城市通风。在

1.5m 高度，从局部上空看影响很大，如区域 1 的灞河上
方在不考虑或考虑河面影响条件下，风速分别约为 0.4m/s、
1.2m/s；随着高度增加，水体对风场的影响逐渐减小。

（2）水体的存在对其上空有降温作用，且对下风向一
定区域的环境温度起到改善的作用，例如 1.5m 高度，西
南 9 和 10 区域，无水体时平均温度约 35.8℃，有水体时
降低到 32.8℃ 左右。水体对整体温度场的降温作用随着
高度的升高而减小。

（3）水体对其上空及下风向一定区域有明显加湿作
用；整场来看，灞河、浐河对城市的湿环境影响最大；城
市西北角部分区域不属于大水域的下风侧，相对湿度仍较
低。垂直方向上，水体的加湿作用随着高度的增加而越来
越小。

（4）下风侧是城市最有可能出现热岛效应的区域。西
安市主城区建筑密度大，加之主导风向为东北风，导致城
市西南区域形成负压区，风速小，温度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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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建设宜居城市理念的普及，城镇居民渴望生活在

更为舒适的城市微气候环境中来参与户外游憩活动，如散
步，太极和广场舞等，这在行人高度区更为重要。建筑物
的架空设计，可营造出一层开放空间任由自然风通过，并
为二层居住区隔绝热湿，该设计形式被广泛用于我国华南
地区及东南亚国家的亚热带城市中。在研究上，Niu 等 [1]

通过夏季调查发现，建筑架空设计在高密度的中心城区能
起到良好的局部遮阳和通风作用，并能有效调节其周边的
热舒适性。然而在冬季，由于城市主导风向的改变，该架
空建筑周围的热舒适性也会发生变化 [2]。近期，Liu 等 [3]

和 Du 等 [4] 针对某架空设计进行一系列的数值模拟试验分
析，得出该设计可作为一种有效方式用于改善建筑周围行
人高度的局部微气候环境。然而，当架空高度和来流风向
改变时，该设计对行人区域局部流场和热舒适性的影响程
度并未得到深入量化地研究。计算流体动力学（CFD）

作为研究建筑环境的有效手段常用于城市微气候环境的预
测，其核心在于湍流模型的合理选取。近年来，比雷诺时
均方法 (RANS) 更为精确的湍流模型逐渐被研究者用于建
筑物绕流的预测中，包括非稳态雷诺模型（unsteady-RANS，
URANS），大涡模拟（large eddy simulation, LES）以及
复合前两者预测模式的 detached eddy simulation(DES)。然
而，在应用上，LES 需要远高于 RANS 模型的计算所需内
存及计算时间，故而在室外微气候环境的实际预测工程中
还未广泛应用 [5]。DES 作为一种复合模型，其优势在于同
时具备了 LES 的预测准确性和 RANS 的省时性 [3]。文中
将选取 DES 模型用于模拟分析。本文选取亚热带城市中
典型单栋架空建筑为例，利用 CFD 方法（选用 DES 湍流
模型）探究四种不同建筑架空高度及三种来流风向对行人
区风环境的影响程度。
1   CFD 模拟设置
1.1   DES 模型设置

DES 作 为 复 合 URANS 和 LES 的 湍 流 模 型， 源 于
Spalart 等 [6] 提出的 S-A 湍流模型方程。该方程被改进为
非稳态模式并将原有的长度尺度 d 定义为新的长度尺度
d̃，d̃=min(d, Cdes Δ)，其中，Δ 是网格在 x、y 和 z 三向上的
最大长度，即 Δ=max(Δx, Δy, Δz)[6]。在 DES 中，当 d<Δ 开

建筑架空及风向对行人区风环境的影响预测
刘建麟 1,2，牛建磊 1,3，张宇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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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 URANS 模式，反之 d>Δ 则选用 LES 模式。在 DES 的
研究中，最初建立的 DES 模型中发现了可能导致错误的
预测情况，即出现模拟应力损失。该现象的成因是当选用
LES 模式时，在厚边界层区和狭窄的涡分离区，若设置网
格密度不足以准确求解该处的雷诺应力时将给出错误预测
[6]。因此，Spalart 等 [6] 将标准 DES 模型修正为 DDES 模
型 (Delayed Detached Eddy Simulation) 用于解决求解边界
层区域流场出现的问题。类似地，在 DDES 中，新的尺度
变量 d̃ 不仅依赖于网格尺度本身还依赖于流态特性，这使
得在大气边界层区维持 URANS 模式（或推迟启动 LES 模
式）。
1.2   建筑模型参数、边界条件及数值方法

本文采用 Xia 等 [7] 的风洞试验中单栋架空建筑模型为
例。该试验测试了风流绕过单栋架空建筑时行人高度区的
流场分布。图 1（a）给出了该架空建筑示意图，左一为单
栋架空建筑，原型尺度为 25m(D)×75m(W)×50m(H)，含有
的架空设计包括 3 根结构支柱，每根为 8m×8m×3.5m，相
邻两根支柱间距为 17.5m。试验模型与建筑原型间比例为
1:200。左二是本文所选取的三种来流方向与建筑间角，
分别为 0°、45° 和 90°。图 1（b）给出了竖直方向上风洞
及 CFD 中无量纲来流风速廓线（u(z)/ur=(z/zr)

0.2）及湍流
强度分布（I(z)）对比，其中在参考高度 zr=150m（原型尺
度）下的来流参考风速 ur 为 10m/s。风洞试验中，来流位
于建筑高度及其相应风速的雷诺数 Re 为 8.2×104，该值大
于 Meroney[8] 的推荐值 1.5×104，从而确保了风洞试验结果
与雷诺数间的独立性。Irwin 探头被置于水平行人区高度
（相对高度 z/H=0.04）用于流场测试。文中选用 30 个位

于建筑架空周围的测点用于湍流模型的有效性验证。
表 1   CFD 算例描述

算例 1 2 3 4 5 6
h(m) 3 3.5 4 5 3.5 3.5
h/H 0.06 0.07 0.08 0.10 0.07 0.07

风向与建筑间角 0° 0° 0° 0° 45° 90°
网格总数（万） 347 354 360 368 348 353

表 1 给出了本次研究中各算例的建筑架空参数及来
流风向设置。结合实际调查，建筑架空高度与建筑高度比
（h/H）的范围设定为 0.06~0.10。风向选取三组典型风向
进行建筑微气候分析。在 CFD 模拟中，计算空间尺寸设
为 13.5H×11.5H×6H。该计算空间的壁面距建筑模型的宽
和高满足室外风工程模拟导则 COST Action 732 的推荐值，
其横截面比为 2.2% 也低于推荐值 3%[9]。该计算空间采用
结构网格（图 2）进行划分，根据 Spalart 针对 DES 网格
假设 [10] 和作者前期的网格研究 [11]，为获取精确的流场结
果并满足计算网格经济性，在单栋建筑绕流问题中，建筑
的迎风面可用较为粗糙的网格（近壁面第一节点 y+ 约为 5)，
建筑侧面、顶面及背风面需采用较细的网格进行划分（y+

约为 2）。用于 DDES 模拟设置最小网格尺度为 0.0005m，
各算例的网格总数列于表 1 中。其中，参考算例 2 为 354
万网格、y+ 值 2.53 和计算 CFL 数 1.42。作者在文献 [12]
中对所采用网格的独立性进行了检验，现有算例中所用网
格总数满足当前计算机性能的经济性要求。

入口的边界条件根据风洞试验 [7] 来流廓线给出，计
算的湍动能及扩散率分别为 k =1.5(u(z)I(z))2 和 ε =Cµ

0.5kdu/
dz。在非稳态的 DDES 模拟中，来流的湍流脉动特性用

（a）架空建筑模型，来流风向与建筑间角 （b）入口风速及湍流强度廓线

（a） （b） （c）

图 1   建筑模型及来流风廓线

图 2   网格划分：来流风向与建筑物分别呈（a）0° 及（b）45°（c）算例 5 的三维网格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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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街法（vortex method）在入口处随机生成 190 个涡来模
拟。计算空间的侧壁和顶部边界设为零梯度条件，地面及
建筑壁面设为无滑移边界，出口设为自由出流且保证无回
流。计算中所有算例的收敛标准均为各参数达到到残差低
于 10-4 为止。在 DES 模拟中，离散方法选取 PISO 算法，
对流项和扩散项采用中心差分格式和二阶迎风格式求解。
Liu 和 Niu 针对 DES 模拟单栋建筑绕流问做了相关模拟参
数的影响性分析，推荐采用离散时间步长为 0.005s，采样
计算无量纲时长 t* 为 288（t*=t×ub/b）即真实时间尺度下
8s[11]。
3   结果与讨论
3.1   湍流模型的有效性验证

以算例 2 作参考（图 3），将 CFD 模拟与风洞试验
的时间平均风速进行对比，并通过相关性分析进一步评
估两者吻合度。图 3 中圆点表示风洞试验结果与 CFD 模
拟结果的对应关系，实线表示 y = x，虚线分别指试验值
与 CFD 模拟值间为 1:2 和 2:1 关系。公式（1）~（4）用
于两组结果的相关性分析，其中，FAC2 表示圆点位于 1:2
和 2:1 关系之间的百分数，百分数越高指 CFD 结果越接近
试验结果；模拟的偏离程度用无量纲平均偏差（MNMB）
表示，其取值为 [-2,+2]；模拟的总平均偏差用 FGE 来表征，
其区间为 [0,2]。当 MNMB 或 FGE 取值为 0 时，均表示最
佳预测。相关系数 R 可进一步评价 CFD 模拟结果是否与
试验结果的趋势一致，其取值介于 0 和 1 之间。R 越接近
1 表示 CFD 结果越趋近于试验结果，反之则偏差越大。

1， 当    ≤    ≤ 2
0， 其他

1
N

Pi -Mi

Pi+Mi

Pi -Mi

Pi+Mi

2
N

2
N

1
2

1
N

P
Fi

∑i (Pi -P )(Mi -M )
σPσM

（a）h/H=0.06 （b）h/H=0.07 （c）h/H=0.08 （d）h/H=0.10
图 4   建筑架空设计高度（h/H）对周边行人区域高度下无量纲时均风场的影响

FAG2 =      ∑i Fi       Fi =                                              （1）

MNMB=      ∑i (              )                                             （2）

FGE=      ∑i |                |                                                （3）

R=                                                                                 （4）

式中：P 和 M 分别为预测值和试验值，指数 i = 1,…, N，
N 为总的试验点个数。通过计算式（1）~ （4），FAC2= 
0.92、MNMB= -0.09、FGE= 0.22 和 R= 0.96。结果表明，
在采用 DDES 模型及前文的数值方法进行模拟预测下，来
流风向为 0° 时的 CFD 模拟与风洞的时均风速吻合度高，
该模型与数值方法可用于后续模拟分析。
3.2   架空高度对行人区风环境影响

图 4 给出在不同架空高度下行人区的无量纲风速场分
布。以图 4（b）为例，各算例均能准确描绘自然风绕过
单栋架空建筑应呈现的基本流态，包括：建筑迎风面的低
风速区 （uxy /ur < 0.30）、建筑两侧和架空下方的局部高
风速区（> 0.75）和建筑背风面的空气动力学阴影区 （呈
低风速）。同时，风能够自由流过建筑物架空下方，并放
大其局部风速。对比图 4 中各图的风速分布，得出建筑物
两侧的局部高风速区，随着架空高度的增加呈现高速区域 
（橙色） 面积缩减趋势。然而在一定设计高度范围内（h/
H=0.06~0.10），仅靠改变建筑架空设计的高度，对建筑
物迎风面及建筑物背风面主要区域的速度分布并无较大影
响。
3.3   来流风向对行人区风环境影响

图 5 和图 4（b）分别给出在不同的来流风向下，同
一架空建筑周围行人区域的无量纲时均风速场分布。当风
向与建筑间角为 0° 及 45° 时，建筑两侧仍可见局部高风
速区域。同时，对比图 4（b）和图 5（a）中建筑背风面
的空气动力学阴影区，可知其形状变化明显但面积变化较
小。当风向与建筑间角为 90° 时（图 5（b）所示），建筑
两侧高风速区域消失，且空气动力学阴影区域面积显著减
小。在图 4（b）和图 5 中，原架空下方支柱间的局部风
速扩大区随着来流风向从 0°、45° 到 90°，呈现逐渐减小
直至消失的现象，其无量纲平均风速也由 0.70 降至 0.65，

{

图 3   湍流模型及数值方法的有效性验证
（CFD 结果与风洞试验结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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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来流风向与建筑间角对周边行人区域高度下
无量纲时均风场的影响

（a）45° （b）90°

最终达到 0.10。由此可见，来流风向与建筑间角对架空设
计用于改善建筑周围风环境影响显著。在实际设计中，建
筑架空虽能有效地改善亚热带地区局部低风速环境和局部
热舒适，但当地主导来流风向与建筑间的角度关系也应根
据热舒适设计需求做进一步考虑。
4   结论

在亚热带城市小区中，采用 DES 模型探究了四种不
同建筑架空高度和来流风向对架空建筑周围微气候环境及
其热舒适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 湍流模型 DES 能准
确预测出架空建筑周围的风环境，与风洞试验结果吻合度
高，计算相关系数为 0.96；（2） 在相对设计高度 h/H = 0.06 
~ 0.10 内，仅改变架空高度对建筑物迎风面及背风面主要
区域的平均风速分布并无较大影响；（3）来流风向与建
筑间角对架空设计用于改善建筑周围风环境影响显著，
并且在架空下方支柱间的局部风速扩大区随着来流风向从
0°、45° 到 90°，呈现逐渐减小直至消失的现象，其无量纲
平均风速也由 0.70 降至 0.65，最终达到 0.10。本文给出 
DES 模型用于建筑架空高度设计参数和风向对行人风环境
影响的参考，对未来城市通风和微气候设计有指导意义。
文中虽采用 DES 模型对瞬态流场进行模拟计算，但限于
篇幅，并未对流场的湍流特性及其对建筑周围瞬时热舒适
性做深入分析。同时，设计建筑架空时除应考虑高度外，
结构支柱的长宽和形状也值得探究，这都将在后续研究中
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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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河流在城市规划和布局中有重要影响，不仅具有航运、

景观、资源等功能，更对周边环境的温湿度、通风、大气
质量等微气候因素，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随着城市热
岛强度的进一步加剧，河流作为改善高温天气的天然冷源
逐渐受到各研究领域的重视，尤其对城市规划发展意义深
远 [1]。国内外逐渐重视城市河流对热环境的改善作用，首
尔 Cheonggye 河在取消河流上方水泥沥青覆盖后，河流上
方平均气温降低 0.4℃[2]；英国某住区中向河流开敞的街道
与近河流端有建筑阻挡的街道相比，降温范围大 30m[3]；
上海将黄浦江陆家嘴一带沿岸改造成市民临水活动空间，
利用河流改善公共活动场所的热湿环境，同时满足景观需
求 [4]。城市河流堤岸设计一般为近自然植物群落造景及滨
水景观和城市环境相融合两种方法，而后者更为常见，更
好兼顾经济社会效益，如亲水平台、公园绿地、广场等公
共场地，是利用河流对热环境的改善作用来创造健康舒适
的室外活动空间的有效方法 [5]。广场、绿地类型的河流周
边下垫面缺少高大建筑，对河流风的削减作用小，可使河
流对微气候的影响范围向内陆延伸，是河流与城市建筑群
之间的良好过渡区域，因此对该类型下垫面的研究具有现
实意义。

本文通过现场实测的方法获取热环境参数，并用湿球
黑球温度（WBGT）和经验指标 TSVmodel 对热环境进行评价，

探究广州珠江沿岸不同下垫面类型的室外热气候特征，为
河流沿岸景观设计及改造提供建议。
1   研究方法
1.1   现场实测

本文选取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临江带状公园为实测
区域，并分别将测点布置于无遮阳硬质铺装广场（测点 A）、
无遮阳草地（测点 B）、有树荫草地（测点 C）三类下垫面，
测点距离河岸均为 50m（见图 1）。实测时间为 2017 年 7
月 13 日 10:00~20:30，取样间隔为 1min。实测内容包括空
气温度、湿度、风速、黑球温度、太阳辐射强度。由于测
点 B 在实测过程中均无建筑物及树木等物体遮挡，因此可
大致认为其太阳辐射强度与测点 A 相一致。本实测使用仪
器如表 1 所示，温湿度记录仪安置于白色百叶防辐射罩中
并用三角支架固定在离地约 1.5m 的人行高度，上部安置
有热指数仪，太阳辐射计置于水平地面。

图 1   实测区域及测点布置

1.2   热环境评价指标
一般而言，室外热环境的优劣受气温、相对湿度、风

速、太阳辐射等自然因素的综合影响，而热舒适是与自然

广州珠江沿岸不同下垫面区域热环境分析
杜翔宇，李    琼

（华南理工大学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640）

［摘   要］本文现场实测了广州珠江沿岸不同测点的空气温湿度、风速、太阳辐射等热环境参数，分析了城市河流沿
岸不同下垫面上空的热环境状况，并使用 WBGT 和 TSVmodel 分析其热安全及舒适性。研究表明，河流风在白天较夜间更强，
有树荫的绿地在较高太阳辐射强度下也能保持较好热舒适，适当的树木间隔有利于风速的增加。论文也为滨河区域景观设
计提供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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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obtained thermal parameters including air temperature, humidity, wind speed and solar radiation of 

different points along the Pearl River in Guangzhou by field measurement, analyzed the thermal environment of different underlying 
surfaces along the urban river, and evaluated its thermal safety and comfort by using two indices, such as WBGT and TSVmodel. 
It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paper that river wind is stronger during the day than at night. A good thermal comfort can be maintained 
on the green fields under the shade of trees, and a proper spacing of trees prompts an increase of wind speed. The paper also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for landscape design of urban littoral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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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和个体因素（如服装热阻、新陈代谢率等）都相关的
评价指标。目前，WBGT 已被相关评价体系和标准作为室
外热安全评价指标，国内也有不少相关研究，张磊和孟庆
林 [6] 经过实测和相关性分析，得出了适用于广州地区基于
干球温度、相对湿度和太阳辐射的 WBGT 回归方程：

表 1   实测仪器一览表

仪器名称 测量内容 量程 精度

热指数仪
HD32.3

空气流速 0.05~5m/s ±0.05m/s（0~0.99），
±0.15m/s（1~5m/s）

黑球温度 -10~100℃ ±0.2℃

温湿度自记仪
HOBO Pro V2

空气温度 -40~70℃ ±0.2℃
相对湿度 0~100% ±2.5%

太阳辐射计 太阳辐射强度 – –

WBGT =1.157Ta+17.425RH+2.407×10-3SR-20.550             （1）

式中：Ta 为空气干球温度（℃）；RH 为相对湿度（%）；
SR 为总太阳辐射照度（W/m2）。本文利用式（1）计算各
测点 WBGT 的逐时值大小。然而上述 WBGT 计算公式并
未考虑风速对热环境的影响，因此引入对湿热地区城市室
外空间热舒适有较好预测力的经验指标 TSVmodel，其计算
模型如下 [7]：

TSVmodel =0.1185Ta-0.6019V+0.0025G-2.47                    （2）

式 中：Ta 为 空 气 温 度（℃）；V 为 风 速（m/s）；G
为太阳辐射强度（W/m2）。
2   实测结果

实测过程中，测试区域天气情况大致为 10:00~15:00
晴到多云，15:00~19:00 以多云为主，且云层较厚，19:00
后为夜间。图 2 为三个测点的逐分钟空气温度和太阳辐射
强度变化曲线，由图可知三个测点均在午后 13:50 前后达
到空气温度最高值，分别为 35.34℃（A）、34.49℃（B）、
33.89℃（C），在 15:00 前测点 A 与测点 C 平均温差约为
1.1℃，测点 B 气温大致介于前两者中间；15:00 后，由于
太阳辐射减弱，三个测点气温均有明显下降，测点 A 和 C
的平均温差减小至 0.7℃；19:00 后在没有太阳辐射影响下，
B 点气温迅速变化至与 C 点气温基本一致，测点 A 气温
依然高出 0.4℃，这是由于广场的硬质铺装下垫面的蓄热
能力较强。无遮阳草地的气温对太阳辐射强度变化较敏感，
15:30~16:00 太阳辐射减弱，B 点气温降低至与 C 点接近，
而 17:10 太阳辐射的增强又使得 B 点气温略有回升。

图 2    三个测点太阳辐射强度及空气温度变化曲线

三个测点的各时间段平均风速如表 2 所示。从中可见，
三个测点的平均风速在白天时段均明显高于夜间时段。这

是由于在太阳辐射作用下陆地升温较快，水陆之间温差增
大，促进河流风的形成，而夜间无太阳辐射，陆地温度减
小，与河流温差减小，因此河流风减弱。测点 B 在整个实
测过程中平均风速最大，而最空旷的测点 A 在 15:00 之后
以及全时间段中平均风速均最小。由于广州夏季盛行东南
风，测试区域的来流风向主要为河流吹向陆地，测点 B 虽
然不处于空旷的广场，但其上风向恰好经过广场，保证了
空气流动，避免了风速衰减，另一方面，测点 B、C 周围
都疏密不同地种有景观乔木，成为空气流通过程中的屏障，
减小了流动面积，当流体流量一定时，流通面积越小，流
速越大，因此位于人行高度的测点 B、C 相比测点 A 风速
偏高，但 C 处的树木密度较大，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风的
阻挡作用，使得风速偏低。

表 2    三个测点各时间段平均风速

测点
时间段

10:00~15:00 15:00~19:00 19:00~20:30 全时间段

测点 A 1.44m/s 1.00m/s 0.58m/s 1.15m/s
测点 B 1.70m/s 1.21m/s 0.70m/s 1.37m/s
测点 C 1.35m/s 1.11m/s 0.67m/s 1.16m/s

利用各测点的气温、相对湿度和太阳辐射强度代入式
（1）求得对应时间的 WBGT 如图 3 所示。根据 ISO 标
准 7243 推荐的 WBGT 阈值，考虑人们夏季着装（服装
热阻 0.5clo），在休闲状态下（代谢率 M<117W/m2），
相应的人体安全 WBGT 限值为 32~33℃，而夏季人体舒
适 WBGT 为 30℃ 以下 [8]。由图 4 可知，三个测点均低于
热安全 WBGT 限制，最高值 31.42℃ 出现在测点 A，在
10:20~15:00 期间，测点 A、B 的 WBGT 较接近，均超过
热舒适范围，且接近热安全限值，不适宜进行户外活动，
而测点 C 在全时间段均处于热舒适范围，但 13:30~14:00
测点 C 处短暂的太阳直射（约 750W/m2）使 WBGT 到达
热舒适临界值。在太阳辐射强度较大的情况下，河流沿岸
有无遮阳区域之间 WBGT 平均值相差约 1.84℃，高于对
应的平均气温差 1.1℃；在多云天气下，WBGT 差值可缩
小至 0.46℃，低于对应的平均气温差 0.7℃。

图 3   三个测点 WBGT 及 TSVmodel 变化曲线

经验指标 TSVmodel 的正常（舒适）区域为 -0.5~+0.5（如
图 4 绿色区域），+1 表示稍暖，+2 表示暖，+3 表示热。
测点 B、C 仅在 15:00~16:00 气温回落和风速增大时达到
舒适区，测点 C 大部分时间是“稍暖”状态，当太阳辐射
增强时迅速变成“暖”状态（13:30~14:00）。WBGT 和
TSVmodel 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相比之下，TSVmodel

的热舒适评价更为严苛，对太阳辐射强度的变化更敏感。



| 建筑环境与能源 | 2017年第5期200

Urban Ventilation城市通风

在 19:00 后无太阳辐射作用，气温与 15:00~16:00 时间段
相当，但三个测点依然处于“稍暖”状态，是由于对应时
间段的风速比白天小，使 TSVmodel 值无法达到舒适区域。 
3   结论

河流沿岸作为人们休闲娱乐运动的绝佳场所，其热环
境时刻影响着活动人群的舒适健康。本文通过实测得到珠
江沿岸典型室外活动区域三种下垫面的相关热环境参数，
并通过 WBGT 和 TSVmodel 指标对环境的热安全性和热舒
适性进行定量评价，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河流风在白天较夜间更强，由于在太阳辐射作用下陆
地升温较快，水陆之间温差增大，促进河流风的形成，而
夜间无太阳辐射，陆地温度减小，与河流温差减小，因此
河流风减弱。

在较强太阳辐射下，无遮阳广场和草地上空热安全与
热舒适指标较接近，且明显高于有树荫的草地，容易超出
热舒适区域；在较弱或没有太阳辐射下，无遮阳草地上空
的空气温度能较快恢复至与有树荫草地相一致，但广场上
空空气温度下降较困难。因此在热环境优化设计中，可在
广场增设人工遮阳构件或间隔栽种遮阳效果好的乔木，也
可采用蓄热性小或透水的材料作地面铺装。

合理的树木种植间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河流周边
的风环境，实现对风向的引导和对风速的加强，从而改善
热舒适，但过密的树木带来良好遮阳效果的同时却降低风
速，对风向下游的场地包括开阔广场的风场造成重要影响，
因此建议河流沿岸的绿地种植树冠层底部高于行人活动空

间的树种，并保证一定种植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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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然通风是实现建筑节能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室内外

温差不大的过渡季节，居住建筑的通风换气常常通过开启
门窗实现，然而自然通风在稀释室内污染物的同时也会造
成楼层之间的污染物跨户传播 [1]。笔者此前通过风洞实验
[2,3] 对比了风压驱动下建筑物在不同楼层散发的污染物在
迎风侧、背风侧和垂直风向侧由下而上、由上而下或由中
间向两端的迁移过程。而在无风或微风的晴天条件下，日
照作用使得建筑外立面得热，表面温度升高，从而在贴近
壁面处形成热羽流 [4]，建筑低层散发的污染物在浮升力作
用下会传播到高层，形成自上而下的跨户传播，若综合考
虑浮升力和风压的共同作用，则其在竖直方向上的迁移路
径则会随两个作用力的相对大小发生变化。目前还未见有
文献关注太阳辐射作用形成的近壁面热羽流造成的污染物
传播问题，本文将对该部分内容进行研究，选取过渡季节
某代表日，对上海地区某建筑不同朝向壁面所获得的太阳
辐射强度进行计算，进而建立壁面热平衡方程计算建筑朝
阳侧和背阳侧的壁面温度，以此为基础对建筑壁面及周围
气流形式进行数值模拟，并用示踪气体法模拟污染物的传
播规律。

1   计算方法和模型
1.1   太阳辐射强度计算

根据文献 [5]，计算上海地区 4 月 21 日（过渡季节）
晴天时，逐时水平面 H 及各朝向垂直壁面（南向 S、北向 N、
东向 E、西向 W、东南向 SE、西南向 SW、东北向 NE、
西北向 NW）的太阳总辐射强度（W/m2）， 取大气透明
度为 0.62，计算结果如图 1 所示。

图 1 各朝向垂直壁面所接受的太阳辐照度

由图 1 可知，上午 8~10 时，东向和东南向为朝阳面，
得到的日照比较强烈，太阳总辐射强度分别在 520~610W/
m2 和 460~560W/m2 范围内，而西向等背阳面的壁面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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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辐射对建筑污染物跨户传播特性的影响
穆    迪，高乃平

（同济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上海   200092）

［摘   要］本文以上海地区一栋单侧开口自然通风的二十层建筑为研究对象，选取 4 月 21 日为过渡季节代表日，计算
出晴天时各朝向立面接受的太阳辐射强度，进而根据围护结构热平衡方程求解墙体外壁面的温度以及与周围环境之间的温
差，最后以丙烷作为示踪气体模拟污染物，采用计算流体力学（CFD）的方法模拟了浮升力作用下污染物在垂直方向上的
跨户传播现象，比较朝阳面和背阳面气流流动及污染物传播特性的差异。结果表明，中午时段朝阳侧和背阳侧的垂直壁面
获得的太阳辐射量差距较大，太阳辐射强度变化范围较小，两侧壁面之间温差约为 10℃。污染源以定强度点源释放时，在
热羽流主导的作用下或与风压作用相当时，污染源房间以上的至少两层浓度在 10-4~1 的量级范围内。

［关键词］太阳辐射；高层建筑；跨户传播

The Impact of Solar Radiation on Inter-flat Contaminants Transmission 
Characteristics in High-rise Building

Mu Di , Gao Nai-ping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 a hypothetical twenty-story high-rise building with single-sided natural ventilation was set as research 
object. April 21th was chosed as the represent day of transition season. Firstly, we calculated the solar intensity received by building 
outer vertical wall surface in the sunny day. Then based on the heat balance equation of building wall surface, the temperature of the 
wall and 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uter wall and the ambient air could be obtained. Finally, the tracer gas method was 
employed in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the wall plume flow on the vertical inter-flat pollutant transmission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southern and northern wall was about 10℃ at noon. 
The source was set as a point with steady intensity. When the buoyancy was stronger than the wind or approximately equivalent, the 
concentration of at least two flats immediately higher than the source could be in the magnitude range of 10-4~1.

［Keywords］Solar radiation; High-rise building; Inter-fl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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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太阳总辐射强度在 105~155W/m2 之间；中午 11~13 时，
正南向为朝阳面，总辐射强度在 410~440W/m2 范围内，
而背阳的正北向壁面接收的太阳辐射量在 165W/m2 左右；
下午 14~16 时，朝阳面为西向和西南向，所接收的太阳辐
射量分别在 520~610W/m2 和 450~560W/m2 范围内，背阳
面为东向等立面，太阳辐射强度在 100~155W/m2 之间。
总体而言，南面墙能接收到太阳辐射的时间较长，而北面
墙始终接受不到太阳直射辐射，朝阳面和背阳面所获得的
太阳总辐射强度差距较大。以中午的时间段为例，对于朝
阳或背阳的立面而言，虽然太阳辐射量在波动，但是变化
范围不大，理想情况下按照稳态计算壁面温度结果误差较
小。
1.2   围护结构壁面温度计算

墙体外壁面吸收太阳辐射后温度升高，同时向室内传
热，并通过与外界环境的对流和辐射换热散失一部分热量。
墙体内壁面与周围环境的热交换主要包括外壁面向内壁面
的导热、与室内空气的对流换热和室内其他表面的辐射换
热。对于较空旷环境中单栋建筑的围护结构外壁面，假设
壁面温度均匀，无水平温差和垂直温差，可用以下公式描
述稳态热平衡：

Qsolar = Qconduc + Qconvec + Qlw                                                                      （1）

式中：Qsolar 为墙体外表面接受的太阳辐射热量（W/
m2），如式 2 所示：

Qsolar =αw ISV                                                                  （2）

其中 αw 为壁面吸收率，这里取 0.56。
Qconduc 表示墙体外表面向内表面的导热量（W/m2），

如式 3 所示：

Qconduc=                                                                         （3）

这里取导热热阻 δw /λ 为 1.1m2·K/W。
Qconvec 表示墙体外表面与外界空气的对流换热量（W/

m2），如式 4 所示：

Qconvec =hout(Twout -Tαout)                                                 （4）

这里对流换热系数 hout 根据式 5 进行取值 [6]，来流风
速 U < 2m/s 时，迎风侧风速取 0.5m/s，此时 hout = 12.2W/
(m2·K)。

hout =18.63Uw
0.605                                                                                                      （5）

Qlw  表示墙体外表面与周围环境之间的长波辐射换热，
这里仅考虑对天空的大气长波辐射，则有式 6：

Qlw  = σɛw xsky (T
4
wout-T 4

sky)                                               （6）

其中 σ 为斯蒂芬 - 玻尔兹曼常数，5.67×10-8 W/(m2·K4)；
ɛw 为墙体外表面对长波辐射的系统黑度，取值 0.9；xsky 为
垂直壁面对天空的角系数，为 0.5；Tsky 为天空有效温度，
如式 7 所示 [7]：

Tsky  =0.0552T 1.5
αout                                                                                                   （7）

这里 Taout 为周围环境温度。
对于围护结构内壁面，假定各壁面温差较小，忽略壁

面间的辐射换热，则其热平衡方程为：

Qconduc = Qconvecin                                                                                                       （8）

Qconducin 表示墙体内表面接受的导热量，其数值等于
Qconduc（W/m2）；Qconvecin 表示墙体内表面与室内空气的对
流换热量（W/m2）如式 9 所示：

Qconvecin =hin(Twin -Tαin)                                                   （9）

对流换热系数 hin 取值为 5W/(m2·K)。
基于以上参数选取，参考上海典型气象年逐时温度分

布，计算出 4 月 21 日上海地区 12 时朝阳侧和背阳侧的垂
直壁面温度，结果如表 1 所示。观察表中数据可知，朝阳
侧和背阳侧壁面温差约为 10℃，朝阳侧壁面与周围空气
之间的温差为 13℃。

表 1   不同时刻朝阳侧和背阳侧的壁面温度

时刻
室外空气

温度
/(K/℃)

有效天空
温度

/(K/℃)

太阳辐射强度
/(W/m2)

壁面温度
/(K/℃)

朝阳侧 背阳侧 朝阳侧 背阳侧

12:00 288.15/15 270/-3.15 430 165 301.16/28.01 291.67/18.52

1.3   建筑模型
本文借助商业软件 Fluent 进行数值模拟，研究对象如

图 2 所示，一栋二十层的建筑被置于一个大的计算区域中，
建筑总高 Hb=58m，长 Lb=18m，宽 Wb=9m，重点关注同一
个立面上的六个房间，分别位于二层、三层、十层、十一
层、十八层和十九层，每个房间的尺寸为 H(y)×L(x) ×W(z) 
= 2.9m×3.0m×3.6m，窗户尺寸为 H(y) × W(z) = 1.5m × 0.9m，
窗底边距地板 0.9m 高。根据 Gao[1] 的经验，此计算区域
足够大。

图 2   建筑模型及计算域

图 3   网格示意

在边界条件的设定中，将迎风侧壁面作为有热源的壁
面，参考表 1 的计算结果设置定壁温边界类型，其他壁面
为绝热边界。在迎风侧近壁面处进行了网格加密，使得 y+

＜ 5，如图 3 所示，对于其他壁面，30 ＜ y+ ＜ 300。计算
区域入口为梯度风，取建筑高度处风速作为参考风速值，

Twout-Twin

δw

λ

10H

4H

5H
H

velocity inlet pressure outlet

heated wall

symmetry

symmetry

5D

5D D
y

y

y

x

x

x
x

z 18m

58m

z



 2017年第5期 | 建筑环境与能源 | 203

Urban Ventilation 城市通风

Uref。风速剖面遵循以下公式：

                 =(       )                                                             （10）

入口的湍流强度和尺度分别为 8% 和 1m，湍流现
象 采 用 RNG k-ε 模 型 处 理， 近 壁 面 采 用 Enhanced wall 
function 处理，压力速度耦合方法为 SIMPLE，压力差分
格式为 PRESTO ！动量差分格式为 second order upwind。
以丙烷作为示踪气体模拟污染物，分别在建筑的 2 层、10
层和 18 层房间的窗户中心以定强度点源释放。用理查森
数表征风压和热压的相对大小，如式 11 所示：

Ri =           =                                                                （11）

考虑不同风速、温差和污染源位置，共计算了 24 个
工况，如表 2 所示，包含了自然对流到强制对流的过程，
其中 O 表示开窗模式 (Open window mode)。
2   模拟结果及分析

为了比较不同计算工况下建筑周围气流组织的差异，
尤其是迎风侧近壁面的气流流向，在图 4 中给出了 xy 中
间剖面的速度矢量图。Fig.4(N1) 中可明显看到迎风侧近

壁面的热羽流，在建筑顶部处速度达到近 1.2m/s，此时
Ri=156.9，热压主导。温差一定时，随着风速的增大，比
较 N1~N4 和 N5~N8 速度矢量的变化过程，由图中可看出，
迎风侧建筑 16 至 17 层之间出现滞止区，在滞止区以下近
壁面由上而下的气流速度逐渐增大，且底部的回流区域也
在扩大。

污染源分别在建筑不同高度处以定强度点源形式释
放，为了便于观察污染物的迁移路径，比较不同计算工况
下污染物浓度的分布情况，在图 5 中给出了 10-4~1 的量级
范围内迎风侧壁面上污染物的所在位置。在 CaseN1 中，
Ri=156.9，污染源位于 2 层时，10-4~1 污染物浓度范围的
形状呈不对称气球形，竖直方向上覆盖建筑壁面靠近中间
的 2~10 层，污染源位于 10 层时，10-4~1 污染物浓度范围
在竖直方向上包括了 10 层至顶部且形状对称，覆盖面积
比污染源在低层时大，因为浮升力主导时，越是在建筑高
的地方近壁面热羽流速度越大，作用力越强。在 CaseN2
和 CaseN5 中，Ri 分别为 39.2 和 42.9，污染源在 2 层时，
污染物在竖直方向上既有自下而上的迁移也有自上而下的
传播，但传播范围较小，污染源在 10 层时，浮升力的作

U(h)
Uref

Gr
Re2

βΔTgHb
3/v2

(UHb /v)2

h
Hb

图 4   xy 剖面速度矢量图

(N1) O-ΔT13-U0.4 (N2) O-ΔT13-U0.8 (N3) O-ΔT13-U1.0 (N4) O-ΔT13-U3.2

(N1) O-ΔT13-U0.4 (N2) O-ΔT13-U0.8 (N3) O-ΔT13-U1.0 (N4) O-ΔT13-U3.2

表 2   计算工况设置

Case No. Case Name Uref (m/s) ΔT (℃) Re Gr Ri
N1 O-ΔT13-U0.4 0.4 13 1.568×106 3.855×1014 156.9
N2 O-ΔT13-U0.8 0.8 13 3.135×106 3.855×1014 39.2
N3 O-ΔT13-U1.0 1.0 13 3.921×106 3.855×1014 25.1
N4 O-ΔT13-U3.2 3.2 13 1.254×107 3.855×1014 2.5
N5 O-ΔT3.5-U0.4 0.4 3.5 1.568×106 1.055×1014 42.9
N6 O-ΔT3.5-U0.6 0.6 3.5 2.352×106 1.055×1014 19.1
N7 O-ΔT3.5-U1.0 1.0 3.5 3.921×106 1.055×1014 6.9
N8 O-ΔT3.5-U3.2 3.2 3.5 1.254×107 1.055×1014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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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较大，污染物在竖直方向上自下而上的传播，在水平方
向上的传播范围比 CaseN1 大。CaseN3 和 CaseN6 中，Ri
对应的值分别为 25.1 和 19.1，此时污染源在 10 层时污染
物自下而上的传播被抑制。随着理查森数的继续减小，污
染源位于滞止区以下时，结合 Fig.4，污染物在竖直方向
上会随气流自上而下迁移。当污染源位于滞止区以上时，
污染物始终向上传播，从总体趋势上看，理查森数较小时
（CaseN4、CaseN7 和 CaseN8），污染物在水平方向上的
扩散也较为明显。
3   结论

本文关注了太阳辐射对高层建筑污染物垂直方向跨户
传播特性的影响，比较了朝阳侧和背阳侧的差异，并用理
查森数衡量热压和风压的相对大小，分析了二者不同综合
效应时污染物在迎风侧的迁移规律。以 4 月 21 日中午时
段为例，对于一栋 58m 的高层建筑而言，贴近壁面的热
羽流在建筑顶部的速度可达到约 1.2m/s。污染物以定强度
点源释放时，若污染源位于建筑滞止区以下，理查森数 Ri
的减小，也即强制对流效应的增强使得污染物自下而上的
传播现象减弱，污染源在建筑低层时，Ri 在 40 左右时污
染物竖直方向的传播被抑制，污染源在建筑中间层时， Ri
在 20 左右时污染物竖直方向的传播被抑制；若污染源位
于建筑滞止区以上，污染源始终是自下而上迁移。此外，
热压大于风压作用或者二者相当时，污染源房间以上的至
少两层浓度在 10-4~1 的量级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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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迎风侧污染物浓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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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集中排气系统是住宅厨房广泛使用的排气方式，目前，

国内主要有四种类型排气道，分别为子母型、变截面型、
等截面型以及变压型烟道。子母型烟道和变截面型烟道由
于制作困难，在实际应用中并不常见。等截面型烟道由于
制作非常简单，得到了广泛应用。变压型烟道尽管制作存
在一定难度，但是由于其独特的优点，应用的也越来越多。
图 1 为以上四种烟道的简图。

高层住宅厨房集中排气系统由多个动力源组成，每层
厨房的实际排风量受多个因素的影响，如油烟机性能、开
机率、烟道内的静压力分布等。而影响烟道内静压力分布
的主要因素是烟道类型。鉴于此，本论文将通过对等截面
烟道和变压烟道的数值模拟，进一步研究两种烟道内的静
压力分布，为改善排气不均、串气串味提供解决策略。
1   几何模型与网格划分

住宅厨房集中排烟道几何尺寸的选择，一般需要根
据相关图集确定。本论文根据粤 08J/T910（住宅变压拔气
式三防排气道）建立 10 层楼变压烟道模型，烟道截面为
380×380(mm)，层高取 3m，支烟道为圆形截面，直径为
150mm，长 1m。等截面烟道根据 380×380(mm) 变压烟道
建立，其余尺寸与变压烟道相同。通过 ICEM 建模和网格
划分，采用六面体结构化网格，网格无关性经过检验。局
部网格划分如图 2。
2   FLUENT 计算求解
2.1   求解器和离散方法的确定 

本论文不涉及传热和传质，只考虑流体流动，属于稳
态过程。采用空气代替烟气进行数值模拟，空气为不可压
缩气体，所以选择压力基稳态求解器。梯度插值方法选择

高层住宅厨房排气系统静压分布的对比分析
龚    杰 1，裴清清 1，许    雷 2

（ 1. 广州大学 ， 广州市   510006 ；2. 日本东北工业大学， 仙台市   982-0000 ）

［摘   要］为了研究等截面烟道和变压烟道的静压分布规律，本文对两种烟道分别进行了数值模拟。本文采用 ICEM
进行几何建模和网格划分，然后通过 FLUENT 进行数值模拟。结果表明：两种烟道内的静压分布规律有所不同，如开机率
为 100% 时，等截面烟道的平均静压比变压烟道的平均静压高出 20.33Pa。从静压分布角度看，变压烟道优于等截面烟道。

［关键词］高层住宅；变压烟道；压力分布；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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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四种烟道简图

图 2   局部网格

Least-Squares Cell-Based，压力插值方法选择 Linear。本次
模拟存在压力突变的区域，因此，对流项的插值方法选择
QUICK 格式。
2.2   计算方程的确定 [1] 

由于本论文为稳态不可压缩流动，温度和密度均为常
数，所以计算模型选择标准 k-ε 湍流模型，在近壁面区使
用标准壁面函数进行处理。控制方程如下：

子母型烟道 变压型烟道 变截面型烟道 等截面型烟道

变压烟道局部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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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守恒方程：

         =0                                                                        （1）

动量守恒方程：

ρ       (uiuj)=        +μ       (       +       )+ρgi                     （2）                  

湍动能 K 方程：

ρ       (ui k)=       [( μ+     )       ]+μi            (       +       )+ρε  （3）                             

湍动能耗散率 ε 方程：

ρ       (ui ε)=       [( μ+     )       ]+

C1ε μ1                   (       +       )-C2ε ρ                                     （4）                         

其中，ρ 和 μ 分别为空气密度和空气粘度；湍流引起
的粘度系数 μt =ρCμ k

2/ε；ui 和 uj 均为速度，i 和 j 均为张量
下标，取值均为 1、2、3；k 和 ε 分别为湍动能和湍动能
耗散率；经验常数取值为 C1ε=1.44，C2ε=1.92，Cμ=0.99，
σk=1.0，σε=1.3。
2.3   边界条件的设置                    

（1）入口边界条件
支烟道入口设置为速度入口类型（velocity-inlet），

设计风量为 Q =300m3/h[2]，支烟道直径 d =150mm，换算
成速度为 v =4.7m/s。油烟机不开启时，设置为壁面边界
（wall）。

（2）出口边界条件
屋顶出风口设置排风口类型（outlet-vent），烟道出

口一般安装无动力风帽，阻力系数取为 ζ=1.5。
（3）壁面边界条件
主、支烟道壁面均取无滑移壁面边界，设置为壁

面 边 界（wall）， 壁 面 绝 对 粗 糙 度 根 据 相 关 文 献 取 为
k=1.5mm。
2.4   湍流参数的确定与计算

FLUENT 出入口边界提供了多种湍流参数的设置方
法，对于管内流动一般选择湍流强度和水力直径。计算公
式如下：

水力直径：

D =                                                                               （5）

雷诺数：

Re =                                                                              （6）

湍流强度：
I = 0.16×(Re)-0.125                                                         （7）

2.5   模拟工况介绍
住宅排烟系统的开机率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值，开机率

的大小与楼层数以及本单元住宅内用户的生活习惯有关。
因此，本论文以 40%、50% 以及 100% 的开机率作为研究
工况 [2]。具体设置为：开机率为 40% 时，选择 1、4、7、
10 层楼油烟机开启，其余关闭；开机率为 50% 时，选择
奇数楼层油烟机开启，其余关闭；开机率 100% 时，所有
油烟机均开启。
3   模拟结果分析
3.1   开机率为 100% 时的模拟结果

对于等截面烟道，所有楼层支烟道出风口处静压值在

一条相对光滑的曲线上，这条曲线随楼层数增加而单调递
减，最大静压值出现在最底层，最小静压值在顶层，与熊
健 [1] 的研究一致。如果对这条曲线做一条切线的话，这条
切线斜率的绝对值是逐渐增加的，也就是说，层数越高，
静压变化得越快；对于变压烟道，所有楼层支烟道出风口
处的静压值也几乎在一条相对光滑的曲线上，但是这条曲
线呈驼峰状，在第四层楼位置达到最大静压，而且 1~5 层
静压变化相对较为缓慢，这是变压烟道与等截面烟道的不
同之处。另外，变压烟道在 6~10 层楼静压变化相对较为
快速，这与等截面烟道在这几层楼的静压变化规律基本是
一致的，这点从图 3 很容易看出，因为两条曲线几乎平行。
另外，在该开机率下，虽然变压烟道整体的静压分布均低
于等截面烟道，但是除了第十层楼外，其余楼层支烟道出
口处的静压值均为正值，说明该变压烟道并没有起到预期
的变压作用。

图 3   开机率为 100% 时的压力分布

3.2   开机率为 50% 时的模拟结果
开机率为 50% 时，对于等截面烟道，其整体静压分

布随楼层数增加呈曲折下降趋势，如果单独考察开机楼层
（1、3、5、7、9 层）支烟道出口处的静压值，其静压分
布规律与其 100% 开机率时基本一致，这里不再重复阐述；
对于未开机楼层（2、4、6 层）支烟道出口处的静压值有
明显的突变，且均高于其相邻开机楼层支烟道出口处的静
压值，说明开机与不开机对于静压分布是有一定影响的。
对于变压烟道，其整体静压分布呈锯齿状波动变化，且幅
度比较大；单独考察变压烟道的开机楼层静压变化规律，
发现与其 100% 开机率的静压分布有一定相似之处，呈驼
峰状，但是较为平缓；对于变压烟道的未开机楼层，其所
有楼层的静压值均高于其他开机的楼层，变化趋势与开机
楼层的静压分布规律相似。这里必须提到的是，该开机率
下，所有开机楼层以及顶层楼处的静压值均为负压，说明
在该开机率下，变压烟道起到了一定的动静压转化作用；
另外，该开机率下，变压烟道的最小静压出现在最底层开
机楼层，这与其开机率为 100% 时最小静压出现在最顶层
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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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开机率为 50% 时的压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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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开机率为 40% 时的模拟结果
由图 5 可以看出，40% 开机率时，两种烟道的静压分

布规律与其各自 50% 开机率时基本一致，这里不再重复
叙述。对于等截面烟道，相邻的未开机楼层（2 与 3、5 与 6、
8 与 9 层）支烟道出口处静压基本相等，仔细分析发现流
过这两个断面的流量相等，而且两个断面面积也相等，因
此，可能的影响原因应该是通过两个过流断面的流量相等。
对于变压烟道，其相邻楼层的静压值非常接近，这与等截
面烟道相邻未开机楼层静压分布有一定相似之处。对于变
压烟道，无论是开机楼层还是未开机楼层，静压值均为非
正值，说明在该开机率下，变压结构是能够起到较好的动
静压转化作用的。

图 5   开机率为 40% 时的压力分布

综合上述的 3 种工况，从定量的角度分析，40% 开
机率时，等截面烟道的平均静压为 5.05Pa 比变压烟道平
均静压 -3.87Pa 高出 8.92Pa；50% 开机率时，等截面烟
道的平均静压为 8.51Pa 比变压烟道平均静压 -1.67Pa 高
出 10.18Pa；100% 开机率时，等截面烟道的平均静压为
37.75Pa 比变压烟道平均静压 17.42Pa 高出 20.33Pa。开机
率从 50% 增加到 100% 时，等截面烟道的平均静压涨幅为

29.24Pa，变压烟道的平均静压涨幅为 19.09Pa，两者静压
涨幅都比较大，说明开机率对静压分布有较大的影响。另
外，等截面烟道的平均静压涨幅比变压烟道的平均静压涨
幅高出 10.15Pa，二者相差比较大，说明变压烟道在一定
程度上改善了烟道内的静压分布。
4   结论

（1）变压烟道总体的静压力分布规律呈锯齿状；开机
楼层的静压分布呈驼峰状，最高静压出现在中间的开机楼
层，最小静压在开机率较小时出现在底层，开机率较高时
出现在顶层，这一点不同于等截面烟道；未开机楼层的静
压分布也呈驼峰状，静压值远高于相邻开机楼层的静压值。

（2）等截面烟道总体的静压分布呈下降趋势，未开机
楼层静压值会略高于相邻楼层静压值。

（3）相同开机率下，变压烟道的静压值明显低于等截
面烟道相应处静压值，说明变压结构起到了动静压转换的
作用，是有利于解决串气串味问题的。同时，变压烟道内
的静压力分布曲线为驼峰状，较为平缓，说明变压结构能
够起到缓解排气不均现象的作用。

（4）在开机率为 100% 时，除顶层楼层外，变压烟道
内的静压值均为正值，说明变压结构没有达到预期的动静
压转换效果，有待后续研究者进一步研究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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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文忠（1991—），在读硕士。

0   引言
厨房排烟中含有 CO、CO2、尘埃等有害物质，为了

保证厨房清洁，高层住宅设计竖向集中排风系统。龚胜强
等 [1] 模拟了给定开启工况时竖井内静压分布规律，底层压
力最大，顶层压力最小，开启率越大，竖井内静压值越大，
而且静压值受开启不均匀特性影响。

由于竖井内静压分布总体上自上而下逐渐增大，排烟
量则自上而下逐渐减小，低层用户排烟量很低，底层用户
排烟量最小。因此高军等 [2] 在单纯用户动力的基础上，在
竖井出口设置排烟风机，和用户抽油烟机构成复合动力系
统，获得高效率的排烟效果。

根据我国住宅居住调查：高层住宅楼内同一排风道系
统的吸油烟机同时开机率一般在 30%~60% 之间，多数情
况为 20%~55% 的开机率。  

在给定开机率时，排烟参数表现出不均匀性质，有不
同的描述参数：龚胜强等 [1] 定义排烟路径长度描述开启不
均匀特性；高军等 [2] 采用静压方差，皮李 [3] 采用排气系
统不均匀率。

在自然排烟方式下，由于烟囱效应，建筑室内，楼梯
间、电梯间、室内和竖井内静压分布存在中性层，向伊依
等 [3] 通过对学生公寓楼和综合楼测试表明了中性层高度和
各层静压分布。竖井出口处压力随中性层高度变化，进而
影响排烟效果。在排烟系统中，中性层高度影响竖井内静
压分布，也影响出口处排烟量。

厨房排烟是燃料燃烧产物，温度高于环境温度，应用
热回收节能技术手段，可以节约能源，起到减排的作用，

有着积极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4-5]。
张鑫等 [5] 为了设计桌面烧烤排气罩，实测烧烤盘加热

面温度在 180~380℃，与周围空气最大温度差 360℃。厨
房排烟在竖井出口处温度是设计热回收节能措施的参数。

住户开启排烟是随机事件，服从二项式分布，开启排
烟机的累计数量是一个泊松过程。受该过程驱使，集中排
烟系统竖井内压力和温度分布呈现随机变化特性，因此本
研究应用守恒定律和泊松过程知识 [7-9]，首先分析随开启
工况变化的排烟中性层高度、竖井出口处烟气压力分布函
数、竖井出口处烟气温度分布函数。由这二类分布函数，
应用微分几何知识 [10-12] 和随机分析方法 [13-14] 进一步计算
任意开启工况下竖井出口处烟气压力和温度。这二类基本
参数是排烟系统优化排烟效果和回收利用排烟热量的基
础。
1   排烟工况随机特性

假设某高层住宅有 N 个住户，每户使用相同抽油烟机，
排烟量均为 m，排风扇压力均为 p，屋顶风机压力 pceiling，
诱导竖井出口处排烟速度 vn。
1.1   开机工况服从泊松分布

考察同一排风道系统的吸油烟机同时开机率：对于一
个用户，开机工况有二个：“开机”和“不开机”，服从
概率约为 1/24（每天开机 1h）的二项分布，对于 N 个住户，
开机工况也是服从二项分布，且当住户数充分大而每户开
机概率很小（小于 0.1）时，该分布近似地表示为 λ=
的齐次泊松过程分布函数：

P{N(t)=k}=      e-λ, k =0,1,2,…,                                   （1）

这也是开机率为 N(t)/N 的概率分布函数。 

高层住宅厨房竖向集中排烟参数随机特性研究
吴文忠

（西安科技大学，陕西西安   710054）

［摘   要］烟气压力和温度是高层住宅厨房竖向集中排烟系统的基本参数。住户油烟机开启工况服从泊松过程，驱动
竖井内烟气压力和温度变化，因此本研究应用守恒定律和泊松过程知识，首先分析随开启工况变化的排烟中性层高度、竖
井出口处烟气压力分布函数，接着分析随开启工况变化的竖井出口处烟气温度分布函数。由这二类分布函数，应用随机分
析方法进一步计算任意开启工况下竖井出口处烟气压力和温度。这二类基本参数是排烟系统优化排烟效果和回收利用排烟
热量的基础。     

［关键词］高层住宅；厨房；集中排烟系统；压力；烟气温度；泊松过程

On Stochastic Property of Parameters of Kitchen Extracting System in          
High-rising Houses

Wu Wen-zhong 
(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54, China)

［Abstract］Smoke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are fundamental parameters of kitchen extracting system in high-rising houses. 
Exhausting fans are put in use as a Possion process, driving smoke inside lift to change its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Therefore, this 
study analyzes functions of height of neutral layer,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at outlet, driven by varied operating state of exhausting 
fans, under constraints of conservation laws and Possion process.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at outlet under any operating state of 
exhausting fans are further calculated out of these two sets of functions with methods of stochastic analysis. These two fundamental 
parameters can be used to optimize exhaustion and waste heat recycle in smoke extrac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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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排烟工况模拟
已知排烟工况服从泊松过程，设定住户数和考察时间，

可以应用 Matlab 软件对开启过程进行随机模拟。图 1 是
λ=2 的开启过程在 50s 时间内的变化情况。

图 1   λ=2 的开启过程在 50s 时间内的变化情况

2   排烟竖井内烟气中性层高度分布函数
高层建筑厨房集中排烟系统，采用变截面或等截面排

烟竖井形式，其中等截面排烟竖井形式应用最广，如图 2。
选取竖井为控制体积。

图 2   高层建筑厨房等截面竖井集中排烟系统示意图

给定开启工况 N(t)=k。选取竖井不同截面，考察排烟
机械能守恒。假设用户风机压力仅提供分散排烟动能。下
部不开口，仅在竖井出口处开口，出口处没有流动时，中
性层在出口处，竖井内部任意高度处静压是负值，即：

ΔPh=(ρn-ρw)g(H-h)                                                      （2）

当竖井出口处附加屋顶风机时，假设用户风机压力全
部转化为烟气动能，则竖井内部中性层不变，仍维持在竖
井出口处，即：

 ΔPH =0，且，pceiling=     ρnv
2
n                                              （3）

于是在出口处排出烟气量为

mout = vn A2 =  2ρn pceiling A2。                                         （4）

更一般地，当采用混合动力排烟方式时，用户风机、
屋顶风机压力均贡献竖井内静压。假设竖井底部内外静压
差维持：

ΔP0 =  ( ρn-ρw)gH                                                         （5）

则竖井出口处静压差：

ΔPH =-N(t) p+ pceiling                                                     （6）

忽略不同高度处动能差，则竖井内任意高度处静压差：

ΔPh =-N(t) p+ pceiling+( ρn-ρw)g( H-h)                          （7）

在上式中令 ΔPh =0，得到中性层高度：

h =-                ·N(t)+                 +H                             （8）

显然，当采用分散动力排烟方式，即 pceiling=0 时，给
定高度 h 处压力 ΔPh 的绝对值随开机数量增大而增大；当
采用混合动力排烟方式，并保持给定高度 h 处压力 ΔPh 不
变时，屋顶风机压力 pceiling 随开机数量增大而增大。

由上式和开机工况分布函数式（1），并记

kh =

得到中性层高度的概率分布函数为：

P{ 中性层高度 =h}=P{N(t)=kh}=      ·e-λ                    （9）

3   竖井出口处烟气参数分布函数    
对于同一排风道系统，主要考察竖井出口处参数。该

处静压已经由式（6）得到，而且因此得到竖井出口处排
烟量：

mout=vnH A2=   2ρnΔPH A2=    2ρn(-N(t)P+Pceiling)A2     （10）

3.1   烟气参数分布函数
在竖井出口处，烟气温度由局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和

式（6）得到：

Tout =              =           (-N(t)p+pceiling)                        （11）

式中：M 是烟气摩尔质量，R 是理想气体状态常数。
由上式和开机工况分布函数式（1），并记：

kT =

得到出口处排烟温度的概率分布函数为：

P{ 出口处排烟温度 =Tout}=P{N(t)=kT}=      ·e-λ      （12）       

由式（6）和开机工况分布函数式（1），并记：

kP =

得到出口处排烟温度的概率分布函数为：

P{ 出口处排烟压力=ΔpH}=P{N(t)=kp}=      ·e-λ       （13） 

3.2   烟气参数不均匀性质
前文已经得到出口处烟气参数概率分布函数。如果给

定开机工况 N(t)=k，这些开启楼层位于不同的高度，排烟
路径总长度不同，会加剧烟气参数不均匀。已知开机工况
服从泊松过程，给定开机工况下排烟路径长度也是随机变
量，假设这二个序列相互独立，应用排烟路径总长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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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描述排烟参数不均匀性，则该过程是典型的复合泊松
过程：

l(t)=Σlk                                                                       （14）

它的数学期望为：

E{l(t)}= λ·t·E(lk )

方差为：

D{l(t)}= λ·t·E(l 2
k )

则该不均匀过程的极限分布函数近似为期望为λ·t·E(lk )，
方差为 λ·t·E(l 2

k ) 的正态分布函数：

P{ 排烟路径总长度 =l}=                  e-                     （15）

图 3 是 E(lk )=0，λ·E(l 2
k )=1，t=1s 时间内排烟参数不均

匀过程模拟情况。

图 3   排烟参数不均匀过程模拟

因为给定开机工况时，不同的排烟路径长度也会影响
烟气参数，因此根据式（15）修正排烟参数分布函数式（12）
和（13）为：

P{ 出口处排烟温度 =Tout}

= α·P{N(t)=kT}+β·P{ 排烟路径总长度 =l }

= α·      e-λ +β·                   e
-
                                      （12′）   

P{ 出口处排烟压力 =ΔpH}

= α·P{N(t)=kp}+β·P{ 排烟路径总长度 =l }

= α·      e-λ +β·                  e
-
                                       （13′）

式中：α 和 β 是常数，且 α+β=1，最简单取值情况为
α=β=      。
4   任意开启工况下竖井出口处排烟参数

已知开启工况服从泊松过程，排烟参数不均匀性质近
似服从正态分布，按照前述结果可计算竖井出口处排烟参
数均值。更细致地，应计算在随机开启工况和不均匀性质
条件下排烟参数的条件数学期望。
4.1   排烟条件

开启工况服从泊松分布，分布函数按式（1）；不均

匀性质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分布函数按式（15）。排烟系
统处于地面上重力环境中，存在牛顿引力势：

记 RN 空 间 内 单 位 球 面 积 为 a(N)， 有：a(2)=2π，
a(3)=4π，…，则牛顿引力势核为：

Ci (ξ )=-CN                                                                 （16）

式中：CN = 2(N-2)/a(N ), N > 2。
4.2   排烟参数计算

考察在上述条件下计算竖井出口处排烟参数，则首先
需要计算该处排烟参数条件数学期望。记出口处压力和温
度的张量仍为 [8-10]。由随机分析理论 [11-12] 得到任意开启工
况下出口处烟气压力的条件数学期望为：

E[ΔpH |N(t)=k, w(t)]

cN Σ  ∫               ·                     ·P{N(t)=k}·P{ 排烟路径总长度 =l}dl

由此得到出口处烟气压力为：

E[ΔpH | 所有开启工况 ]=ΣE[ΔpH |N(t)=k, w(t)]        （18）

在上式中替换 ΔpH 为 Tout，得到出口处烟气温度。显然，
如果不考虑排烟参数的随机特性，即令上式中概率分布函
数均等于 1，上式就是给定开机工况 N(t)=k 时竖井出口处
烟气压力式（6）和温度（11）。
5   结论

烟气压力和温度是高层住宅厨房竖向集中排烟系统的
基本参数，也是排烟系统优化排烟效果和回收利用排烟热
量的基础。这二个参数受住户油烟机开启工况的随机特性
驱动。

排烟环境中，开启工况服从泊松过程，排烟参数不均
匀度以正态分布为极限分布，因此本研究首先推导了开启
工况和排烟参数不均匀度概率分布函数，接着应用机械能
守恒定律，推导了随开启工况随机特性驱动的排烟中性层
高度、竖井出口处烟气压力和温度概率分布函数。为了分
析在随机开启工况条件下竖井出口处烟气参数，应用随机
分析方法和这二类分布函数，进一步推导了任意开启工况
下该处烟气压力和温度的计算公式，它们包含了给定开机
工况时竖井出口处烟气参数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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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防护工程是一种相对封闭且与外界连通有限的地下空

间，遇袭、工程内部线路老化或人员偶然因素都可能引起
火灾，而火灾烟气是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 [1,2]。防护
工程轴线长、疏散通道狭窄，且工程与地面连通的出口少，
通风条件差 [3]，其特殊的结构以及位于地下的特点，使得
发生火灾时高温烟气极易在工程内部大面积扩散，严重影
响人员安全疏散和外界救援。

为了将火势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减少火灾损失，
在防护工程内部划分多个防火分区。对不同分区，出口和
通道一般为单向型和双向型，而在特殊时期为全封闭型。
当火灾发生时，人员要先从防火分区撤离，对于不同出口
类型，在人员必须疏散时间（required safe egress time,R-
SET）内烟气特征参数（温度、能见度和 CO2 浓度）必须
满足人员安全逃生要求。茅靳丰等 [4] 通过缩比例试验研究
密闭空间火灾时火源房间内热分配特性，指出热烟气通过
房门散失热量的较大，对人员的安全逃生非常不利。邢哲
理等 [5] 通过实验研究单室火灾时单室扩散至走廊的烟气流
量特性，指出无量纲烟气流量与单室内无量纲烟气层温度
之间遵循指数关系。陈骥 [6] 构建了高层建筑火灾危险性指

标评价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各火灾危险性影响因
子的权重。

但对于不同防火分区出口类型烟气是否满足人员安全
疏散要求，目前研究较少。本文采用火灾模拟软件 FDS
研究防护工程不同防火分区出口类型火灾烟气扩散情况，
给出人员安全逃生判据，分析不同出口类型人员逃生时的
火灾危险性，为防护工程消防设计提供理论指导。
1   数值模型

火灾发生后，烟气的流动是一种复杂的非稳态湍流流
动，各物理参数随时间和空间发生变化。在建立烟气流动
方程时作如下假设：（1）忽略火源燃烧的化学反应；（2）
采用紊流时均值，忽略紊流的脉动作用；（3）烟气的物
性近似等同于空气，同时认为烟气流动时为不可压缩流体。
烟气的流动遵循能量质量守恒定律：连续性方程、组分方
程、动量方程、能量方程和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7-9]。
1.1   物理模型

以南京坑道某防火分区为研究对象，如图 1 所示。
该防火分区共 500m2，长、宽和高分别为 50m，10m 和
3m，走廊长为 50m，宽为 2m，高 3m，沿走廊两侧分布
功能不同的办公房间。工程内防火分区的疏散走廊存在三
种出口类型：双向型（走廊两端出口 A 和 B 敞开）、单
向型（走廊一端出口 A 敞开）和全封闭型。对于全封闭型
分区，通常在走廊端部设置避难室，假设其位于靠近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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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部 A 处的房间。工程内各房间门开启。
1.2   火源设定

火源位置对火灾的蔓延发展、烟气的迁移过程、火灾
探测及救援逃生有很大的影响。针对以上三种出口类型，
如图 1 所示，考虑两种最不利火源位置：（1）位于中部
房间 —— 火源 1。该房间长 9.9m，宽 4m，高 3m，门的
尺寸为 1.8m×2m；（2）位于侧端房间 —— 火源 2。该房
间长 3.3m，宽 4m，高 3m，门的尺寸为 0.9m×2m。火源
选用欧洲标准火 —— 庚烷火 [10]，模型为快速增长 t2 火模型，
最大热释放速率为 6MW[11]。  
1.3   测点布置 

在疏散过程中，烟气层应始终保持在人员头部以上一
定高度，使人在疏散时不会从烟气中穿过或受到热辐射威
胁，取人眼特征高度处的烟气特征参数为研究对象，沿走
廊每隔 5m 布置一个测点，共 9 个测点，测点编号及布置
见图 1。
2   人员逃生安全判据

对于建筑内的人员生命安全而言，最重要的安全判据
是：火灾发展到致使环境条件达到人体耐受极限的时间（可
利用安全疏散时间，available safe egress time，ASET）必
须大于火灾发生后人员疏散到安全地点所用的时间（必须
安全疏散时间，RSET），即：ASET > RSET[12]。
2.1   REST 值

REST 主要包括探测报警时间、预动作时间和人员运
动时间 [13]。火灾发生后，工程内火灾探测装置 60s 报警，
人员反应时间为 120s[14]。Chen 等 [15] 给出人员在水平通道
内的行走速度为 0.51~1.27m/s，综合考虑安全系数，给出不
同防火分区出口类型在不同火源位置时 REST 值（见表 1）。

表 1   RSET 时间表

序号 工况 出口类型 火源位置 ASET/s
1 A

双向型
中间 220

2 B 侧端 220
3 C

单向型
中间 255

4 D 侧端 255
5 E

全封闭
中间 255

6 F 侧端 255

2.2   烟气特征参数危险性判据
高温烟气的主要危害包括能见度的影响、呼吸方面危

害及温度方面危害。烟气的减光性使能见度降低，疏散速
度下降，同时也有视线遮蔽及刺激效应，会助长惊慌状况。
表 2 给出了安全疏散时所需的能见度和烟浓度 [16,17]。火场
环境缺氧以及不完全燃烧产生大量的 CO2、CO 等气体均
对人员呼吸产生危害。火灾中 CO2 浓度通常 10 倍于 CO

和 SO2，因此以 CO2 浓度作为火灾危险状态判据，一般认
为火灾烟气 CO2 的体积分数为 3% 时达到危险状态 [14]。烟
气温度对于火场内及邻近区域的人员都具有危险性，试验
表明，呼吸过热的空气会导致热冲击（即高温情况下导致
人体散热不畅出现的中暑症状）和呼吸道灼伤。火场中可
吸入空气的温度不高于 60℃ 才认为是安全的。

表 2   安全疏散时所需的能见度和烟浓度

疏散者类别 烟浓度（消光系数）/m-1 能见度 /m
对建筑不熟悉 0.15 13

对建筑熟悉 0.5 4

3   模拟结果
利用 FDS 对不同出口类型火灾烟气扩散情况进行模

拟，比较 RSET 时间内烟气特征参数，判断各出口类型的
火灾危险性。
3.1   能见度

图 2 为不同工况下烟气在 RSET 时间沿走廊分布图。

图 2   烟气在 RSET 时间沿走廊分布图

由图 2（a）和（b）可知，对双向型出口，烟气从着
火房间溢出后，沿走廊一维径向扩散，由于热浮升力作用，
上层烟气层和下层空气层有明显热分层现象，且走廊内烟
气层高度较高。由于着火房间火源燃烧卷吸大量空气，在
两端出口区域烟气流向与空气流向相反，烟气湍流存在较
大的涡旋，此处热分层现象不明显。由图 2（c）和（d）
可知，对单向型走廊，火源位置不同，烟气沿走廊分布和
烟气层高度不同。当火源位于中间时，对于着火房间右侧
走廊，烟气层较高，热分层现象明显。而对于着火房间左
侧走廊，烟气层高度较低，有烟气蔓延到走廊两侧房间。
当火源位于走廊侧端时，烟气沿走廊分布一致，烟气层较
高，走廊烟气浓度较低。由图（e）和（f）可知，对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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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型分区，烟气到达走廊末端后撞击壁面形成反浮力射
流，在末端烟气聚集，烟气层沿走廊分布呈现两端底中间
高的趋势，且走廊烟气没有出现明显热分层现象，烟气浓
度较高，由此可知全封闭型分区火灾危险性较高。比较相
同火源位置不同出口类型时的烟气分布图可知，全封闭型
走廊烟气层高度明显低于单向型和双向型，且烟气浓度更
高。

图 3 给出了能见度在 RSET 时间沿走廊的衰减曲线，
以能见度 V=4m 为阈值，对于 E、F 两种工况（全封闭型
走廊），走廊能见度不能满足人员安全疏散要求，主要由
于火灾烟气在走廊聚集，烟气层下降，能见度降低。对
于 C 工况，仅在着火房间左侧的能见度不能满足要求。
对双向型出口，走廊能见度最好，靠近出口位置能见度为
30m，但对于 A 工况靠近着火房间能见度较低。

图 3   能见度沿走廊方向的衰减曲线

3.2   CO2 浓度分布
图 4 为 CO2 浓度在 RSET 时间沿走廊的衰减曲线。由

图可知，对于双向型出口，走廊 CO2 浓度低于 0.5%，对
于 A 工况，靠近着火房间 CO2 浓度出现跃升。对于单向
型出口，C 工况下 CO2 沿走廊呈下降趋势，在着火房间左
侧走廊浓度较高。D 工况下 CO2 沿走廊分布较为均匀，靠
近出口位置浓度较低。对于全封闭型出口，CO2 平均浓度
最高。在 RSET 时间内 CO2 浓度在各出口类型下均满足人
员逃生要求，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因为防火分区面
积较大；二是 CO2 扩散时间为各工况下 RSET 时间，扩散
时间较短。

图 4   走廊温度衰减曲线

3.3   温度场
图 5 给出了不同工况下在 RSET 时间走廊温度分布云

图。温度云图中黑线为 T=60℃ 温度阈值线，由此可以判

断走廊温度分布对人员疏散的危险性。
当火源位于中间时，由图 5（a）和（e）可知，着火

房间两侧温度分布沿走廊均匀对称，越靠近着火房间温度
越高。主要由于这两种工况出口类型对称，烟气向两端对
称蔓延，因此热量也对称分布。当出口类型不对称时，热
量会在走廊一端聚集，就会出现温度一端高一端低的情况，
如图 5（c）所示。

当火源位于侧端时，由图 5（b）、（d）和（f）可知，
全封闭型走廊温度最高，主要由于烟气无法对外扩散，导
致热量在走廊聚集，温度上升。60℃ 温度阈值线在双向
型走廊高度最高，主要由于其热量通过两端出口向其他分
区扩散，降低了该分区走廊温度。

图 5   RSET 时间走廊温度分布云图

图 6 给出了温度在 RSET 时间沿走廊的衰减曲线。由
图可知，对于 E、F 两种工况，走廊各处温度均不能满足
人员安全疏散要求，对于 C 工况，仅在着火房间左侧的温
度不能满足要求。对于双向型出口，沿走廊人眼特征高度
处温度最低，对于单向型出口，温度沿走廊呈衰减趋势，
但在着火房间处走廊温度较高。当火源位于中间时，烟气

图 6   走廊温度衰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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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在走廊中部有极值；当火源位于侧端时，对于 B 和 F
工况，温度沿走廊总体呈上升趋势，对于 D 工况，温度沿
走廊分布呈下降趋势，靠近火源位置温度最高。
3.4   危险性分析

表 3 给出了不同各工况下出口烟气特征参数值。由表
可知，对于 A、B、C 和 D 四种工况，靠近出口处烟气特
征参数在 RSET 时间内均小于人员逃生阈值，而对于 E 和
F 两种工况，除 CO2 浓度低于阈值，温度和能见度不能满
足人员安全逃生要求，因此，全封闭型分区火灾危险性最
高。

表 3   不同开口情况 ASET 参数值

工况 ASET/s 温度 /℃ 能见度 /m CO2 体积
分数 /% 

是否满足人
员逃生要求

A 220 26.8 29.8 0.12 是

B 220 27.3 22.9 0.17 是

C 255 30.6 19.3 0.20 是

D 255 30.2 19.0 0.21 是

E 255 88.7 2.7 1.54 否

F 255 74.1 2.1 1.96 否

4   结论
利用 FDS 对防护工程不同防火分区出口类型火灾危

险性进行数值模拟研究，同时考虑不同着火位置对烟气扩
散影响，分析了在 RSET 时间内走廊烟气特征参数分布并
讨论其危险性，得到结论如下：

（1）对双向型出口，烟气沿走廊分布呈明显热分层现
象，烟气层高度较高，走廊能见度高；对于单向型出口，
当火源位于中间时，在着火房间左侧走廊能见度超过安全
阈值，有危险性；对于全封闭型分区，走廊烟气层高度最
低，能见度不满足人员逃生要求，危险性高。

（2）当火源位于中间时，对于对称型出口，着火房间
两侧温度分布沿走廊均匀对称，越靠近着火房间温度越高。
当出口类型不对称时，热量会在走廊一端聚集，会出现温
度一端高一端低的情况。C 工况下，在着火房间左侧走廊
温度超过安全阈值。全封闭型走廊温度最高，超过人员安
全疏散温度阈值，不能满足人员逃生要求。

（3）在 RSET 时间内，由于防火分区面积大、烟气扩
散时间较短，CO2 浓度在各出口类型下均满足人员安全逃
生要求。

（4）对比分析在 RSET 时间内不同出口类型烟气特征
参数，全封闭型分区火灾危险性最高，应采取有效的防排
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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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下车库排风
通风系统包括进风口、排风口、送风管道、风机、降

温及采暖、过滤器、控制系统以及其他附属设备在内的一
整套装置。通风是借助换气稀释或通风排除等手段，控制
空气污染物的传播与危害，实现室内外空气环境质量保障
的一种建筑环境控制技术。
1.1   通风系统的分类

按通风动力分类：自然通风、机械通风。
按照通风服务范围：全面通风、局部通风。
按气流方向分类：送 ( 进 )、排风 ( 烟 )。
按通风目的分类：换气通风、热风供暖、排毒与除尘、

事故通风、防护式通风、建筑防排烟等。
按动力所处的位置分类：动力集中式和动力分布式。

1.2   地下通风的难点
与地上的民用和工业建筑相比，地下车库的密闭性

更高，只有车库的进出口可以与外界环境进行空气的流
通，这会导致空气的流动性较差。除此之外，地下车库内
的汽车在流动甚至停靠时，都会排出一定的有害气体，如
NO，CO 以及含铅颗粒等。这些污染物都很难自行扩散，
而且由于车库空间内没有绿色植物可以自身起到吸收废气
的作用，所以经过长期的积累，这些有害气体的浓度达到
一定程度时，就会作用于进出车库的人体，从而影响人的
健康。因此，在车库内设置顺畅的通风系统是必不可少的。

通风系统的设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地下空间内的
空气流动，从而稀释有害气体。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地
下空间内的通风系统设置不合理，会造成地下车库内废气
的聚集，反而会影响车库内人和车库管理者的身体健康以
及车辆的正常使用，甚至还会造成有害物质爆炸。
2   地下车库排烟

按建筑规定要求在建筑中必须设置的所有排烟设施组

成的系统叫排烟系统。在电厂，排烟系统是由引风机、烟
道、闸门和烟囱等组成。其任务是排出炉膛燃料燃烧后所
产生的烟气。

对于地下车库而言，其一旦发生火灾，就会具备液
体火灾和固体火灾的双重特点。根据地下停车库火灾风险
性评价 [1]，地下停车库的主要危险源为汽车存放单元中存
放的汽车，控制间内的控制柜及线路，弱点机房线路和风
机房的电器线路，其中停放在库内的汽车是最主要的危险
源 [2]。

地下车库具有相对封闭、出入口少、自然通风不足、
泄压面积小的建筑特点，一旦发生火灾，烟气和热量都很
难散发出去，导致升温较快。同时烟气浓度变大、能见度
降低，会给人员疏散和灭火救援带来一定的困难。除此之
外车辆中的燃料和合成装修材料会形成大量的火灾荷载，
在强辐射热的作用下油箱容易爆炸，极易引起附近车辆的
燃烧，进一步扩大燃烧范围 [2]。同时，车库内车辆不容易
撤离，易造成大量财产损失。附建式地下车库与地上建筑
相连通，大火和烟气通过竖向通道向上部空间传播，对地
上建筑和人员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除此之外，《高层
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3] 中规定，地下室每个防火分区
建筑面积不大于 500m2。当设有自动灭火系统时，其防火
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增加一倍。每个防烟分区的建
筑面积不宜超过 500m2，且防烟分区不应跨越防火分区。
由此可见，地下空间对于防火排烟的要求是很高的。

很多高层建筑、地下工程、交通隧道、公共娱乐场所
火灾事故造成人员重大伤亡的惨重教训，使人们清楚地认
识到设计安装好防排烟系统和确保系统的性能长期良好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火灾事实告诉我们防排烟系统在火灾发
生时能有效地控制烟气的蔓延；且排烟迅速及时，对救人、
救灾工作起着关键的作用。它关系到救灾救人成功与否的
重要消防设施，必须要设计安装好，维护保养好，保证使
用期内长期的性能良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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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地下车库通风排烟技术及其合用效果
刘方舟

（北京建筑大学，北京  100044）

［摘   要］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的使用比例也逐步增加。车库作为车辆的停靠储存场所，也
在随着可用土地面积的减少，从最开始的广场停车，发展到一楼停车库，再到现在普遍存在的地下车库。由于位于地下，
其密闭性大大提高，较差的空气流动性，加上车辆本身就是一个危险源，使得地下车库的通风排烟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关键词］地下通风；地下排烟；排风、排烟合用系统

A Brief Discussion on Ventilation and Smoke Extraction Technology and its 
Effects in Underground Garage  

Liu Fang-zhou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the proportion 
of automobile use gradually increased. Garage, as a storage place, changes from square parking to first floor garage parking, and 
finally locate in the underground nowadays because of fewer available land area. Due to the location underground, its leakproofness 
is greatly increased. Besides this, poor air flow, and the vehicle itself as a hazard, makes the problem of ventilation and exhaust 
smoke of underground garage attract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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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下车库通风排烟现状
地下汽车库排烟系统对灭火、控火及安全疏散的影响

存在一定的争议。排烟量较小，不能满足人员安全疏散条
件，当排烟量增大到一定值时，火灾释热速率快速升高对
灭火不利。张晓鸽 [4] 认为隔烟卷帘和水喷淋系统能够产生
良好的消防效果，机械排烟系统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
火灾的发展。而张培红 [5] 认为机械排烟对通道处的温度、
烟气的控制效果明显，有利于安全疏散，但是地下车库火
灾规范对排烟设计笼统，6 次 /h 的排烟效果不佳，30 次 /
h 的排烟效果好但对灭火不利 ; 程远平认为若要在一定时
间内保持安全逃生和救灾的有利条件，实际所需的排烟量
和换气次数与车库面积、层高、火灾负荷载条件有关。
4   地下车库通风排烟现状

地下车库排风、排烟系统有两种设置方法。第一种为
通风系统与排烟系统分开设置。这种设置方法由于占用地
下车库空间多管路复杂 , 一次性投资高而逐渐被淘汰。第
二种为合用系统 , 即排风与排烟共用一套风管系统。在系
统中设置排风、排烟风机和排风（烟）风口（阀）以及消
防自控系统。平时可作日常排风用，火灾时由消防控制室
控制可进行消防排烟 [6]。
5   地下车库通风排烟现状
5.1   排风排烟风道合用，排风排烟风口合用

优点：排风均匀，排烟点到位，便于及时排烟；
缺点：排风排烟转换完全由风口来完成，全部风口为

电控风口，控制复杂，可靠性差，造价高。

图 1   排风、排烟风道合用及排风、排烟风口合用示意图

5.2   排风排烟风道合用，单独设置排风排烟风口
优点：系统控制比较简单；
缺点：一般为节省造价，减少电动排风口，造成排风

不均，形成通风死角。

图 2   排风、排烟风道合用及单独设置排风、排烟风口示意图

5.3   排风排烟风道干管合用，支管功能分开
优点：电控风口数量少，可靠性高；
缺点：设置双重风管，造价高，占用空间较多。

图 3   排风、排烟风管干管合用及支管功能分开示意图

5.4   排风排烟风道干管合用，支管功能共用
优点：风口全部为百叶，只在支管上装电控阀，造价

低，控制少，可靠性高；
缺点：风管截面必须同时满足排风（风速不超过 10m/s）

和排烟（风速不超过 20m/s）的要求。

图 4   排风、排烟风道干管合用及支管功能共用示意图

6   结语
地下车库作为地下的密闭空间，对于通风排烟技术的

要求很高，同时由于汽车自身运行停靠时会产生一定量的
有害气体，如不及时排出，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采用排风
与排烟共用一套风管系统的方法，可以减小占用空间，降
低投资，平时可作日常排风用，火灾时由消防控制室控制
可进行消防排烟，使得地下车库的通风排烟可以更加顺畅
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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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空调设备在

百姓生活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除此之外，其在工业生
产中的应用也逐渐普遍起来。与此同时，建筑业的发展也
带来了更多更新的高层建筑，这些高层建筑的综合性也逐
渐增强。由于内部结构比低层建筑复杂，其对于通风换热
的要求也相对较高，一旦通风不畅，便有可能引起火灾，
同时复杂的通风设备也会成为蔓延传播烟火的重要渠道，
许多火灾由此而酿成巨祸。如何在火灾发生时减少人员伤
亡和财物损失，甚至从源头消除火灾发生的隐患，是防火
排烟设计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1   防火排烟的主要方式

根据 GB 50045–1995《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的要求，对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高层民用建筑及其相连
的附属建筑，都需要配备有完善的防火、防烟、排烟系统。
在纵向连动控制系统中 , 消防控制中心要设置防火排烟控
制装置，由该装置集中控制全楼的防火门、防火阀、防火
卷帘、排烟机、正压送风机及其通风、空调设施。

建筑物发生火灾时，人员撤离所需要的时间大致与建
筑物高度和空间大小成正比，也就是说，高层建筑的人员
撤离时间往往要长于中层和低层建筑。除此之外，在楼梯
间和楼内远离着火区的其他地方形成难以忍受的烟雾状况
所需时间则较短。

对于高层建筑，想在短时间内撤出全部人员是极为困
难的。住户必须有一个安全地带暂时停留在建筑物内。如
果需要让住户暂时留在高层建筑内，那么这些安全区域内
的烟浓度必须始终能维持在人员者可以忍受的水平内。这
些特定的安全区域包括防烟前室、疏散楼梯间、避难层等。

控制烟雾浓度有 “ 防烟 ” 和 “ 排烟 ” 两种方式。“ 防烟 ”
是防止烟的进入，是被动的；相反，“ 排烟 ” 是积极改变
烟的流向，使之排出户外，是主动的，两者互为补充 [1]。

实际工程中为了达到防火排烟的目的，可采用的排烟
方式一般有如下四种：

（1）自然排烟；
（2）机械排烟；
（3）利用通风空调系统进行防排烟；
（4）机械加压。

2   自然排烟
自然排烟是在自然力作用下，使室内外空气对流进行

排烟。自然力包括火灾时可燃物燃烧产生的热量使室内空
气温度升高，由于室内外空气密度的不同，产生的热压、
室外空气流动产生的风压、随着作用于建筑物位置不同而
变化，在建筑物的迎风面产生的正压，背风面产生的负压。
自然排烟是在节约投资基础上满足防排烟要求的最常用排
烟方式。
3   机械排烟

机械排烟是使用排烟风机进行强制排烟，以确保疏散
时间和疏散通道安全的排烟方式。常用于没有自然开窗，
且长度超过 20 米的内走道或者地下室。在顶棚设排烟口，
发生火灾时风机启动从排烟口抽烟。利用这种方式进行排
烟在设计和使用上应划分防烟分区，穿越防火分区的排烟
管道应在穿越处设置排烟防火阀。同时当设置机械补风系
统时，其补风量不宜小于排烟量的 50%。
4   利用通风空调系统进行防排烟

当今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人们生活水平得到了有
效提高，空调也开始普及应用于千家万户，大多数高层民
用建筑均配置了通风及空气调节设备 [2]。这些设备不仅有
可能引起火灾，还可能传播火情。通风空调管路盘曲错杂，
并且与各楼层、各房间直接相连，一旦发生火灾，就会成

浅谈高层建筑通风空调中的防火排烟设计
韩京彤，李德英

（北京建筑大学，北京   100044）

［摘   要］高层建筑由于高度的制约，以及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其对于通风排烟的需求非常高。按照我国以及国外多
层建筑火灾故障总结数据证实，发生火灾中死亡人数有百分之九十是因为窒息导致的，所以在多层居住建筑物的排烟设计中，
必须做好防火排烟设计，在建筑物出现火灾后可以立即向外扩散烟雾。因此，设计完善的防火排烟系统是非常重要的。

［关键词］关键词：防火排烟；通风空调；高层建筑

Design of Fire and Smoke Exhaust in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of High-
rise Building

Han Jing-tong, Li De-y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Beijing100044, China) 

［Abstract］Because of the height restriction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e, the demand for ventilation and smoke 
exhaust is very high. According to Chinese and foreign multi-storey building fire fault summary data confirmed that the death toll 
of fire in ninety percent because of asphyxia, so in the design of the smoke multistory residential buildings, must do the fire smoke 
design, can smoke in the building appears immediately spread out after fire.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design a fire control and 
smoke extraction system. 

［Keywords］Fire and smoke evacuation;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high-rise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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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传播火灾的最好载体，很多重大火灾都是由此酿成的巨
祸。

空调系统一般不应兼作火灾时的排烟系统，如必须兼
用时应设有安全可靠的自动切换阀门及电动密闭门 [3]。但
是利用原有的通风空调管路可以节约投资，在保证安全的
前提下，可以考虑用此种方法进行防排烟。
5   机械加压送风系统

机械加压送风防烟系统的作用，是为了在建筑物发生
火灾时提供不受烟气干扰的疏散路线和避难场所。因此，
加压部位在关闭着门时，必须与着火楼层保持一定的压力
差，该部位空气压力值为相对正压。同时在打开加压部位
的门时，在门洞断面处能有足够大的气流速度，能够有效
地阻止烟气的入侵，保证人员安全疏散与避难。

《防火设计规范》规定，下列部位应设置独立的机械
加压送风的防烟设施：

（1）不具备自然排烟条件的防烟楼梯间、消防电梯间

前室或合用前室；
（2）采用自然排烟措施的防烟楼梯间，其不具备自然

排烟条件的前室；
（3）封闭避难层（间）。

6   结语
目前可以采用的防火排烟的方式已经比较丰富，但是

高层建筑的防火排烟设计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仍应该引起
我们足够的重视。需要对其加强分析和处理，并且与实际
工程实践进行有机的结合和应用，努力将设计效果最大化。

参考文献
[1] 何涛 . 建筑防排烟设计系统若干常见问题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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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延尚 , 王贝先 . 高层建筑防火排烟设计的探讨 [J]. 科
技创新与应用 ,2014,(1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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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建筑内发生火灾时，火灾初期呈现的是浓浓的烟气，

继而才是火灾。所产生烟气的危害十分严重，同时，如果
能在火灾初期把烟气在第一时间排除，那么，就有可能把
火灾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火灾的发生。烟气排除的最有
效办法是在建筑内设置防排烟系统。其作用是将火灾产生
的烟气及时排除，防止和延缓烟气扩散，保证疏散通道不
受烟气侵害，确保建筑物内人员顺利疏散安全避难。同时，
将火灾现场产生的烟气及时排掉，以减少屋内热量的聚集，
以减弱火势的蔓延，延长了扑火救人的宝贵时间，为扑灭
火灾和解救人员创造有利条件。防排烟的措施分为通风和
排烟两类。通风分为自然通风和机械加压送风系统；排烟
分为自然排烟和机械排烟系统。通风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快
速地排烟，所以，通风是有效排烟的前提。建筑内通风一
般分为自然通风和机械加压送风系统。下面，针对建筑内
自然通风与机械加压送风在高层建筑防火中的重要作用进
行探讨。
1   自然通风
1.1   自然通风定义

自然通风是以热压和风压作用的、不消耗机械动力的、
经济的通风方式。
1.2   自然风的形成

1.2.1   室内外空气存在温度差或者窗户开口之间存在
高度差，则会产生热压作用下的自然通风。

1.2.2   当室外气流遇到建筑物时会产生绕流流动，在
气流的冲击下，将在建筑迎风面形成正压区，在建筑屋顶
上部和建筑背风面形成负压区，这种建筑物表面所形成的

空气静压变化即为风压。
1.2.3   当建筑物受到热压、风压同时作用时，外围护

结构上的各窗孔就会产生因内外压差引起的自然通风。由
于室外风的风向和风速经常变化，所以会导致风压是随自
然风的风向变化的，这也是自然风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缺点。
1.3   可采取自然通风方式的建筑

1.3.1   对于受风压作用较小的建筑，可以利用建筑本
身的采光通风，基本起到防止烟气进一步进入安全区域的
作用时，可采用自然通风方式的防烟系统（如对于建筑高
度小于等于 50m 的公共建筑、工业建筑和建筑高度小于
等于 100m 的住宅建筑，其防烟楼梯的楼梯间、独立前室、
合用前室及消防电梯前室）。 

1.3.2   当采用敞开的凹廊、阳台作为防烟楼梯间的前
室、合用前室及消防电梯前室可采用自然通风方式的防烟
系统。

1.3.3   当防烟楼梯间的前室、合用前室及消防电梯前
室具有两个不同朝向的可开启外窗，可以认为前室或合用
前室自然通风，能及时排出前室的防火门开启时从建筑内
漏入前室或合用前室的烟气，并且可以阻止烟气进入防烟
楼梯间。

1.3.4   当加压送风口设置在独立前室、合用前室及消
防电梯前室顶部或正对前室入口的墙面时，楼梯间可采用
自然通风系统。
1.4   自然通风方式的设置

1.4.1   封闭楼梯间和防烟楼梯间的楼梯间，当在最高
部位设置面积大于等于 1m2 的可开启的外窗或开口时，可
采用自然通风。

高层建筑防火中通风与送风选择的重要性
郭文洁 1，李耀国 1，于冀芳 1，秦    帅 2 ，邓英林 1

（1.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石家庄市   050000；2. 河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石家庄市   

050000）

［摘   要］近年来，随着现代化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现代化大都市高楼大厦的蓬勃发展，我国在楼宇建设上
的格局也样式繁多。这样，也对高层建筑的安全防火提出了更高地要求。本文对自然通风与机械加压送风在高层建筑防火
中合理选择的重要性做出了详细地展开及论述。

［关键词］自然通风；机械加压送风；高层建筑防火；合理选择

The Importance of Ventilation and Air Supply Selection in High-rise Building 
Fire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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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modern social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high-rise buildings in modern metropolis, the pattern of building construction in our country is also various. In this 
way, high-rise building fire safety requirements are higher. In this paper, the importance of reasonable selection of natural ventilation 
and mechanical pressurization ventilation in high-rise building fire prevention is discussed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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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当建筑物高度大于 10m 时，在楼梯间的外墙上
每 5 层内设置总面积不小于 2m2 的可开启外窗后开口，而
且每隔 2~3 层布置一次时，可采用自然通风。

1.4.3   防烟楼梯间前室、消防电梯前室可开启外窗或
开口的有效面积大于等于 2m2，合用前室大于等于 3m2 时，
可采用自然通风。

1.4.4   当避难层（间）设置有不同朝向的可开启外窗，
其有效面积大于等于该避难层（间）地面面积的 1%，而
且每个朝向的面积大于等于 2m2 时，可采用自然通风。否
则，应采用机械加压送风系统。

1.4.5   设置在高处的可开启外窗要设置距地面高度为
1.30m~1.50m 的开启装置，可开启窗要方便开启。

1.4.6. 可开启外窗或开口的有效面积要符合相关要求。
2   机械加压送风系统 [1]

在以往建筑火灾的教训中，不难看出，发生火灾时，
由于建筑疏散口的不合理，或是通风系统设置的不合理，
而导致在火灾中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的事故屡见不鲜。
可见，在不具备自然通风条件时，机械加压送风系统是确
保火灾中建筑疏散楼梯间及前室（合用前室）安全的主要
措施。下面，就建筑中加压送风系统的设置及注意事项加
以讨论：
2.1   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组成

机械加压送风系统主要组成有：送风口、送风管道、
送风机、吸风口。
2.2   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工作原理

2.2.1   机械加压送风是通过送风机所产生的气体流动
和压力差来控制烟气流动的。即在建筑内发生火灾时，对
着火区以外的有关区域进行送风加压，使其保持一定正压，
以防止烟气浸入的防烟方式。

2.2.2   根据建筑的特点，从发生火灾时，为了保证人
员疏散过程中，疏散通道不受烟气侵害，保证人员在最短
的时间有效撤离，在建筑内各个安全区域形成的最佳压力
顺序为：防烟楼梯间压力＞前室压力＞走道压力＞房间压
力。同时，还要保证各部分之间压力差不能过大或过小。
过大会造成开门困难，影响疏散。过小，造成烟气排出速
度过缓，会造成烟气集聚，局部温度集聚升高，造成二次
火灾。
2.3   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选择 [2] 

2.3.1   建筑高度小于等于 50m 的公共建筑、工业建筑，
建筑高度小于等于 100m 的住宅建筑，当前室与合用前室
采用机械加压送风系统，且其加压送风口设置在前室的顶
部或正对前室入口的墙面上时，楼梯间常采用自然通风方
式。

当前室加压送风口未设置在前室的顶部或正对前室入
口的墙面上时，防烟楼递间应采用机械加压送风方式的防
烟系统。

2.3.2   建筑高度大于 50m 的公共建筑、工业建筑，建
筑高度大于 100m 的住宅建筑，其防烟楼递间、消防电梯
前室要采用机械加压送风的防烟设施。

2.3.3   当防烟楼梯间采用机械加压送风方式的防烟系
统时，楼梯间应设置机械加压送风设施。

2.3.4   带裙房的高层建筑的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消
防电梯前室或合用前室，当裙房高度以上部分利用可开启
外窗进行自然通风、裙房等高范围内不具备自然通风条件
时，该高层建筑不具备自然通风条件的前室、消防电梯前
室或合用前室应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其送风口也应设
置在前室的顶部或正对前室入口的墙面上。

2.3.5   当地下室、半地下室楼梯间与地上部分楼梯间
均需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时，最好分别独立设置。地下
部分为汽车库或设备房时，可与地上部分的楼梯间共用机
械加压送风系统，地上、地下的送风量分别计算，两者之
和为共用加压系统的送风量。同时注意：为满足地上、地
下送风量的要求，且不造成超压，在设计时必须在送风系
统中设置余压阀或其他相应的有效措施。

2.3.6   当地上部分楼梯间利用可开启外窗进行自然通
风而地下部分不能采用自然通风的防烟楼梯间时，那么，
地下部分应该采用机械加压送风系统。

2.3.7   建筑高度大于 100m 的高层建筑，应设计竖向
分段送风系统，而且每段高度不超过 100m。

2.3.8   建筑高度小于 50m 的建筑，如果楼梯间设置加
压送风井（或管）有困难时，楼梯间可采用直灌式加压送
风系统，并应符合下列规定：建筑高度大于 32m 的高层
建筑，应采用楼梯间多点部位送风的方式，送风口间距最
好大于建筑高度的 1/2；直灌式加压送风系统的送风量按
照送风量的计算值再增加 20% 取值；加压送风口的选择
也要根据实际可操作性和送风效果，在不影响人员疏散的
部位设置。

2.3.9   人防工程的位置特殊，不具备自然通风条件，
必须通过机械加压送风才能保证安全。通常在防烟楼梯间
及其前室或合用前室；避难走道的前室都应设置机械加压
送风系统。

2.3.10   建筑高度大于 32m 的高层汽车库、室内地面
与室外出入口地坪的高差大于 10m 的地下汽车库，应该
采用防烟楼梯间。

总之，火灾是不可避免的。如何把火灾的发生概率降
到最低，在火灾发生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财产损
失和人员伤亡，是大家最关心的焦点问题。也是设计人员
在严格设计规范的基础上，选择合理的送风排烟方式，以
人为本，安全第一的设计宗旨。因此，结合建筑所处的环
境条件以及建筑本身的建筑特点，按照相关的规范要求，
合理地选择通风方式，对减少火灾事故及人员伤亡非常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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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集中排烟系统广泛应用于隧道通风设计中，

过大的风口排烟量常会卷吸大量的冷空气，造成排烟效率
下降。相关研究成果考虑不同风口形状，模拟稳定均匀的
烟层厚度、温度，实测临界排烟量、空气卷吸比等参数 [1-5]。
而隧道内烟气扩散规律决定风口下方烟气层特性与前诉情
况有较大差别，研究成果的适用性值得讨论。本文以隧道
用大尺度排风口为研究对象实测分析其烟阻塞相应。
1   实验系统设计

以某隧道为例，根据 Fr 相似搭建 1/20 缩尺模型试验
台实验装置见图 1，实验参数见表 1。

表 1   原型隧道相关参数

隧道断面
宽 × 高（m）

排风口
长 × 宽（m）

火源直径
（m）

送风速度
（m/s）

火灾强度
（MW）

排烟量
（m3/s）

7.5×5.92 2×2 0.6 0.33~0.83 3.1~9.75 10~200

图 1   隧道模型实验装置

选择液化石油气为燃料，通过阀门调节配以湿式气体
流量计控制燃气流量，模拟不同火灾强度。送风机排风机
变频控制，并配以孔板流量计模拟不同纵风速度，排烟量
的变化。隧道中心断面风口下方设有 3 组热电偶串，实测

烟气温度，其中，1# 板位于排风口中心下方，a# 位于排风
口边缘下方，x# 位于风口下游 27.5cm 处。为减小对气流
的干扰采用 2mm 镍铬镍硅绕丝横向固定。实验考虑 6 种
燃气量的变化，6 种送风量的变化和若干种排风量的变化。
2   实验结果分析

为了便于实验结果分析，所得实验测量数据根据 Fr
相似，整理成原型实验数据相似比尺见表 2。

表 2   相似比尺

长度比尺 速度比尺 热量比尺 流量比尺 温度比尺

1/20 0.22 0.00056 0.00056 1

2.1   排烟量的影响
以火灾强度 5.04MW，送风速度 0.33m/s 为例，测量

得到风口下方三组温度分布见图 2。（其中 H 是距底板高
度，G 是排烟量，T 是温度）  

当送风量较小时，风口下方有明显的温度分层，随着
排烟量的增加，温度梯度减小，如图 2（c）圈中所示，当
反向延长各排风量下其温度分布曲线，使其温度等于下方
冷空气温度时，我们发现随着排烟量的增大，烟气层逐渐
抬升，烟气层厚度逐渐减小，其变化情况如图 2（d）所示。
当排烟量达到 78.3m3/s 时，1# 板各点烟气温度等于下部冷
空气温度，表明烟层已被击穿出现烟阻塞现象；a# 板上部
烟气温度大于冷空气温度，表明此处热烟气层没被击穿；
由 x# 板上温度可以看出此时的热烟气在 3.5m 以上。我们
称此时的排烟量为临界排烟量 Gc。
2.2   临界排烟量

通过以上方法我们可以得到不同工况下的临界排烟
量，见图 3。

送风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燃气量增大，火灾强度增大，
风口下方烟气层变厚，随之，风口对应临界排烟量有增大
趋势。此外，燃气量不变时，即火灾强度不变，随着送风
速度增大火源下风向烟气层加速下沉，风口下方烟气层变
厚，临界排烟量随之增大。
2.3   实验数据回归

引入无量纲准则关联式，进一步整理实验数据。

隧道用大尺度排风口火灾烟阻塞效应分析
郭红会，徐    琳，祝远法，刘靖晗

（山东建筑大学热能工程学院，济南   250101）

［摘   要］大尺度排风口广泛应用于防排烟系统设计中，其风口下方烟层特征不同于常规建筑风口，烟阻塞效应值得深
入研究。本文搭建 1/20 缩尺模型实验台，实测风口下方烟气温度分布和临界排烟量，整理得到适用于工程应用的无量纲准
则关联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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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Plug-holing Phenomenon of Large Vent in Tunnel
Guo Hong-hui, Xu Lin, Zhu Yuan-fa, Liu Jing-han 

(Department of Thermal Engineering, 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Jinan 250101, China)
［Abstract］ Large vent is widely used in the design of smoke control system. Because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smoke layer 

below the outlet is different from the conventional building outlet, it is worthy to have an in-depth study on plug-holing phenomenon. 
In this paper, the 1/20 reduced scale model test bench is set up to measure th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the smoke layer below the 
outlet and critical smoke extraction rate, and to obtain the dimensionless experimental correlation applied to the engineering.

［Keywords］ large vent; plug-holing phenomenon; critical smoke extrac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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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1）

V*=                                                                              （2）

Gc*=                                                                             （3）

其中，Q 为火灾热释放速率（kW）；ρ0 为环境空气
密度（kg/m3）；T0 为环境空气温度（K）；H 为隧道高度
（m）；v 为纵向风速（m/s）；Gc 为临界排烟量（m3/s）。

通过对数据的处理与分析，我们回归出 V* ，Q* 和 
G* 的关系式：

Gc*=-0.199+6.422v*+2.486Q*

其 中，R2=0.987，V* ∈ [0.4,0.11]，Q* ∈ [0.03,0.09],
并拟合出三维关系图见图 4：
3   结论

以集中排烟隧道用大尺度排风口为研究对象，搭建
1/20 缩尺模型试验台，实测风口烟阻塞效应，结果如下：

（1）火灾强度，送风速度一定时，随着排烟量的增大，

风口下方烟气沿高度方向温度梯度呈现减小趋势，冷空气
烟气层交界面不断被提升，排烟效率下降。

（2）随火灾强度，送风速度增大，风口临界排烟量呈
增大趋势。

（3）引入无量纲准则，回归整理得到适用于工程应用
无量纲准则关联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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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板温度分布随排风量变化 （b）a# 板温度分布随排风量变化

（c）x# 板温度分布随排风量变化 （d）烟气层随排风量变化

图 3   临界排烟量 图 4   V* ，Q* 和 G*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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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随着隧道设计理论和施工技术的不断提高 [1]，

出现了一些长距离、大直径双层隧道。随着人们安全意识
的提高，隧道防灾显得尤为重要。有关研究对隧道火灾特
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2]，在隧道通风以及烟气控制等方面
做了大量的研究 [3-5]。与此同时对火灾事故中有毒气体的
传播和发展进行了研究 [6, 7]。在工程中也采取了大量的、
行之有效的规避风险的措施 [8]。防排烟设计已经成为其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防排烟设计中排烟量设计成为一个
关键性问题。目前隧道排烟量计算可根据《建筑防排烟技
术规程》[9]，隧道火灾产烟量的理论计算值可采用轴对称
型烟羽流来计算。亦可根据《公路隧道通风设计细则》[10]

中的表格进行查找。但是不同规范给出的排烟量大小并不
相同，在工程中容易出现排烟量过大或过小的问题，针对
此问题本文基于 FDS 火灾模拟软件对不同规范给出的排
烟量大小进行三维数值模拟，得到最佳排烟量，为工程设
计提供一定的指导。
1   排烟量理论计算

根据《建筑防排烟技术规程》[9]，隧道火灾产烟量的
理论计算值可采用轴对称型烟羽流 [11] 来计算。

Mp=                                                                              （1）

式中：Mp 为羽流质量流率（kg/s）；Qc 为火源的对
流热释放速率（kW）；z 为燃料面到烟气层底部的高度

（m）；zl 为火焰限制高度（m）；Q 为火源功率（kW）。
烟气的平均温度 T 可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得出

T=T0+                                                                           （2）

式中：T 为烟气的平均温度（K）；CP 为空气的比定
压热容（kJ/(kg·K)）；T0 为环境的绝对温度（K）。

产烟量计算公式为

VP=                                                                               （3）

式中：V 为产烟量（m3/s）；ρ0 为环境温度下空气密度，
一般取 ρ0= 1.2kg/m3。根据公式（1）~（3）可得火源功率
和产烟量的关系如图 1 所示。

在 20MW 火灾条件下，由图（1）可得产烟量为 68m3/s,
模拟中取排烟量为 70m3/s。

根 据《 公 路 隧 道 通 风 设 计 细 则》JTG/TD 70/2–02–
2014[10] 第 10.2.3 条的叙述，当火灾热释放率为 20MW 时，
烟雾生成率可取 50~60m3/s。
2   排烟量模拟分析
2.1   FDS 软件介绍

FDS 火灾仿真软件是美国国家标准研究所 ( NIST) 建
筑与火灾研究实验室 ( BFRL) 开发的产品。FDS 模型是以
大涡模拟 ( LES) 

为基础的三维计算流体动力学 ( CFD) 软件，可以仿
真火灾湍流流动过程。该软件采用数值方法求解受火灾浮

基于 FDS 的双层隧道机械排烟量的研究
吴洋洋 1.2，付海明 1.2

（1. 东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   201620；2. 国家环境保护纺织污染防治工程技术中心，上海   201620）

［摘   要］双层隧道防排烟设计中排烟量设计是一个关键性问题。根据双层隧道实际情况，利用 FDS 火灾模拟软件对
20MW 火灾规模下的不同的排烟量工况进行三维数值模拟，对不同排烟量下隧道沿火源中心纵向距地面 2m 高处温度、能
见度、CO 浓度分布规律进行了详细分析与比较。同时针对理论计算排烟量以及烟气蔓延长度控制在两个排烟口之间的最
小排烟量分别进行分析讨论，并以人员疏散对温度、能见度、CO 浓度的要求为评价指标，综合考虑安全性和经济性，得
到最小排烟量为 50m3/s。研究结果表明：采用较大排烟量缩短烟气扩散范围不超过两个排烟口之间的控制方案并不是最优的。

［关键词］FDS；最佳排烟量；三维数值模拟

The Research on Double Tunnel Mechanical Exhaust Smoke Volume by the FDS 
Numerical Simulation
Wu Yang-yang1,2, Fu Hai-ming1,2 

(1.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hanghai 201620 , China; 2. 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gineering 
Center for Pollution Treatment and Control in Textile Industry,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20 , China)

［Abstract］The design of smoke emission in the design of double tunnel exhaust smoke volume is a key problem.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double tunnel, the FDS fire simulation software is used to simulate the different exhaust smoke volume 
conditions under 20MW fire scale. The tunnel is 2m high above the ground along the fire center temperature, Visibility and CO 
concentration distribution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in detail. At the same time, the smoke length is controlled by the minimum 
amount of exhaust smoke volume between the two exhaust ports is analyzed and discussed,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emperature, 
visibility and CO concentration are taken as the evaluation indexes.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security and economy, the 
minimum exhaust smoke volume is 50m3/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trol scheme between the two exhaust ports is not optimal by 
using the larger exhaust smoke volume.

［Keywords］optimal exhaust smoke volume; three-dimensional 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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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驱动的低马赫数流动的 Navie － Stokes 方程，重点计算
火灾中的烟气和热传递过程。FDS 的原理是火灾的场仿真
计算，场模拟主要是求解火灾过程中状态参数的空间及其
随时间变化的模拟方式。场是指状态参数如温度、各组分
的浓度等的空间分布。场模拟理论是自然界普遍成立的动
量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以及化学反应的定律等。

FDS 计算求解的基本控制方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12]：
质量守恒方程

           + Δ

∙ρu=0                                                            （4）

组分守恒方程

       ( ρYi )+
Δ

∙ρYi u =
Δ

∙( ρDi 
Δ

Yi )+Wi                            （5）

动量守恒方程

ρ       +(u∙ Δ

)u+

Δ

p-ρg = f +

Δ

∙τ                                     （6）

能量守恒方程

      ( ρh)+ Δ

∙ρhu=       +q+

Δ

∙K

Δ

T+

Δ

∙∑i phiDi

Δ

Yi-

Δ

qr  （7）

气体状态方程方程

P0(t)=vTR+∑i                                                               （8）

在式 4~8 中，ρ 是流场的密度；u 是流场速度； p 是
流场压力；h 是流场的总焓；T 是流场温度；是流场中组
分 i 的质量浓度； 是组分 i 的扩散系数；是组分 i 的化学
反应速度； 是组分 i 的摩尔分子量；τ 是粘性力张量；R

∂ρ
∂t

Q
ρ0cpT0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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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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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 

图 1   火源功率和产烟量的关系

图 2   隧道模型示意图

是气体常数；是热辐射通量；q 是流体燃烧释放的热量。
2.2   模型的建立及计算

2.2.1   隧道模型尺寸
为了使本研究更具有实际意义，本文以某一实际工程

为背景进行模拟研究。该隧道全长 5.2km，隧道盾构外径
15.2m。本文按实际比例 1:1 建立隧道模型。由于本文主
要研究发生火灾时，同时打开 3 个排烟口区间段的烟气温
度、CO 浓度、能见度等重要参数的变化情况。故本次模
拟长度取 150m。隧道分上下两层，上层最大净高 6.1m，
下层最大净高 4.25m。隧道模型左侧为逃生通道，右侧为
排烟道，排烟口大小为 2000×900mm，每隔 60m 布置一个，
发生火灾时同时开启火源附近的 3 个排烟口。火源位于隧
道模型中心段，距隧道纵向中心线 2.4m 处的应急车道内。
隧道模型截面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2.2.2   网格设定
在进行 FDS 模拟时首先要选取合适的网格大小，网

格密度将直接影响模拟的准确性。经 NEST 实验验证，当
网格尺寸 d 取 0.1D*

时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非常吻合 [13]。D* 为火灾特征
直径，通常表示为：

D*=(                  )2/5                                                      （9）

式中：D* 为 火源特征直径（m）；Q 为热释放速率
（kW）；T0 为环境温度，K，取 T0=293K；ρ0 为空气密度
（kg/m3），取 ρ0=1.2 kg/m3；cp 为空气定压热容，一般为
1.02kJ/（kg·K）；g 为重力加速度，取 g=9.81m/s2。

在本文的研究问题中，火源热释放速率取值 20MW，
由（9）式计算可得 D* 约为 3.2m，即 0.32m 为最佳网格尺寸。
因此在本文的研究问题中网格尺寸取 0.32m。

2.2.3   火源参数
因为《公路隧道通风照明设计规范》中规定隧道火灾

通风应针对中型火灾，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火灾热释放率
取 20MW。

2.2.4   工况确定
通过上文相关计算以及规范确定，确定不同模拟工况

的排烟量为 50、60、70m3/s，为防止排烟量不足增加一组
工况排烟量为 80m3/s。并为得到烟气蔓延长度控制在两个
排烟口之间的最小排烟量，依次对 160、210、280、350、
420、490m3/s 的排烟量进行模拟，因此，本文将对这十种
工况进行模拟。

（a）隧道模型横断面图 （b）隧道模型立体图

Yi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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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模拟结果与分析
在隧道中发生火灾时，烟气是威胁人员安全的主要因

素，当烟气层中某些参数增大到一定值时，便会对人员构
成危害，在本文中隧道内火灾危险的临界条件取行车道最
小清晰高度 2m，最小清晰高度处能见度大于等于 10m，
温度小于等于 60℃，CO 浓度小于等于 0.25%[14]。

2.3.1   隧道温度模拟结果与分析
图 3 给出了不同排烟量下隧道沿火源中心纵向距地面

2m 高处温度分布规律。 

通过图 3 我们能够发现不同排烟量下隧道沿火源中心
纵向距地面 2m 高处温度分布规律大致相同，都是以火源
为中心，沿隧道纵向对称分布。隧道沿火源中心纵向距地
面 2m 高处最高温度在 1100~1200℃ 之间，高温区以及温
度变化最明显的区域集中在在火源中心附近，沿纵向两侧
距火源距离超过 10m 时，温度迅速下降，并逐渐接近于
环境温度。

在 50~80m3/s 排烟量下，由图 3 我们发现，隧道沿火
源中心纵向距地面 2m 高处温度均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满
足人员疏散对温度的要求。我们对纵向距火源 65m（即距
离火源中心最近排烟口附近）距地面 2m 高度处不同排烟
量下温度随时间的变化规律进行分析。变化规律曲线如图
4 所示。

我们不难发现，随着排烟量的增加温度反而增高。
50m3/s 排烟量下与其他排烟量相比，温度总体偏低。造成
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排烟设备在 180s 开启，排烟设备
开启后，随着排烟量的增加，烟气到达排烟口进入烟道的
速度增加，随着时间的变化大量烟气回流通过排烟口排至
烟道。排烟量越大，回流越多，烟气会有短暂堆积，造成
排烟口附近距地面 2m 高处的温度变化。从以上角度来看，
采用 50m3/s 的排烟量能满足人员疏散对温度的要求。

2.3.2   隧道能见度模拟结果与分析
图 5 给出了不同排烟量下隧道沿火源中心纵向距地面

2m 高处能见度分布规律。

 通过图 5 我们能够发现不同排烟量下隧道沿火源中
心纵向距地面 2m 高处能见度分布规律大致相同，都是以
火源为中心，沿隧道纵向对称分布。在不同排烟量下，能
见度均在火源附近 0~10m 的范围内能见度小于 10m，沿纵
向两侧距火源距离超过 10m 时，能见度大于迅速升高，均
大于 10m。结果表明在 50~80m3/s 排烟量下，烟气得到了
明显的控制，烟气的分层效果较好，满足人员疏散对能见
度的要求。

在 50~80m3/s 排烟量下，我们对纵向距火源 65m（即
距离火源中心最近排烟口附近）距地面 2m 高度处不同排
烟量下能见度随时间的变化规律进行分析。变化规律曲线
如图 6 所示。

图 3   不同排烟量下 2m 高处温度分布情况

图 5   不同排烟量下 2m 高处能见度分布情况

（a）排烟量 V=50m3/s （b）排烟量 V=60m3/s

（c）排烟量 V=70m3/s （d）排烟量 V=80m3/s

（c）排烟量 V=70m3/s （d）排烟量 V=80m3/s

（a）排烟量 V=50m3/s （b）排烟量 V=60m3/s

图 6   不同排烟量对 2m 高处能见度的影响图 4   不同排烟量对 2m 高处温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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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难发现，随着排烟量的增加能见度反而降低。
排烟量在 80m3/s 时，能见度下降到 20m 以下。而排烟量在
50m3/s 时，能见度始终维持在 30m 左右。造成这种现象的
原因是由于排烟设备在 180s 开启，排烟设备开启后，随着
排烟量的增加，烟气到达排烟口进入烟道的速度增加，随
着时间的变化大量烟气回流通过排烟口排至烟道。排烟量
越大，回流越多，烟气会有短暂堆积，造成排烟口附近距
地面 2m 高处的能见度变化。由于排烟量在 50~80m3/s，均
能满足人员疏散对能见度的要求下，综合考虑安全性和经
济性，在本文研究的问题下，推荐使用更小排烟量 50m3/s。

2.3.3   隧道 CO 浓度模拟结果与分析
图 7 给出了不同排烟量下隧道沿火源中心纵向距地面

2m 高处 CO 浓度分布规律。

通过图 7 我们能够发现不同排烟量下隧道沿火源中
心纵向距地面 2m 高处 CO 浓度分布规律大致相同，都是
以火源为中心，沿隧道纵向对称分布。隧道沿火源中心纵
向距地面 2m 高处 CO 浓度分布，CO 浓度变化最明显的
区域集中在在火源中心附近，沿纵向两侧距火源距离超过
10m 时，CO 浓度迅速下降，并逐渐接近 0。结果表明在
50~80m3/s 排烟量下，烟气得到了明显的控制，CO 浓度控
制在安全的范围内，满足人员疏散对能见度的要求。

在 50~80m3/s 排烟量下，我们对纵向距火源 65m（即
距离火源中心最近排烟口附近）距地面 2m 高度处不同排
烟量下 CO 浓度随时间的变化规律进行分析。变化规律曲
线如图 8 所示。我们不难发现，随着排烟量的增加 CO 浓
度反而增高。50m3/s 排烟量下与其他排烟量相比，CO 浓
度总体偏低。但总的来说 CO 浓度变化不明显且均能满足
人员疏散对 CO 浓度的要求。

2.3.4   烟气蔓延结果分析
当烟气在 50~80m3/s 时烟气均得到了良好的控制，均

能满足人员疏散对温度、能见度、CO 浓度的要求。但是
在这几种工况下烟气蔓延距离均没有控制在两个排烟口
之间（120m 范围内）。因此本文针对这种情况，依次对
160、210、280、350、420、490m3/s 的排烟量进行模拟，
最后得出当排烟量为 490m3/s 时，烟气被控制在两个排烟
口之间。此时排烟量的大小相当于理论计算最大值的 7 倍。
当排烟量为 490m3/s 时，烟气蔓延情况如图 9 所示。

2.3.5   基于大排烟量下的隧道温度、能见度、CO 浓
度模拟结果与分析

上文根据排烟量理论计算值进行模拟分析，得到应使
用排烟量为 50m3/s，下面本文将用其与 160~490m3/s 的排
烟量工况进行比较分析，力求得到一个较为准确的排烟量
数值。图 10~15 给出了不同排烟量下隧道沿火源中心纵向
距地面 2m 高处温度、能见度、CO 浓度分布规律以及纵
向距火源 65m（即距离火源中心最近排烟口附近）距地面
2m 高度处不同排烟量下温度、能见度、CO 浓度随时间的
变化规律。

图 7   不同排烟量下 2m 高处 CO 浓度分布情况

图 9   不同时刻烟气蔓延云图

（a）排烟量 V=50m3/s  （b）排烟量 V=60m3/s

（c）排烟量 V=70m3/s （d）排烟量 V=80m3/s

（c）300s （d）420s

图 8   不同排烟量对 2m 高处 CO 浓度的影响

（a）60s （b）18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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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随着排烟量的增加，烟气到达排烟口进入烟道
的速度增加，随着时间的变化大量烟气回流通过排烟口排
至烟道。排烟量过大会导致烟气回流迅速，烟气层厚度
增加从而导致 2m 高度处的温度、CO 浓度增加能见度降
低，当排烟量继续增大，烟气被迅速排出，导致温度、
CO 浓度降低能见度增高。因此由图 10、11 能够看出随着
排烟量的增加温度先增加后减少。在排烟量为 50、420、
490m3/s 时，2m 高度处的温度较低，并逐渐接近环境温度。

由 图 12、13 能 够 看 出 当 排 烟 量 为 50 和 490m3/s 且
沿纵向两侧距火源距离超过 10m 时烟气能见度均维持在
30m。当排烟量在 160~420m3/s 之间时，能见度在 10~30m
之间波动。在火源附近能见度低于 10m。

由图 14 能够看出在排烟量为 50、490m3/s 时，2m 高
度处的 CO 浓度较低，并逐渐接近于 0。当排烟量在 50-
490m3/s 之间时，CO 浓度增加并在一定范围内波动。通过

图 15 我们能够发现不同排烟量下隧道沿火源中心纵向距
地面 2m 高处 CO 浓度分布随着排烟量的增加逐渐增加。

由图 10、12、14 可以看出设计时采用较大的排烟量，
由于烟气回流，会导致一些区域的温度增加、能见度降低、
CO 浓度的升高。当排烟量为 50m3/s 已能满足人员疏散要
求，但若要将烟气被控制在两个排烟口之间则需要排烟量
为 490m3/s。
3   结论

本文以单洞双层隧道为研究对象，利用 FDS 火灾模
拟软件对 20MW 火灾规模下对四种不同的排烟量工况进
行三维数值模拟，得出以下结论：

（1）在 50~80m3/s 排烟量下，隧道沿火源中心纵向
距地面 2m 高处的温度、能见度、CO 浓度分布规律基本
相同，都是以火源为中心，沿火源中心纵向对称分布。温
度、能见度、CO 浓度均在两侧距火源中心 10m 的范围内

图 10   不同排烟量下 2m 高处温度分布情况 图 11   不同排烟量对 2m 高处温度的影响

图 12   不同排烟量下 2m 高处能见度分布情况 图 13   不同排烟量对 2m 高处能见度影响

图 14   不同排烟量下 2m 高处 CO 浓度分布情况 图 15   不同排烟量对 2m 高处 CO 浓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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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烈变化，大于 10m 变化规律趋于稳定。
（2）在 50~80m3/s 排烟量下，烟气均得到了良好的

控制，均能满足人员疏散对温度、能见度、CO 浓度的要求。
我们对纵向距火源 65m（即距离火源中心最近排烟口附近）
距地面 2m 高度处不同排烟量下能见度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进行分析，得到随着排烟量增加温度、CO 浓度增加，能
见度降低。在均能满足人员疏散对温度、能见度、CO 浓
度的要求下，综合考虑安全性和经济性，在本文研究的问
题下，得出最小排烟量为 50m3/s。

（3）排烟量为 490m3/s 时，烟气被控制在两个排烟
口之间。此时排烟量的大小相当于理论计算最大值的 7 倍。
较大的排烟量，由于烟气回流，会导致一些区域的温度增
加、能见度降低、CO 浓度的升高。通过分析比较得出：
采用较大排烟量缩短烟气扩散范围不超过两个排烟口之间
控制方案并不是最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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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由于隧道受限的几何形状，隧道发生火灾时的危险性

很大。当隧道发生火灾时，最危险的因素不是火焰和高温，
而是有毒的烟气。由于隧道壁的限制，这些大量烟雾可能
沿着隧道的天花板迅速蔓延，并且降低能见度。他们是人
员疏散的最大障碍，可以通过窒息造成死亡。

Oka 和 Atkinson 进行了一系列小规模的实验来检验临
界速度和放热速率之间的关系 [1-3]，考虑到火源的不同几
何形状。 Wu 和 Bakar 在五个模型隧道中进行了另一系列
小规模实验测试，以研究隧道几何对临界速度的影响，其
中模型隧道等高不等宽 [4-5]。在 Oka 和 Atkinson [2] 的研究
之后，阿特金森和吴对临界速度进行了实验研究，以显示
隧道斜率如何改变 [6-8]，并建议以下关系考虑斜坡隧道的
斜率水平隧道临界速度。

对前人做过研究的综述显示，虽然已经对临界通风速
度进行了一些调查，但是在前者的研究中，隧道模型始终
以单尺度方式建立，事实上，这种方法对于提高计算精度
并不会对带来多大的帮助，但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计算。
根据这个事实，需要开发基于理论分析的可靠的工程工具，
这样不仅可以提高精度，而且可以节省数值模拟的时间。

基于对地下单向隧道烟雾流量的研究，采用多尺度耦
合方法，通过运用火灾动力学模拟软件（FDS）模拟排烟

效果。研究了排烟效果和隧道烟雾扩散情况，以确定射流
风机分布的合理方式。
1   FDS 计算模型和火灾场景

FDS 软件是由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协会 ( NlST) 开发
的一款火灾动力学模拟软件，被广泛应用于模拟火灾发生
时烟气蔓延、传播等状况，主要的模拟方法有直接模拟和
大涡模拟，其用数值方法求解 Navier-Stokes( N-S) 方程，
尤其适用于火灾下低马赫数由热力驱动的流动。求解过程
包含 5 个基本方程：连续方程、状态方程、能量守衡方程、
动量守衡方程和气体组分方程。FDS 模型的预测结果与试
验数据相当吻合，说明了 FDS 模拟能够真实地反映隧道
内发生火灾时烟气蔓延特性。
1.1   隧道模型

模型是一条 1.2km 长的地下道路，与文献 [3] 所用的
模型相同。模型的结构代表了一条典型的单车道公路隧道。
隧道高 6.5m，标准马蹄形断面，断面积 53m2，水力直径
7.3m。在临近隧道入口和出口的地方分两组分别布置了 5
对射流风机。单台射流风机的体积流量为 8.9m3/s, 出口速
度为 34m/s。稳态火源设置在隧道中部，热释放速率（Heat 
Release Rate，HRR）为 30MW。

用 FDS6 建立了多尺度耦合模拟模型，如图 1 所示。
为了能够观察到烟气逆流的最大距离，根据多次模拟经
验，将 1200m 隧道按 400m 上游 1D 模型 —400m 含火源
3D 区域 —400m 下游 1D 模型进行模拟区域拆分。分别在
距 3D 区域入口和出口 10m 处设置流量测点，用于测量隧
道中风量的变化。

纵向通风系统射流风机的布置对排烟效果的影响
李云飞，李炎锋

（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100020）

［摘   要］采用场模型－网络模型结合的多尺度耦合方法对地下单行车道火灾时烟气流动情况开展研究，对比分析了
隧道内开启不同数量风机时的烟气扩散情况以及排烟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开启 3 组风机的工况，出现烟气回流，会影响
模型中场网边界耦合的计算，从而无法模拟出稳定的烟气逆流状态，开启 4 组风机的工况下能消除烟气逆流，模拟结果良
好，但是火源下游烟气难以保持稳定分层。研究结果对于单向隧道射流风机布置以及运行策略提供参考。在此处输入摘要。
摘要必须反映全文中心内容，内容应包括目的、过程及方法、结论。要求论述简明、逻辑性强、尽量用短句。采用第三人
称的写法，并请用过去时态叙述作者工作，用现在时态叙述作者结论。

［关键词］FDS 模拟； 隧道火灾； 多尺度耦合分析法； 排烟效果； 临界风速

Influence of Arrangement of Jet fans on Smoke Exhaust Effect in Longitudinal 
Ventilation System  

 Li Yun-fei, Li Yan-feng    
(1.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0)    

［Abstract］Based on the multi - scale coupling method combined with field model and network model, the fire smoke flow 
in the underground unidirectional tunnels was studied. The smoke diffusion and emission were analyzed. Results show that when 
open three groups of fans, the back-layering of smoke, will affect the calculation of the model, which can not simulate a stable back-
layering of smoke; when open four groups of fans, it can prevent back-layering of smoke, thus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re good, 
however, the turbulence in the fire downstream is strong,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maintain a stable smoke stratific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onfiguration and operation of jet fans in the underground unidirectional tunnels.

［Keywords］FDS simulation; tunnel fire; multi-scale coupling analysis method; smoke exhausting; the critical ventilation 
velocity



 2017年第5期 | 建筑环境与能源 | 231

Smoke Control 防排烟

图 1    多尺度耦合模拟模型

1.2   网格划分
通常火源附近区域相关热物理参数如温度、质量浓

度等变化梯度比较大，所以在火源附近进行网格加密，而
远离火源区域因热物理变化梯度较小采用较疏网格。经 
NIST 试验验证，当网格尺寸取火源特征尺寸 D* 的 1/10 
时，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较吻合。火源位于 202~208m，
将 160~240m 用 0.25m×0.25m 网格单元划分，其余区域用
0.5m×0.5m 网格单元划分，网格单元总数为 518400。网格
被均为 12 个子网格，以便使用 FDS 的并行计算功能，进
而缩短模拟时间。
2   多尺度耦合分析法

地下通道两端为机械通风出口边界，环境温度为
20℃，由于隧道的半封闭特性，将隧道壁面设置为绝热面。
本模拟为了探究射流风机开启数量对烟气蔓延的影响，采
用多尺度耦合分析法进行模拟。

对整个隧道进行 1D 和 3D 模拟区域划分，不仅火源
区域一定范围以 3D CFD 模拟，在各工况下开启的射流风
机所在的升压范围内亦采用 3D CFD 模拟，其余部分以
1D 形式建模，同时将不连续的 3D 模拟区域连接起来。这
种方法真正地实现了整个隧道的多尺度耦合分析，将射流
风机所处的高速度梯度区域和火源所处的高温度梯度区域
都以 3D 形式模拟，实现了近场火源区域和远场射流风机
的实时交互，最接近真实隧道中的流场演化过程。但这种
方法模拟计算耗时较长，体现不出多尺度分析缩短模拟时
间的优势。

鉴于将多台射流风机和火源区域同时以 3D 形式进行
模拟耗时较长，最终选择了一种等效方法，将上游远场隧
道中的多台射流风机的外部效应等效为 1D 模型中单台风
机，仅将火源区域以 3D 形式建模，这种方法大大缩短了
模拟时间。

其中，Vmax 是当 1D 模型两端没有压差时，风机产生
的最大风量，压差 ΔP=P1-P2, 表示 3D 区域和 1D 模型上
游的压差，下标 1 代表下游，2 代表上游。ΔPmax 是风机可
以工作的最大压差。风机的风量会从 0 压差时的 Vmax 降到
ΔPmax 时的 0m3/s。如果压差超过了最大压差，气流将被迫
反向流动。

火源上游 1D 模型中风机的流量根据公式给出的二次
曲线关系变化，因为 1D 模型两端压差与流量平方成正比。

Vfan =Vmaxsign(ΔPmax-ΔP)                                            （1）

在耦合模拟中，Vmax 的设定是用 IDA-RTV 迭代计算
得到无火源时开启相应工况的风机在整个隧道产生的风
量；而 ΔPmax 是将射流风机升压力取极限值并乘以风机数
量得到的。

ΔPmax = nlim ρ·V 2
j   ·      (1-       )·η

3   多尺度耦合模拟结果
3.1   模拟运行工况与等效风机流量

30MW 火灾场景时，隧道的临界风速为 3.81m/s。在
没有火灾情况下，应用 IDA-RTV 迭代计算得到，上游 3

组射流风机（#1-#3）开启，在隧道中产生的风速为 4.07m/s；
上游 4 组射流风机（#1-#4）开启，在隧道中产生的风速为
4.66m/s，我们选择这两种都比临界风速稍大的风机开启工
况进行模拟。

图 2   1D-3D 耦合交界面示意图

将 1D-3D 耦合界面设为隧道的全断面，如图 2 所示。
并对无火源时应用二次风量曲线模型 (quadratic flow mod-
el) 进行了模拟，发现在模拟开始时风量并不是设定的最
大风量，而是有一个风量逐渐增大的过程，需要 2min, 风
量才能达到最大值。这说明应用二次风量曲线模型无法模
拟火灾工况的流场演化过程，只能在 2min 初始风量变化
结束之后，尝试得到一个稳定状态。在结果分析中，将结
合 SmokeView 对网格中烟尘粒子（soot）浓度进行体积渲
染得到的烟气可视化图和风量测点对流场是否达到稳定状
态进行判断。
3.2   火源上游三组风机开启工况

图 3   开启三台风机时烟气随时间的蔓延情况

图 4   上游三组风机开启时的风量变化曲线

如图 3 所示，烟气呈现先向上游蔓延，继而回退，在
254s 时回退到最小逆流长度位置，只保持了很短的时间，
然后又向上游蔓延直到耦合界面。图 4 显示，上游入口风
量在 280s 下降到 80m3/s，之后以约 65m3/s 为中心小幅度
波动。

ΔPmax-ΔP
ΔPmax

Aj

Ar

vr

vj

· ·

vr →0

30s
6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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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s
35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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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 出口上游耦合界面 下游耦合界面 1D 隧道含火源 3D 区域1D 隧道 / 等效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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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回退到最小逆流长度位置时，初步判断是因为上
游烟气逆流影响了 FDS 中燃烧模型和辐射传输模型的计
算，最终出现等效风机送入的风量不断下降，烟气一直向
上游蔓延的结果。

燃 烧 模 型 采 用 了 简 单 化 学 模 型（Simple Chemistry 
Model）, 在风速较小时，烟气逆流会使火源区域的氧浓度
的剧烈变化，致使化学反应不稳定。另外，逆流烟气中的
烟尘粒子（soot）会影响辐射传热计算，影响了总热释放
速率在辐射部分和对流部分的分配。耦合模拟时，火源的
处理采用了较复杂的模型，而烟气逆流会影响这些模型的
计算，导致无法模拟出稳定的烟气逆流状态。目前看来，
要模拟稳定的烟气逆流状态，只能采用最简单的体积热源
去代表火源；而使用包含燃烧模型的 FDS，即使设置较小
风速的速度入口边界条件，其得到的烟气逆流结果可能也
不准确。
3.3   火源上游四组风机开启工况

上游 4 组射流风机（#1-#4）开启，在隧道中产生的
风速为 4.66m/s，风速增大以后的烟气蔓延过程如图 5 所
示。烟气在等效风机最初的风量上升阶段向上游蔓延了一
段距离，但 90s 之后开始回退，到 210s 完全没有逆流。
在较大风速下，耦合模拟得到了很好的结果，如图 6 所示，
300s 之后，整个隧道的风量相对稳定。3D 区域进口和出
口的风量差值约在 35m3 左右。而由稳定状态的入口风量，
结合等效风机二次曲线，可以反算出火源区域的压力损失。

图 5   开启四台风机时烟气随时间的蔓延情况

在较大风速下，耦合模拟得到了很好的结果，300s 之
后，整个隧道的风量相对稳定。3D 区域进口和出口的风
量差值约在 35m3 左右。而由稳定状态的入口风量，结合
等效风机二次曲线，可以反算出火源区域的压力损失。

4   小结
在这项研究中，采用多尺度耦合方法，通过运用火灾

动力学模拟软件（FDS）来模拟排烟效果。结论如下：
（1）3 组风机开启工况，由于风速较小，出现了烟气

逆流。而由于火源的处理采用了较复杂的模型，而烟气逆
流会影响这些模型的计算，导致无法模拟出稳定的烟气逆
流状态。要模拟稳定的烟气逆流状态，只能采用最简单的
体积热源去代表火源；而使用包含燃烧模型的 FDS，即使
设置较小风速的速度入口边界条件，其得到的烟气逆流结
果可能也不准确。

（2）4 组风机开启工况，风速较大，消除了烟气逆流，
耦合模拟得到了很好的结果。此工况下火源下游的湍流非
常强烈，完全破坏了烟气层，因此风速大于临界风速之后，
下层烟气就很难再保持稳定分层。

（3）达到稳定状态后，由稳定状态的入口风量，结合
等效风机二次曲线，可以反算出火源区域的压力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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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通风空调管道的阻力问题是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领

域的重要问题。管道阻力值的大小直接关系着风机的输
送能耗，乃至建筑能耗。众所周知，建筑能耗约占全球
能耗 40%，其中公共建筑能耗约占建筑能耗的 1/4，风机
电耗约为公共建筑能耗的 20%[1-3]。局部阻力约占总阻力
的 50%。由此可以估算送风空调系统内的风机，为了克
服三通、弯头等管道局部构件的局部阻力，将空气输送
至各个房间，所消耗的能源约占全球能耗的 1%[4]，约为
127mtoe。

针对以三通为代表的通风空调管道局部构件方面的研
究兴盛于上世纪 70~80 年代，主要有英国的 miller，美国
的 S.F.Gilman 等人的研究 [5-6]。相关研究的结果被写进了
ashrea 手册，CIBSE Guide 等手册当中 [7-9]。手册中详细地
讨论了不同局部构件的不同形式以及所对应工况下的阻力
值。这使得现如今大多学者认为局部构件阻力问题已经进
行了充分研究。从而使得学者们对通风空调管道局部构件
方面的研究兴趣，由传统的空气介质，室内建筑环境使用，

转变为复杂多相流介质，锅炉，换热器等专业领域使用 [10-

19]。
由于研究关注点的转换，以及设计手册的存在，使得

以三通为代表的通风空调管道局部构件在空气介质、建筑
领域应用时，其形体已经半个世纪以来都没有变化。针对
三通结构形式优化的直接讨论还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
距今已经 40 个年头。且在这 40 年间，相关手册在这一方
面基本没有修改。与此同时，前人的研究也多是针对新流
体、不同领域内局部构件进行局部阻力系数测量，文献检
索基本没有发现针对性的减阻研究。特别是对三通弧面进
行优化方面的研究。因此，现有三通结构还具有较大的结
构修改空间及节能空间。

分流三通虽然是一个非常小的通风空调管道局部构
件，但是它在通风空调领域不可或缺，是重要的空气分流
输配装置。与此同时，由于三通在建筑物中的数量众多，
导致体量巨大，所以因其产生的局部阻力所引起的能耗问
题同样巨大，值得进行关注。因此，进行以分流三通为代
表的减阻降耗研究，不仅能带来可观的节能及经济效益，
还能够通过探讨减阻机理为其他通风空调管道局部构件的
减阻问题提供思路。本文针对分流三通这一局部构件，优
化了局部构件弧面结构形式，分析了不同流速、管道宽高
比的三通阻力特性，通过全尺寸实验验证了优化三通的实
施效果。

低阻力空调管道系统分流三通
高    然，方智宇，刘凯凯，李安桂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   710055）

［摘   要］通风空调管道局部构件是建筑环境领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每年由于通风空调管道中的局部阻力所引起的
风机能耗每年约占全世界总能耗的 1%，约为 127mtoe。研究针对通风空调管道中常见的局部构件 -- 分流三通进行了减阻降
耗研究。优化了局部构件弧面结构形式，分析了不同流速、管道宽高比的三通阻力特性，通过全尺寸实验验证了优化三通
的实施效果。研究表明：相比其他 5 种传统三通，在不同流量比（5:1 至 1:3）及不同宽高比下（4:1 至 1:4）下，所提出的
优化型三通始终保持阻力最小。减阻率为 10% 至 60%。采用新型三通一方面降低了壁面的能量耗散强度，另一方面将能量
耗散区域的位置远离主流区，使得流体形变不进入流体主流区，从而降低流体阻力。研究结果进行实验验证，模拟值与前
人及实验数据吻合较好。

［关键词］风管；三通；减阻；形状优化

Study on a New Type of Low Resistance Tee in Air Conditioner Pipes  
Gao Ran, Fang Zhi-yu, Liu Kai-kai, Li An-gui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55, China; )   
［Abstract］Part of the components in the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pipes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The fan energy consumption caused by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pipeline in the local resistance per year 
accounted for about 1% of the world's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about 127mto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sistance of split tee pipe, 
which are common in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pipes. The arc shape of the local component is optimized, and the resistan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e pipe with different flow velocity and pipe aspect ratio are analyzed. The effect of optimizing the tee pipe 
is verified by full scale experi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5 conventional tee pipe, the optimized tee pipe 
always keeps the minimum resistance at different flow ratio (5:1 to 1:3) and different aspect ratio (4:1 to 1:4). The drag reduction rate 
ranged from 10% to 60%. With the new tee pipe.on one hand, the energy dissipation intensity of the wall is reduc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position of the energy dissipation region is far away from the main region, so that the fluid deformation cannot enter the 
main flow area, thereby reducing the fluid resistanc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mulated values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predecessors and experimental data.

［Keywords］duct; tee pipe; drag reduction; shape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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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
针对管道阻力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模型试验及数值

模拟两种。数值模拟的主要优点是计算便捷，模型建立成
本低，能够方便地进行多个工况的研究 [26-27]。因此，本研
究主要采用数值模拟进行新型三通的边界优化以及多参数
（宽高比、流速比）下的应用效果分析。实验研究的主要
优点是数据精度高，数据可靠性较好。因此，本研究主要
采用全尺寸实验来验证减阻效果并进行工况对比。
1.1   CFD 数值模拟研究

在数值模拟方面，研究采用了已经被广泛验证过，
且被认为在管道阻力中具有较好预测效果的 RSM 湍流模
型。因为这一模型在前人的研究中已经被广泛讨论了，这
里简要的进行介绍。作为 RANS 中的一种，RSM 与其他
RANS 模型相比，能够更好的考虑三通中由于流体变形所
导致的二次流作用。而与 LES 相比，其达到同样精度条
件下的计算时间经济性较好。在设置 RSM 时，RSM 与其
他湍流模型在数学计算上的不同即为对雷诺应力方程的求
解：雷诺应力模型为。

在 RSM 数值模拟当中，有三个参数直接关系着 RSM

模拟的数值准确性。他们分别是 Ck，C1 和 C2。在课题组
之前发表的论文中已经论述并优化了这几个参数在模拟
管道阻力方面的取值，其取值分别为 Ck=0.1，C1=1.5 和
C2=0.4, 这里不再赘述。
1.2   模型试验研究

实验方面采用镀锌铁皮作为风管制作材料进行全尺寸
实验。实验系统包含离心风机、软接头、静压箱、紊流板、
矩形风管、圆弧形标准三通、变径、2 个风阀。离心式风
机与矩形风管之间由软连接相连，风管与风管之间使用法
兰连接并进行密封处理，在距离风机 4 米处安装静压箱及
均流孔板，对从风机送出不稳定的气流进行整流使其均匀，
从而保证通过三通上游直管段的气流为充分发展流，确保
实验的精确性。实验台如图 1。
2   结果与讨论
2.1   三通弧面优化

在一个分流三通中，一共有一个进口（O1），两个
出口（O2,O3），以及四个弧面 (Arc1, Arc2, Arc3, Arc4)。
见图 2。其中这四个弧面都可以进行优化。因为三通的种
类较多，三通内的空气流速大小、流量分配都会对三通的

图 1   测试试验台

图 2   弧面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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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力大小造成影响。因此本文从工程中最常用且普遍认为
阻力较低的三通形式（T0）作为目标三通进行优化。优化
时，假定三通宽高比为 1，并选取三通内的最典型的风速，
也即主管 7m/s，支管 3m/s。优化结束后对优化模型在不
同宽高比及不同风速下的阻力特性进行模拟与实验验证。
2.2   宽高比及流量比对减阻率的影响

从图 3 可见，当流量比从 5:1 逐渐变为 1:3，在 5 类
三通中所提出的优化型三通 TN 始终保持阻力最小。与传
统三通中最常见的，阻力最小的 T0 相比，其减阻率在流
量比变化过程中为 10% 至 60%。减阻率随着流量比的降
低而变大。其原因是当流量比增大，三通分流这一结构形
式阻力的影响逐渐降低，所以针对结构形式的优化作用同
样降低。在小流量比条件下 T0 并不是阻力最低的三通形
式，由于 T3 及 T4 的减阻率在在小流量比条件下为正，所
以其阻力均小于 T0。所以在小流量条件下即使不应用本
新型三通 TN，使用 T3 或 T4 结构也能获得减阻效果。在
实际工程中，由于风管系统送风为了保证水力平衡要求，
多采用树形结构，三通中 O1 至 O2 部分作为主管的情况
相对较高，所以此类三通的流量比在大流量比条件下的情
况相对较多。

2.3   湍流耗散率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优化三通减阻机理，这里对传统三通

T0 以及新型三通 TN 在 1:1 宽高比，3:1 流量比的典型工
况下的横剖面及纵剖面进行了分析。

如前所述，影响三通内阻力的主要影响参数实际上是
流体形变所带来的能量耗散率。所以这里主要针对三通内
的能量耗散率场进行了分析。针对水平剖面的研究发现，
在传统三通中的 Arc1 弧面处能够发现显著的能量耗散，
其值在 25m2/s3 左右，而在新型三通 TN 中可以发现由于
新型三通中 Arc1 弧面凸出，一方面降低了 Arc1 弧面能量
耗散的强度，另一方面将能量耗散区域的位置提高，使其
不进入流体主流区，从而降低流体阻力。通过改变 Arc2
弧面的结构形式，虽然提高了 O2 附近的流体的能量耗散，
但是这部分能量耗散所引起的阻力并不影响 ζ12，他是 ζ13

阻力的一部分。于此同时 Arc2 采用 TN 的优化结构形式
使得剖面结构在主流区域内管道边壁的能量耗散强度降
低，从而降低了 ζ12。对于 Arc3 而言，具有一定倾斜角度
的 Arc3 弧面使得其上的边界层变薄，能量耗散降低，并
将边界层所带来的流体形变下移，使这部分形变远离主流
区，从而达到减阻作用。

图 3   采用不同流量比、宽高比下的减阻率

图 4   三通内的能量耗散率场

（a）纵剖面 （b）横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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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实验验证分析

图 5   三通采用不同流量比时的阻力系数

为了验证新型三通的减阻效果，这里不仅采用全尺寸
实验分别测量了新型三通 TN 及常用传统三通 T0 的阻力，
还对比了前人针对传统常用三通 T0 的研究。研究发现，
随着流量比的增大，不论是模拟值，实验值还是前人研究，
三者数据的吻合较好，趋势完全一致。另外，由于模拟条
件与实验条件下的三通结构尺寸完全相同，所以吻合性最
好。
3   结论

本文针对分流三通这一通风空调领域必不可少的局部
构件，优化了局部构件弧面结构形式，分析了不同流速和
管道宽高比的三通阻力特性，通过全尺寸实验验证了优化
三通的实施效果。获得的研究结论如下：

（1）针对分流三通的四个面一共进行了 6 组曲线优化，
尝试了 50 条曲线。从而最终获得了新型低阻力三通的优
化结构形式。

（2） 当 流 量 比 从 5:1 逐 渐 变 为 1:3， 在 5 类 三 通
中，所提出的优化型三通 TN 始终保持阻力最小。与常
见的传统三通相比，其减阻率在流量比变化过程中为
10%~60%。减阻率随着流量比的降低而变大。

（3）在不同宽高比下（4:1~1:4），相比其他 5 种三通，
优化三通 TN 具有最小的阻力也即最高的减阻率。减阻率
范围为 15%~110%。减阻率随着宽高比的降低而增加。

（4）采用新型三通一方面降低了避免的能量耗散强
度，另一方面将能量耗散区域的位置远离主流区，使得流
体形变不进入流体主流区，从而降低流体阻力。

（5）随着流量比的增大，不论是模拟值，实验值还是
前人研究，三者数据的吻合较好，趋势完全一致。另外，
由于模拟条件与实验条件下的三通结构尺寸完全相同，所
以吻合性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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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基于溶液调湿技术的温湿度独立控制空调系统以其在

节能、空气品质方面的优势，目前已经成为了一种极具竞
争力的空调系统 [1]。溶液调湿新风机组利用冷源或热源改
变溶液的状态实现对空气的除湿或溶液的再生 [2]。目前应
用最为普遍的是采用填料塔绝热型除湿、再生器构成的溶
液调湿新风机组，填料作为除湿、再生器中实现空气除湿、
再生的媒介，空气与溶液在其中进行热质交换过程影响到
整个系统的性能，填料决定了传热传质的优劣 [3-5]。当没
有可直接利用的、温度品味适宜的冷源或热源来满足溶液
除湿或再生要求时，在机组内置热泵系统，热泵蒸发器的
冷量用于冷却吸湿溶液、提高其除湿能力，热泵冷凝器的
热量用于浓缩再生溶液 [6]。溶液调湿方式与热泵循环若能
进行有效的结合，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有助于实现
溶液调湿机组高效运行。

许多国内外学者关注了对填料式除湿器性能的研究，
Chung 等 [7] 采用 LiCl 水溶液作为吸湿剂对环形和鞍形的
散装填料（Tripack）和塑料材质的波纹规整填料除湿器进
行了实验对比研究。Potins[8] 等用 LiBr 溶液作为除湿剂分
别对散装填料和规整填料除湿器进行测试。黄志甲 [9] 等
对 LiBr 除湿系统采用散装填料的性能进行实验研究，得
到体积传质系数范围 4.0~6.4g/(m2·s)。彭东根等 [10] 用 LiCl
溶液作为除湿剂对降膜板规整填料除湿过程的传热和传质
系数进行了实验研究，得到传热系数范围为 1.9~24.0W/
（m2·℃），传质系数范围为 2.1~27.2g/(m2·s)。对于热泵

型溶液调湿新风机组，由于热泵系统提供的冷凝热量大于
蒸发冷量，机组再生器中溶液脱水量往往大于除湿器中溶
液吸水量，机组溶液浓度升高，因此为保障机组稳定运行
往往会采取措施控制机组溶液浓度。张志伟等 [11] 对热泵
型溶液调湿新风机组除湿工况下溶液浓度平衡进行理论分
析和计算，对采用补水方式控制机组浓度的方案进行了分
析。刘晓华等 [12] 提出了一种采用辅助冷凝器热平衡对机
组溶液浓度进行控制的热泵型溶液调湿新风机组，并对机
组进行了运行测试。本文搭建了热泵型溶液调湿新风机组
实验台，实验比较了在不同空气流量下无纺布、湿帘、波
纹孔板三种不同规整填料对机组除湿性能的影响，分析了
不同溶液浓度控制方法对机组除湿性能的影响进行实验分
析。
1   实验台简介
1.1   实验样机

实验样机工作流程如图 1 所示，由除湿 / 再生系统、
热泵系统、测试系统构成。除湿器与再生器均采用逆流绝
热填料塔形式，并共用一个溶液槽，除湿器与再生器填料

热泵型溶液调湿新风机组除湿性能实验研究
柯    瑞，黄志甲，罗    良，卓飞飞，王晓玉

（安徽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安徽马鞍山   243002）

［摘   要］本文搭建了热泵型溶液调湿新风机组实验台，在不同空气流量下实验比较了机组采用无纺布、湿帘、波纹
孔板三种不同规整填料时的除湿性能；分析比较了向机组补水和辅助冷凝器热平衡两种溶液浓度控制方法对于机组除湿性
能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无纺布填料综合除湿性能最优；采用辅助冷凝器热平衡的溶液浓度控制方法相较与向机组补水，
机组热泵系统散热能力提高，溶液槽中冷热抵消现象缓解，除湿性能提高 17%。

［关键词］溶液调湿；规整填料；除湿性能；浓度控制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Dehumidification Performance of a Liquid Desiccant 
Fresh Air Handling Unit Driven by Heat Pump

Ke Rui, Huang Zhi-jia, Luo liang, Zhuo Fei-fei, Wang Xiao-yu
(1.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 anshan 243002, 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 a liquid desiccant fresh air handing unit driven by heat pump is set up. Under different air inlet 
mass flow rate, the dehumidification performance of nonwoven cloth packing, wet curtain packing, corrugate packing was 
compared. The influence of two solution concentration control methods of adding water to the unit and auxiliary condenser heat 
balance on dehumidifier performance was analyzed and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onwoven cloth packing has the best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Comparing the auxiliary condenser heat balance with adding water to the unit, the cooling capacity 
of the unit heat pump system is improved, and the performance of heat and cold offset in the solution tank is alleviated, and the 
dehumidification performance is increased by 17%.

［Keywords］ liquid desiccant; structured packing; dehumidification performance; concentration control

图 1   实验样机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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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尺寸均为 0.31m×0.31m×0.6m。除湿 / 再生的冷热源分
别采用热泵系统冷凝侧热量和蒸发侧冷量。热泵型溶液调
湿新风机组运行过程中需要对溶液浓度进行控制，实验样
机可通过向溶液槽补水或启动辅助冷凝器带走冷凝侧多余
的热量减少再生量实现对机组浓度的控制。

实验时，溶液泵从除湿侧溶液槽中抽取溶液，在蒸发
器中冷却后送入除湿器的布液装置，均匀喷洒到填料层与
空气进行热质交换，空气中的水分被吸收到溶液中来，完
成对空气的除湿，溶液浓度降低，回流至溶液槽，通过溶
液槽的孔板，溶液进入再生侧溶液槽，利用主冷凝器热量
进行再生。除湿 / 再生器空气的流量采用变频风机调节，
溶液的流量通过系统中溶液管道上的旁通阀来控制，通过
设定蒸发器出口溶液温度，来控制除湿单元入口溶液温度，
溶液的浓度通过人工调配来控制。
1.2   测试装置

实验过程中需测试的空气参数有空气的干球温度、湿
度和流量。溶液参数有溶液的温度、浓度和流量。补水装
置软化水的流量，辅助冷凝器软化水的温度、流量。实验
参数测量装置及精度如表 1 所示 .

表 1   测试仪器参数

名称 型号 精度 试验参数 测量范围

温湿度自记仪 TR-72wf ±0.3℃,
±5%RH 空气温湿度

-10~60℃,
10%~95%RH

T 型热电偶 TT-T-24-SLE ±0.1℃ 溶液温度 -200~260℃
转子流量计 LZT-25S25D ±4% 溶液流量 250~2500L/h
热线风速仪 Swema air 300 ±0.01m/s 风速 0~30m/s

电子天平 AUW120D ±0.01mg 溶液质量 0~120g

2   实验结果分析
2.1   性能参数定义

本实验采用除湿器除湿率 Δw、除湿效率 η、传质系
数 α、传热系数 k 作为填料除湿性能优劣的评价指标，计
算公式如下：

Δw = wa,in - wa,out                                                                                                    （1）

η =                                                                                （2）

α =                                                                                （3）

k =                                                                                 （4）

式中：wa,in 为空气进口含湿量（g/kg）；wa,out 为空气
出口含湿量（g/kg）；wt,sat 为溶液相平衡空气含湿量（g/
kg）；S 为填料的传热传质面积（m2）；r 为水的汽化潜热（kj/
kg）；Δd 为对数平均传质势差（g/kg）；Δt 为对数平均
传热温差（℃）。
2.2   不同填料除湿性能比较

填料材料和构造决定了溶液与空气传热传质的优劣，
进而决定了机组的除湿性能，本文针对无纺布、湿帘、波
纹孔板三种材质规整填料进行实验研究。实验过程中溶液
流量保持不变，机组运行达到设定的蒸发器出口溶液温度，
并持续运行 15min 后读取相关数据。表 2 反映了填料对比
实验中新风及溶液的入口参数。

表 2   填料对比试验参数变化范围

新风温度 新风含湿量 溶液温度 溶液浓度 新风流量 溶液流量

（℃） （g/kg） （℃） （%） （kg/s） （kg/s）

27.7~28.7 15.4~16.3 14.6~15.3 42 0.067~0.2 0.22

为了布液均匀，填料充分润湿，同时避免溶液从调
湿模块中带出，采用溶液和空气的适中流量，液气比范围
1.1~3.3[13]。通过改变空气流量得到不同工况下的评价指标
及其变化趋势，从而分析参数变化对该填料除湿性能的影
响。

图 2、图 3 显示的是空气流量对无纺布填料、湿帘填
料、波纹孔板填料除湿器除湿率和除湿效率的影响。当改
变空气流量，空气流量由 0.067kg/s 逐渐增加到 0.2kg/s，
由上图可知，随着空气流量的增加，三种填料除湿率和除
湿效率变化趋势一致，均呈现出下滑的趋势，这是因为空
气流量增大，流速相应增加，从而缩短了溶液与空气的接
触时间。其中无纺布填料除湿率由 8.86g/kg 减少到 8.15g/
kg，湿帘填料和波纹孔板填料除湿率分别约为无纺布填料
的 90% 和 82%，其中无纺布填料除湿效率由 0.87 减少到
0.81，湿帘填料和波纹孔板填料除湿效率分别约为无纺布
填料的 88% 和 80%。

图 2   除湿率

图 3   除湿效率

图 4、图 5 显示的是空气流量对无纺布填料、湿帘填料、
波纹孔板填料除湿过程传热和传质系数的影响。当改变空
气流量，空气流量由 0.067kg/s 逐渐增加到 0.2kg/s，由上
图可知，随着空气流量的增加，三种填料传热和传质系数
变化趋势一致，均呈现增加的趋势，这是由于随着空气流
量增加强化了空气的湍流扰动，同时使得空气流动方向空
气更新速度加快，从而与溶液之间的传质势差和温差越
大，除湿溶液表面与空气主流的扩散渗透加强，从而使得
传热和传质系数增加。其中无纺布填料传热系数由 6.13W/
(m2·℃) 增加到 10.42W/(m2·℃)，湿帘填料和波纹孔板填料
传质系数分别约为无纺布填料的 75% 和 90%。其中无纺
布填料传质系数由 7.05g/(m2·s) 增加到 11.78g/(m2·s)，湿帘
填料传质系数约为无纺布填料的 83%，波纹孔板填料传质
系数与无纺布填料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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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溶液除湿过程传热系数

图 5   溶液除湿过程传质系数

无纺布填料由塑料平板表面复合无纺布制成，比表
面 330(m2/m3)，湿帘填料由植物纤维平板制成，比表面
390(m2/m3)，波纹孔板填料由表面有细波纹开窗的塑料平
板制成，比表面 350(m2/m3)，三种填料其他构造基本一致。
在溶液流量和空气流量相同时，比较无纺布填料、湿帘填
料、波纹孔板填料除湿单元除湿率、除湿效率以及传热和
传质系数，其中无纺布填料在各个参数表现均最优。这是
由于无纺布相较于湿帘和表波纹孔板有更好的吸湿性和较
大的持液量，使得除湿过程中溶液分布更加均匀，综合除
湿效果更好。
2.3   不同溶液浓度控制方法比较

为保证机组稳定运行，需要对机组溶液浓度进行控制，
目前普遍采用的方式是向机组补水或者采用辅助冷凝器平
衡热泵冷凝侧多余热量。本文针对两种浓度控制方法进行
实验研究，实验工况，室外新风温度为 27.7℃，含湿量为

18.1g/kg，溶液浓度为 42%，新风和排风流量均为 0.17kg/s，
除湿器和再生器溶液流量均为 0.22kg/s，热泵系统的输入
电功率控制在 2.8kW。

关闭辅助冷凝器水侧管道上的流量阀，机组采用补水
的方式控制溶液浓度。开启辅助冷凝器水侧管道上的流量
阀，机组采用辅助冷凝器热平衡的方式控制溶液浓度。

从图 6 可以看出，热泵系统蒸发器提供 7.7kW 冷量用
于冷却溶液，有 5.0kW 的冷量通过溶液冷却除湿侧新风，
冷凝器提供的热量为 10.2kW，有 7.8kW 的热量通过溶液
加热再生侧新风，溶液槽中有 2.7kW 的冷量被抵消，占
到总冷量的 35%。从图 7 可以看出，热泵系统蒸发器提供
8.0kW 冷量用于冷却溶液，有 6.5kW 的冷量通过溶液冷却
除湿侧新风，主冷凝器提供的热量为 8.1kW，有 6.6kW 的
热量通过溶液加热再生侧新风，辅助冷凝器中平衡的热量
为 2.7kW，溶液槽中有 1.5kW 的冷量被抵消，占到总热量
的 18%。

本实验利用室外新风进行溶液再生，当冷凝侧热量全
部用于加热溶液再生，采用补水的方式控制机组溶液浓度，
由于室外新风温湿度较高，溶液再生过程中，所能带着的
热量有限，机组热泵系统散热能力较差，导致溶液槽中冷
热抵消现象严重，机组除湿性能较差。当采用辅助冷凝器
平衡热泵系统冷凝侧多余热量，冷凝温度降低，再生过程
溶液温度降低，传质驱动势减少，溶液再生量减少，同时
再生新风所需带走的热量减少，机组热泵系统散热能力提
高，溶液槽中冷热抵消的情况有所缓解，机组除湿性能提
高 17%。
3   结论

本文在热泵型溶液调湿新风机组实验平台上，实验比
较了以无纺布、湿帘、波纹孔板为材质的三种规整填料的
传热传质性能。同时，探索了采用向机组补水和采用辅助
冷凝器热平衡这两种机组溶液控制方法对于机组除湿性能
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1）除湿率和除湿效率随着空气流量的增加而降低，
传热和传质系数随着空气流量的增加而升高。

（2）相同工况下，无纺布填料在除湿单元进出口含湿
量差、除湿效率、传热传质系数这些评价指标上表现优异。
其中传热系数是湿帘填料的 1.2 倍，是波纹孔板的 1.1 倍；
传质系数与波纹孔板填料相当，是湿帘填料的 1.2 倍。无
纺布在较小比表面积下，拥有最好除湿性能，这说明填料
的持液量对除湿效果影响较大。

（3）在采用室外新风再生的情况下，采用辅助冷凝器

图 6   补水方式机组能流图 图 7   辅助冷凝器热平衡方式机组能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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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平衡的浓度控制方法相较与采用向机组补水的方式，机
组热泵系统散热能力提高，机组溶液槽中冷热抵消的热量
降低，机组除湿性能提高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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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能源问题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主要问题，如何

实现可持续发展已上升为我国的重要战略议题。在 2014 年
11 月的 APEC 会议上，中美就碳减排达成了协议，中国
承诺到 2030 年前停止增加 CO2 排放，美国承诺到 2025 年
减排 26%，在 2015 年巴黎气候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再次
重申这目标 [1]。实现这一目标已成为我国今后节能减排的
工作重点。据了解，我国能源总消耗中建筑能耗占比超过
30%。其中暖通空调系统能耗占建筑总能耗的 40%，大中
型商场中央空调能耗占比甚至超过了 50% [2]。因此降低空
调系统的运行能耗对我国的建筑节能意义重大。

为了降低空调的运行能耗，各国地区纷纷对空调系统
的运行设定温度从新规定。一般而言，理想的夏季空调设
定温度应为 25.5℃ [3]，国家发改委倡导夏季空调 26℃ [4]，
日本内阁环境省（MoE）鼓励将夏季办公室空调温度设定
在 28℃[5]。因此层式通风作为一种高温新型的通风方式，
在 2005 年提出 [6,7]，该方式是一种适用于中、小型空间的
气流组织方式，具体如图 1 所示。层式通风与高大空间分
层空调有原理性的区别：在层式通风下，人员处于送风区；
而在分层空调下，人员处于回流区。该通风方式完全满足
ASHRAE55-2013[8] 热舒适标准对室温较高的条件下风速的
要求，也满足人们对局部吹风的生理需求。张慧等人发现
在中性至偏暖的条件下，对空气流动（风速和紊流强度）
不足的抱怨多于对过头的抱怨，约有一半的人要求增加而
只有 4% 的人要求减少 [9]。许多实验和现场调研证明，在
偏暖的条件下，空气流动对偏高的温度具有补偿作用。在

层式通风对人体热舒适的快速调节实验研究
方赵嵩 1,2，林    章 2，程    勇 3，方铭麟 2，吕原丽 4

(1. 广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广州   510006；2 香港城市大学建筑科技学部，香港特别行政区；3 重庆大学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 重庆   400044；4 内蒙古科技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包头   014010) 

［摘   要］为了明确层式通风对人体热舒适的调节速率，推动层式通风的广泛应用，本论文通过室内气流实验室，营
造三种不同的通风方式（层式通风，置换通风和混合通风），并采用室内热环境参数测试和人体热舒适调研相结合的方法，
开展实验研究。具体结论如下：不同通风方式下，距地板不同高度，空气温度和风速有显著差异；PMV-PPD 模型与实际人
体平均热感觉和不满意率也存在显著差异，采用 PMV-PPD 模型对实际人体热舒适进行预测时需进行修正；当建筑室内空
气温度保持在 26°C， 相对湿度为 50%，换气次数在 17 次时， 在前 30min，层式通风相比其他通风方式对人体热舒适调节
程度较为显著，人体平均热感觉快速下降，并在 30min 后保持相对稳定。而其他两种通风方式下，平均热感觉随时间呈现
抛物线形的变化，变化最慢的是混合通风；在变化率上，前 30min，层式通风下的热感觉变化梯度均大于零且明显高于其
他通风方式， 30min 后其变化率基本趋于零。因此可以看出，在相同时间和室内热环境下，对人体热舒适的调节速率最快
的是层式通风，其次是置换通风，最慢的是混合通风。

［关键词］层式通风；实验测试；热感觉；调节速率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Fast Regulating Thermal Comfort under Stratum 
Ventilation

Fang Zhao-song1,2, Lin Zhang2, Cheng Yong3, Fong Ming-lin2, Lu Yuan-li4

(1.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 Division of Buil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Kowloon, Hong Kong; 3 Faculty of Urban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5, China; 4 School of Environment & Energy,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Baotou 014010,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indicate the adjusting rate of thermal comfort under stratum ventilation, a series of experimental cases, 
including stratum ventilation, displacement ventilation, and mixed ventilation were carried out in the advantaged ventilation cabin. 
The thermal environment parameter measurement and thermal comfort survey were considered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variations of air temperature and air velocity were obvious different under different ventilations. There were som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MV-PPD and the experiments results. Thus, the model of PMV-PPD needed to be modified to evaluate 
the thermal comfort. Under the experimental cases with air temperature 26°C, relative humidity 50%, air change rate 17 ACH, 
the regulating rate of thermal comfort under stratum ventilation was more significant than other ventilations. The overall thermal 
sensation dramatically decreased in first 30 mints, and then kept constant. The variation rate of thermal sensation under stratum 
ventilation was near zero after the first 30 mints. Under other ventilations, the variations of the thermal sensation against running time 
is as parabola. Therefore, under the same indoor thermal environment, the fastest regulating rate was stratum ventilation, followed by 
displacement ventilation. The slowest was mixed vent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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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环境与能源 | 2017年第5期242

New Ventilation Technology通风新技术

夏季，空气流动的水平应该提高 [10-12]。同时，相对于背面
而言，人体的侧面和正面对空气流动的敏感度低得多 [12,13]。
因此在夏季，层式通风营造满足室内热舒适性要求 [14-16] 和
保证室内良好的空气品质 [16-18] 的同时，能显著提高空调
房间的运行稳定性，大幅度降低空调系统的运行能耗，具
有有明显是的节能和环保效应。相比其他传统的通风方式
（置换通风和混合通风）相比，空调系统全年的运行能耗
能分别能节约 25% 到 44% [19]。另外层式通风还有一个显
著的特点，那就是快速冷却的特征。Lin 和 Wang 通过对
三种通风方式（混合通风，置换通风和层式通风）建筑室
内热环境达到基本一致的热舒适要求的预冷时间进行了实
验研究，结果表明在室内热环境的 PMV，PD 和 ADPI 基
本一致的情况下，层式通风的预冷时间最短约 15min，而
混合通风约 40min，最长的是置换通风约 80min[20]。说明
层式通风在房间的预冷期，也存在显著的节能效果。

为了深入分析层式通风的快速冷却效果，本文利用实
验测试与问卷调研的方法，对人体热舒适的条件进行了测
试，结合人体热舒适变化特征和热感觉的动态变化率，判
定三种不同通风方式对人体热舒适调节快慢，这有利于层
式通风在中小型建筑室内的应用和推广。

1   实验方法
1.1   实验设定

本研究是在一个气流环境室内进行的，该实验室为一
个典型的教室，坐落在香港城市大学，其长、宽、高的尺
寸分别得 8.8m，6.1m 和 2.4m，具体如图 2 所示。实验室
内的热环境由空调系统进行控制。该空调系统能可以实现

图 2   高级气流实验室照片与平面图

图 1   层式通风示意图

送风回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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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气流组织形式的切换，具体包括混合通风，置换通风
和层式通风，如图 2 所示。在层式通风中，送风由前面墙
的四个孔板送风口送风，对面对应的四个回风口进行回风，
所有风口的中心温度为 1.3m。另外，室外新风是通过独
立处理后，单独送入室内。为了能够改变送风量，本实验
室内的送风机为变频风机，可以实时改变。

在本研究中，每次实验由 24 位同学参加，并坐成 3 排，
每排 8 个人，每个工况进行 2 次重复实验。在实验过程室
内空气温度和风速需被实时记录，并同时收集受试者热反
应。整个实验室均由周围的空调区域所控制，因此墙壁，
楼板地面和天花板均假设为均等。为了证明该假设的准确
性，在实验过程中采用了热成像仪对房间各壁面温度进行
了测试。结果表明墙体温度与房间温度非常接近，因此墙
体的辐射温度对人体的热舒适影响可以忽略。
1.2   实验设计

在本研究中，房间的温度通过设置在房间中心 1.1m
处的测试仪器进行测试和显示，如图 2 所显示的 M 点上。
整个实验测试分位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过渡区进行的，
该地区的空气温度均由室内空调系统进行控制，基本保持
室内温湿度相对稳定。在过渡区内，所有受试者均被要求
填写相关个人基本信息，并保持相对稳定的情绪和活动水
平，持续时间约为 30min。第二部分是在实验室内进行。
本实验中采用了三种气流组织形式，在每种气流组织控制
下，房间的温度设定为 26℃，相对湿度位 60%，换气次
数为 17 次。每一次实验持续 1h，每 15min 记录受试者的
热反应，共记录 5 次。
1.3   测量参数

为了获取工作区的温度和速度分布特征，在实验过
程中，有六个位置被选中作为数据测试点，且每个测试点
在垂直高度上分布布置了三个不同高度的测试点，分别
离地面 1.1m、0.6m 和 0.1m。 这些点上的温度和风速均
有 SWEMA 测试系统进行采集。该测试系统的空气流速
的测试量程为 0.05~3.0m/s；在 0.07~0.5m/s 的范围内，精
度为 ±0.02m/s，在 0.5~3.0m/s 范围内，精度为 ±0.03m/s，
响应时间为 0.2s；空气温度的量程为 10~40℃，测量误差
为 ±0.2℃。对于 INNOVA 测试系统，风速的测量范围是
0~10m/s，精度为读数的 5%+0.05m/s；响应时间为 0.2s. 温
度的精度为 ±0.2℃；相对湿度是通过露点温度确定的，其
精度为 ±0.5℃。
1.4   调研问卷

本研究调研的主要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参加人
员的基本信息，主要是包括员的年龄、身高、体重、着装
情况和活动水平；另一方面是人体的主观热反应，在本研
究中主要是选择人体热感觉来评价室内的热环境，因此在
调研中采用的是 ASHRAE 标准推荐的 7 级指标（-3 冷，-2
凉，-1 有点凉，0 中性，+1 有点暖，+2 暖，+3 热）对人
体热感觉进行评价。在满意率评价上采用（+1）满意和（0）
不满意来进行表示。
1.5   实验流程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受试者均暴露在不同通风方式控
制下的室内热环境中。人体的热反应和室内的空气温度和
流速被实时记录。在开始实验之前 30min 内，对受试者介
绍整个实验的流程。本实验的所有受试者均来自香港城市
大学生，身体健康的学生，没有吸烟的习惯，不存在慢性
疾病和过敏。且在实验开始之前 24h 内，受试者被要求正

常的饮食，不可做剧烈运动。在着装方法，被要求穿典型
的夏季服装，如短袖衬衣，薄长裤，打底裤，短袜和鞋子。
在整个测试过程中受试者可以看书学习，但必须保持安静。
因此受试者的服装热阻约为 0.43clo，代谢率大约为 1.0met。
本次实验共有 144 人次参与了实验，男女各半。每次实验
共有 24 人参与，每个送风工况下的实验进行两次，共 48 人。
每次实验持续时间为 1h，每位受试者每隔 15min 完成一
次问卷的填写。环境的参数被认真记录下来。
2   结果和讨论
2.1   室内环境参数

为了使不同通风方式下，人体热舒适的变化具有可比
性。本研究中，各种通风方式影响下，室内热环境参数基
本保持一致，具体如表 2 所示。混合通风的室内平均风速
为 0.08m/s，置换通风的平均风速为 0.06m/s，层式通风的
平均风速为 0.24m/s，这与送风的风口位置有明显关系；
相对湿度均保持在 60%；平均空气温度基本保持在 25.5 
℃ 左右，其中相对较低时置换通风，为 24.90℃，与其他
送风方式相差约 0.5℃。平均辐射温度约为 25.8℃，与空
气温度差异也并不显著。为了保证所有同风方式下的送风
量一致，本研究的换气次数均为 17 次。服装热阻作为人
员热舒适的一个影响因素，在调研中，人体的着装情况被
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在不同通风方式下，人员的平均
服装热阻约为 0.43clo。

表 1   室内环境参数

通风方式
平均风速

/(m/s)
相对湿度

/%
平均空气温度

/℃
平均辐射温度

/℃
换气
次数

服装热阻
/clo

混合通风 0.08 60 25.49 25.83 17 0.425
置换通风 0.06 60 24.90 25.68 17 0.429
层式通风 0.24 60 25.53 26.08 17 0.435

由于送风口位置的差异，导致室内流场存在差异，如
表 2 所示。距地板不同高度，空气温度和风速有明显的差
异。在混合通风时，不同高度下的风速基本保持一致没有
显著差异，主要原因是由于混合通风一般采用的是上送上
回的形式，冷气流通过顶部散流器，送入房间，到达人呼
吸区时，由于卷吸效应，风速也明显衰减，因此不同高度
下的空气温度基本一致，靠近地面位置的空气温度较低。
层式通风的冷气流直接作用于人的呼气区，因此在距离地
方 1.1m 位置上，温度最低，风速最大。而置换通风的风
速最大和温度最低的位置出现在距离地面 0.1m 的温度，
脚踝容易产生吹风感。

表 2   不同高度下的风速和温度变化

通风方式 高度 /m 空气温度 /℃ 空气流速 /(m/s)

混合通风

0.10 24.93 0.09
0.60 25.59 0.07
1.10 25.95 0.07

置换通风

0.10 22.77 0.12
0.60 24.95 0.04
1.10 26.97 0.04

层式通风

0.10 25.55 0.20
0.60 25.92 0.17
1.10 25.41 0.35

2.2    PMV 与 MTSV（平均热感觉投票）的关系
图 3 为不同送风方式下，PMV 和 MTSV 的差异，从

图上可以看出 PMV 和 MTSV 存在明显的差异，PMV 值
明显比 MTSV 低，表明了 PMV 在实际评价中过低估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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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热感觉。主要原因是，本实验的测试位于香港，人们
在长期的室内环境训练下，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适应性，因
此实际的热感觉明显高于 PMV。另外对比各种通风方式，
结果表明，层式通风营造下，人员的 MTSV 比其他通风
方式下的 MTSV 要低，主要是层式通风的冷气流直接作
用于房间的工作区，人的上身部位，其调节效果比较明显。

图 3   同送风方式下 PMV 与 MTSV 的差异

图 4 为 PPD 与实际不满意率的比较，从图上可以看出，
基于 PMV 计算得到的 PPD 与实际不满意率存在显著的差
异，三种送风方式下的实际不满意率明显均低于 10%，低
于 PPD，这也说明了 PPD 在实际预测人体不满意率时，
与实际的不满意率存在一定的差异，应若采用 PMV-PPD
模型对人体热舒适进行预测评价是需进行修正。

图 4   PPD 与实际不满意率的差异

2.3   热感觉变化
图 5 为 MTSV 随时间的变化规律。从图上可以明显

看出，三种通风方式下，人体的平均热感觉随时间的变化
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层式通风方式下，受试者开始进入实
验室时，MTSV 处于最大值，之后随时间明显降低，在
30 分钟的时候，MTSV 基本保持在 -0.1。当采用的是混
合通风或置换通风时，MTSV 随时间存在抛物线的变化规
律，MTSV 先增加，约在 30min 之后才开始下降，最为明
显的是混合通风，且两种通风方式均在 60min 内，MTSV
还在变化，并未出现稳定的趋势。引起该现象的主要原因
是，层式通风的冷气流直接作用于人体的主要散热区，受
试者进入房间时，很快就受到冷气流的调节，因此受试者
的平均热感觉在起始阶段随时间发生快速下降。然而，但
送风方式改为混合通风或置换通风时，受试者从过渡区进

入气流室时，人员的代谢率偏高，但这两种通风方式下，
室内的流程较为均匀，人体主要散热区的风速较低，因此
对人体的冷调节并没有快速抵消人体的代谢的产热量，因
此 MTSV 出现了先增大后减小得变化规律。这表明了层
式通风在人体热感觉的调节下，明显优于其他两种通风方
式。这从另一个方面验证了 Wang 和 Lin[20] 的研究结论。          

图 5   平均热感觉随时间的变化

图 6 为平均热感觉随时间的变化值，从图上可以明显
看出，层式通风的在前 30 分钟内，ΔMTSV 约为 0.2，在
30 分钟后基本趋于 0，而置换通风在 30 分钟内的变化值
均小于 0，混合通风在 45 分钟内均小于 0，说明了受试者
在 40 分钟后 MTSV 才开始下降。因此，表层式通风相比
其他两种通风方式，对人体热舒适的调节上，具有快速冷
却的功能，它能够在 30 分钟内使人员的热感觉开始趋于
稳定，这明显缩短调节的时间。

图 6   平均热感觉随时间的变化值

3   结论
为了明确层式通风对人体热舒适的调节速率，推动层

式通风的广泛应用，本论文通过室内气流实验室，营造三
种不同的通风方式（层式通风，置换通风和混合通风），
并采用室内热环境参数测试和人体热舒适调研相结合的方
法，开展实验研究。具体结论如下：

（1）距地板不同高度，空气温度和风速有明显的差异。
层式通风作用下，温度最低点和风速最高点出现在 1.1m
的位置，而置换通风是出现在 0.1m 的位置。

（2）PMV 和 MTSV 存在显著的差异，由于人们的适
应性，导致了 PMV 过低预测了人体平均热感觉，PPD 与
实际不满意率投票值同样存在差异，因此采用 PMV-PPD
对实际人体热舒适进行预测时需进行修正。

（3）当建筑室内空气温度保持在 26℃， 相对湿度为

不
满

意
率

ΔM
TS

V

混合通风

混合通风

置换通风

置换通风

层式通风

层式通风

平均投票值 时间 /min

时间 /min

混合通风

PMV

15 30 45 60

0 15 30 45 60

PMV

-0.8 -0.6 -0.4 0.4-0.2 0.20

0.4

0.3

0

-0.2

-0.4

-0.6

-0.8

0.3

0.2

0.1

0

-0.1

-0.2

14%

12%

10%

8%

6%

4%

2%

0%

0.4

0.3

0.2

0.1

0

-0.1

-0.2

MTSV

MTSV

平
均

投
票

值

置换通风
送风方式

层式通风



 2017年第5期 | 建筑环境与能源 | 245

New Ventilation Technology 通风新技术

50%，换气次数在 17 次时， 层式通风相比其他通风方式
在前 30min 对人体热舒适调节程度较为显著，人体平均热
感觉发生了快速的下降，并在 30min 后保存相对稳定。而
其他两种通风方式下，平均热感觉随时间呈现抛物线形的
变化规律，变化最慢的是混合通风；从平均热感觉随时间
的变化率上可以看出，在前 30min，层式通风下的热感觉
变化梯度均大于零且明显高于其他通风方式，且 30min 后
其变化率基本趋于零。因此可以看出，在相同时间和室内
热环境下，对人体热舒适的调节速率最快的是层式通风，
其次是置换通风，最慢的是混合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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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我国各地区域性雾霾灾害天气频发，给人

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严重影响。根据环保部 2016 年
空气质量报告，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是我国大气污染最严
重的区域，甚至该区域部分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不足
50%[1]。虽然合肥所处长三江区域略好于华北地区，但根
据合肥市环保局所公布数据，2015 年全年仍有 110 天为污
染天气，且当年 12 月份只有 6 天为良好，其余皆为污染
天气，其中还有 7 天为重度污染天气 [2]。而雾霾天气的主
要元凶是颗粒物，因颗粒物中所含有毒有害物质，长期暴
露会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3, 4]。谢元博等 [5] 针对 2013 年北
京雾霾重污染时的研究表明，短期高浓度 PM2.5 污染对人
群健康风险较高，约造成早逝 201 例，呼吸系统疾病住院
1056 例等，相关健康经济损失高达 4.89 亿元。

随着室外环境的恶化，人们对室内空气品质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推动了新风和净化器市场的发展，其中 2015
年我国仅新风系统产值就达 45 亿元 [6]。然而新风系统实
际运行效果究竟如何需通过大量实验验证。除邓育涌 [7] 通
过实验测试分析密闭性、厨房烹饪、室外环境风速、风压
差异下对比新风和空气净化器的除霾效果的文章外，可供
公开检索的新风系统性能实测文章较少。因此，本文将针
对当前常见新风形式开展实测研究，测试目标主要是社会
所关注的颗粒物浓度，从而分析不同新风方式下，室内外
颗粒物浓度变化状况。
1   实验设置

测试工作在一两层结构的建筑环境模拟房中开展（如
图 1 所示），环境模拟房屋中的房间面积为 2.67m2，层高
1.5m，开窗面积为 0.235m2。并根据当前市场上实际新风

系统的应用情况，设置工况如表 1 所示，根据新风来源分
为自然通风、闭式空调 + 自然通风、机械通风系统和全热
交换器系统等四种情况，并考虑自然通风采用无窗纱、普
通窗纱和防霾窗纱三种情况，机械通风考虑普通滤芯和高
效滤芯三种情况，全热交换器系统考虑普通滤芯、活性炭
滤芯和高效滤芯三种状况。具体实验材料如表 2 所示。

测试仪器选用苏净集团的 yo9-pm 颗粒物检测仪和
yo9-310 尘埃粒子计数器以及法国 KIMO AQ 110 二氧化碳
检测仪和 KIMO KH110 温度仪。新风量采用 CO2 衰减法
和风速法进行测试。

图 1   环境模拟房

2   结果分析
2.1   自然通风

我国大部分地区居民都有开窗通风的习惯，               
考虑到蚊虫影响，现在家庭一般都安装窗纱，因而有

部分商家据此推出号称能预防颗粒物的“防霾窗纱”，甚
至号称能过滤 90% 的颗粒物，因此实验中加入所谓“防
霾窗纱”的测试，具体结果如图 2 所示。

从图中可发现在三种工况下，即无窗纱、普通窗纱和
防霾窗纱，效果基本一致，颗粒物的室内外浓度比皆在 1
附近变化，即室内外颗粒物浓度基本一致。结果中 60min
左右室内外颗粒物 I/O 比有一个上升，原因是室外浓度有
所下降时，室内的下降有所延迟。

新风系统通风效果的实测研究
王艳红，王    蕾，吴    凡，赵梓君，杜小兵，张爱凤，赵卫平 

（合肥工业大学，合肥   230009）

［摘   要］由于全国大范围雾霾灾害频发，建筑新风系统越来越受到大家关注。本文在建筑环境舱中开展新风系统的实
测研究，针对自然通风、闭式空调 + 自然通风、机械通风和全热换热器四种工况，分析室内外颗粒物的浓度比和新风换气次数，
研究发现，所测防霾纱窗没有效果；机械通风有利于去除室内颗粒物；全热换热器更换不同类型滤料没有起到去除室内颗
粒物的效果。

［关键词］雾霾，新风，颗粒物，室内外浓度比

Experimental Study on Ventilation Efficiency of Fresh Air System
Wang Yan-hong, Wang Lei, Wu Fan, Zhao Zi-jun, Du Xiao-bing, Zhang Ai-feng, Zhao Wei-ping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widespread of haze disasters in our country, the fresh air supply system is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So an experiment study was conducted in a built environment house to find fresh air ventilation efficiency under four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like natural ventilation, air conditioning and natural ventilation, mechanical ventilation, heat exchanger 
system. The results show anti-haze screen has no effect, even to greatly decrease the ACH. Mechanical ventilation worked best. Heat 
exchanger of different filter did not work well to decrease indoor particular concentration.

［Keywords］Haze; Fresh Air; Particulate matter; I/O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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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工况设置

序号 工况 温度 /℃ 风速 /(m/s)

1.1
自然通风

无窗纱

26.0±1.3 1.9±0.81.2 普通窗纱

1.3 防霾窗纱

2.1
闭式空调 + 自然通风

普通窗纱
26.6±0.8 1.2±0.6

2.2 防霾窗纱

3.2
机械通风

普通滤芯
23.4±0.8 1.1±0.5

3.3 高效滤芯

4.1
全热换热器

普通滤芯

26.2±1.4 0.9±0.34.2 活性炭滤芯

4.3 高效滤芯

对于 PM2.5，无窗纱、普通窗纱和防霾窗纱工况下室
内外浓度比分别为 0.93±0.09、0.99±0.21 和 0.93±0.16，进
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 P ＞ 0.05，说明组间没有显著差异；
对于 PM10，则分别为 1.02±0.14、1.06±0.18 和 1.11±0.18，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同样现象。因此，两种粒径的颗
粒物室内外浓度比基本一致，两种窗纱皆没有起到任何效
果。

从表 3 可知，无窗纱、普通窗纱和防霾窗纱下新风换
气次数分别为 11.5h-1、10.3h-1 和 1.0h-1，可发现由于防霾
窗纱空气流通阻力大，室内新风换气次数大大降低。因此，
动辄是普通窗纱数十倍价格的“防霾窗纱”，对颗粒物的
拦截效果不仅可忽略不计，而且还进一步阻碍房间的新风
换气能力；同时表明雾霾天气不适合开窗自然通风。
2.2   闭式空调和自然通风

分体空调在我国家庭应用广泛，其只有基本的过滤功
能，通常不引入新风，因此常结合适当开窗来引入新风，
因此实验中设置闭式空调和自然通风工况。从图 3 可发现，
对于 PM2.5，两种窗纱情况下，室内外浓度比最终趋于一致，
在 0.8 左右；对于 PM10，防霾窗纱略好于普通窗纱，原因
可能是空调过滤或颗粒物沉降等导致室内 PM10 浓度的降
低。

在闭式空调和自然通风工况下，对于 PM2.5 颗粒物，
普通窗纱和防霾窗纱工况下室内外浓度比分别为 0.84±0.06
和 0.83±0.08，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 P ＞ 0.05，说明
组间没有差异；对于 PM10，则分别为 0.92±0.05 和 0.84±0.07，
两组浓度有明显差异。因此两种自然补风条件下，PM2.5

表 2   实验材料

名称 普通窗纱 防霾窗纱 普通滤芯 活性炭滤芯 高效滤芯

样品

（a）PM2.5 （b）PM10

（a）PM2.5 （b）PM10

图 2   自然通风工况颗粒物 I/O 比

图 3   闭式空调和自然通风工况颗粒物 I/O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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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物室内外浓度比基本相同，PM10 颗粒物防霾窗纱略
低于普通窗纱，但可能是空调滤网对 PM10 的过滤效果好
于 PM2.5 导致，再加上防霾窗纱工况下换气次数较低，不
能证明防霾窗纱有效。当室内有闭式空调产生的强迫空气
流动时，防霾窗纱下的新风换气次数仍达到 3.1h-1，虽然
明显小于普通窗纱的 10.2h-1。
2.3   机械通风

由于我国受到大范围雾霾影响，机械通风系统开始
在住宅当中获得广泛关注，并且考虑机械通风方便设置各
级各类过滤器，可有效控制室内颗粒物的浓度，因此实验
中设置机械通风工况，并考虑普通过滤和高效过滤状况。
结果如图 4 所示，可发现高效过滤器过滤效果显著，无论
PM2.5 还是 PM10，都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过程；而普通滤芯
虽然也能使室内外浓度比下降，但 3h 后大约只比室外浓
度较低 40% 左右。刚开始十分钟没有明显下降原因可能
是由于房间体积较小，送风对室内环境进行搅拌，把物体
表面的灰尘扬起。

对于 PM2.5 颗粒物，普通滤芯和高效滤芯下后室内外
浓度比分别为 0.54±0.05 和 0.26±0.02；对于 PM10 颗粒物，
普通滤芯和高效滤芯下室内外浓度比分别为 0.54±0.04 和
0.30±0.01，两者皆有显著浓度差异，证明机械通风 + 高效
滤芯是有效降低室内颗粒物浓度的手段。对于机械通风状
况，由于高效滤芯的阻力较大，新风换气次数从普通滤芯
下的 1.6h-1 降为高效滤芯下的 0.7h-1。
2.4 全热交换器系统

考虑到能量的回收利用，热回收型设备获得推荐使用
[8]，因此考虑设置不同过滤级别的全热交换器的工况。结

果如图 5 所示，无论是 PM2.5 还是 PM10，高效滤芯未起到
应有的作用，甚至于对于 PM10 普通滤芯效果好于高效滤
芯；高效滤芯和普通滤芯都使室内外浓度比基本维持 0.8；
而活性炭滤芯效果好于上述两种滤芯，原因可能是风管积
尘和设备密封不好。

对 于 PM2.5 颗 粒 物， 普 通 滤 芯、 活 性 炭 滤 芯 和 高
效 滤 芯 下 室 内 外 浓 度 比 分 别 为 0.79±0.07、0.78±0.09 和
0.87±0.05，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有显著差异，经过
近 3h，普通滤芯和高效滤芯条件下室内外浓度比趋于一致。
对于 PM10 颗粒物，普通滤芯、活性炭滤芯和高效滤芯下
室内外浓度比分别为 0.75±0.06、0.79±0.09 和 0.83±0.05，
经过 3h 仍然出现普通滤芯效果好于高效滤芯的情况，并
且活性炭滤芯效果最好。普通滤芯、活性炭滤芯和高效滤
芯下的新风换气次数分别为 32.1h-1、29.8h-1 和 4.2h-1，高
效滤芯明显降低新风换气次数。
3   结论

根据在建筑环境模拟房中所完成的四种测试工况，        
即自然通风、闭式空调 + 自然通风、机械通风和全热换热
器工况，可发现：

（1）所测试防霾窗纱未起到降低室内颗粒物浓度的效
果，反而由于其阻力较大，明显降低室内外的新风换气能
力；

（2）机械通风实验中高效滤芯使室内外的颗粒物浓度
比出现较大下降，PM2.5 浓度比降为 0.26，PM10 降为 0.30；
而普通滤芯只能都降到 0.54，因此可见机械通风对于降低
室内颗粒暴露效果较佳；

（3）全热换热器更换三种过滤技术都没有显著降低室

（a）PM2.5 （b）PM10

（a）PM2.5 （b）PM10

图 4   机械通风工况颗粒物 I/O 比

图 5   全热换热器工况 I/O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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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颗粒物浓度，原因可能是设备漏风导致，因此对设备密
闭性能提出较高要求。若能同时达到能量回收和颗粒物过
滤，应用场合全景广阔。

表 3   各工况下新风换气次数

工况 新风换气次数

自然通风

无窗纱 11.5
普通窗纱 10.3
防霾窗纱 1.0

闭式空调 + 自然通风
普通窗纱 10.2
防霾窗纱 3.1

机械通风
普通滤芯 1.6
高效滤芯 0.7

全热换热器

普通滤芯 32.1
活性炭滤芯 29.8

高效滤芯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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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热泵
1.1   热泵的定义

热泵是一种利用高位能使热量从低位热源流向高位热
源的节能装置。顾名思义，热泵也就是像泵那样，可以把
不能直接利用的低位热能（如空气、土壤、水中所含的热
能、太阳能、工业废热等）转换为可以利用的高位热能，
从而达到节约部分高位能的目的。
1.1.1   热泵定义的内涵

（1）热泵虽然需要消耗一定量的高位能，但所供给用
户的热量却是消耗的高位热能与吸收的低位热能的总和。
也就是说，应用热泵，用户获得的热量永远大于所消耗的
高位能。因此，热泵是一种节能装置。

（2）理想的热泵可设想为由动力机和工作机组成热泵
机组。利用高位能来推动动力机，然后再由动力机来驱动
工作机运转，工作机像泵一样，把低位的热能输送至高品
位，以向用户供热。

（3）热泵即遵循热力学第一定律，在热量传递与转换
的工程中，遵循着守恒的数量关系；又遵循着热力学第二
定律，热量不可能自发、不付出代价的、自动地从低温物
体转移至高温物体。在热泵的定义中明确指出，热泵是靠
高位能拖动，迫使热量由低温物体传递给高温物体。
1.2   热泵的分类
1.2.1   地源热泵

地源热泵是利用浅层地能进行供热制冷的新型能源利
用技术，是热泵的一种，热泵是利用卡诺循环和逆卡诺循
环原理转移冷量和热量的设备。

地源热泵通常是指能转移地下土壤中热量或者冷量到
所需要的地方。通常热泵都是用来做为空调制冷或者采暖
用的。

地源热泵还利用了地下土壤巨大的蓄热蓄冷能力，冬

热泵技术应用进程与前景展望
段少陪，骆    雯，曲剑巍

（沈阳城市学院，沈阳   110112）

［摘   要］将可再生能源替代暖通空调中传统的碳能源是暖通空调发展的必然趋势。热泵作为提供热量的主要设备之一，
其技术是将可再生能源中的低位热能转化为高品位热能。因其对环境友善、节约能源的特点，在工业制冷方面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随着热泵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创新，人们发现地源热泵与空气源热泵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关键词］可再生能源；热泵技术；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

The Heat Pump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Prospect  
Duan Shao-pei, Luo Wen, Qu Jian-wei    

(Building Environment and Energy Engineering, Shenyang City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12, China )    
［Abstract］In this paper renewable energy to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carbon energy is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HVAC (Heating Ventilation Air Conditioning) field. One of the main equipment for heat pump to supply heat, its technology 
is renewable energy in low heat energy can be converted to the high grade thermal energy. Because of its characteristics of 
environmental friendly, energy saving,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industrial refrigeration.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heat 
pump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eople found the ground source heat pump and air source heat pump have greater development 
potential.

［Keywords］renewable energy; heat pump technology; air source heat pump; ground source heat pump

季地源把热量从地下土壤中转移到建筑物内，夏季再把地
下的冷量转移到建筑物内，一个年度形成一个冷热循环。
1.2.2   空气能热泵

空气能热泵顾名思义就是利用空气中的能量来产生热
能，能全天 24h 大水量、高水 压、恒温提供全家不同热
水需求，同时又能消耗最少的能源完成上述要求的热水器。
并在家高效制取生活热水的同时，能够像空调一样释放冷
气，满足厨房的制冷需求，并且可以在阳台、储物间、车
库等局部空间达到除湿的作用防止物品发霉变质或者快速
晾干衣物。

空气能热泵的分类：从压缩机的型式来看：有全封闭
和半封闭活塞式压缩机、涡旋式压缩机、半封闭螺杆式压
缩机等；按机组容量大小分：有别墅式小型机组和中大型
机组； 按机组结构来分：有整体式机组和模块化机组。
按功能分：一般热泵机组 、热回收机组、蓄冷热机组。

图 1   封闭的布雷顿热泵循环流程图

图 2   吸收式热泵技术原理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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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简单的第一种吸收式热泵循环

图 4   简单的第二种吸收式热泵循环

图 5   空气源热泵热水器系统原理图

2   空气能热泵的优点
“安全 + 省钱 + 舒服 + 环保 + 经久耐用”：
（1）安全
不用燃气，不会产生任何废气，更不会出现“煤气中

毒”；不用电加热棒加热，不会有漏电危险，呵护家人健
康安全。

（2）省钱
COP 值超过 3 以上，能效比高，绝对省电、省钱。可

节省 2/3~3/4 的电费支出，或节省 1/2~2/3 的燃气费支出及
太阳能热水器的辅助加热费用。

（3）舒适
专利技术 - 过流式间接加热，全自动定温有压供水，

在使用热水时绝不会忽冷忽热，热水有压力，舒适感好。
全天候、全年候供水，弥补了太阳能热水系统阴雨天、晚
间、无阳光、上冻时无热水可用的尴尬。

（4）环保
空气（热泵）热水器排出的冷风，有利于降低室温。

（5）经久耐用
精选世界名牌零配件，五重防锈技术，外壳采用耐腐

蚀、超厚度的涂层钢板或不锈钢板，设备性能稳定，使用
寿命达十五年。
2.1   空气能热泵效率高

与燃煤锅炉、燃油锅炉、燃气锅炉、电热水器相比，
热泵热水器是热效率最高的热水器。

燃油锅炉效率 65%~75%、电热水器的效率 70%~80%、
热泵效率 300%~500%。

由于热泵热水器高达 300%~500% 的热效率，使得制
备热水的成本及其低廉，自然就会省电。其他热泵产品也

同样省电，只不过差异在省多少。
2.2   空气能热泵供热制冷一体

空气（热泵）热水器集供热水、取暖、除湿、降温、
空气滤净等各项功能为一体：

（1）全年候不管阴晴雨雪，全天候 24h 不间断连续自
动提供热水；

（2）高效除湿，每天 24h 最大除湿量 6~8kg，梅雨及
阴雨天气效果明显；

（3）过滤室内空气，安装在厨房时效果比较明显；
（4）附加采暖附件，冬季可使室内升温 5℃ 以上，

使学习、娱乐、睡觉时更舒爽。
2.3   空气能热泵低温也能运行

不管阴、晴、昼、夜，只要有空气就能制造热水。在
常温下，每小时可制造 180L 热水。但在天气较冷、环境
温度较低时、会略有降低。特别是在 -10℃ 下容易结霜，
化霜问题是其他品牌热泵的主要区别。
3   对比分析
3.1   地源热泵与传统中央空调优势比较

对于地源热泵中央空调和传统中央空调相比，最大的
特点就在于它的节能性，这也是很多用户不顾高额初投资
选择地源热泵中央空调的原因，地源热泵除了节能外，还
有很多的优点，我们可以通过与传统中央空调的对比来分
析地源热泵到底具有哪些优势，为什么如此深受用户青睐。

（1）环境保护
从土壤源热泵的整个运行原理来看，土壤源热泵系统

实际是真正意义的绿色环保空调，不管是冬季还是夏季的
运行，都不会对建筑外大气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而普通中央空调系统，将废热气或水蒸气排向室外环
境，无一例外的都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以地球表面
浅层地热资源作为冷热源，利用清洁的、近乎无限可再生
的能源，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

（2）运行效率
对于普通中央空调系统，不管是采用风冷热泵机组还

是采用冷却塔的冷水机组，无一例外的要受外界天气条件
的限制，即空调区越需要供冷或供热时，主机的供冷量或
供热量就越不足，即运行效率下降，这在夏热冬冷地区的
使用就受到了影响。

而土壤源热泵机组与外界的换热是通过大地，而大地
的温度很稳定，不受外界空气的变化而影响运行效率，因
此，土壤源热泵的运行效率是最高的。

（3）经济方面
地源热泵系统还可以集采暖、空调制冷和提供生活热

水于一体。一套热泵系统可以替换原有的供热锅炉、制冷
空调和生活热水加热的三套装置或系统，从而减少使用成
本，十分经济。

（4）运行费用
地源热泵系统在运行中的节能特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通常地源热泵消耗 1kW 的能量，用户可以得到 4kW 以上
的热量或冷量，其制冷、制热系数可达 4 以上，与传统的
空气源热泵相比，要高出 40%，其运行费用为普通中央空
调的 50%~60%。达到相同的制冷制热效率，土壤源热泵
主机的输入功率较小，即为业主提供了较低运行费的空调
系统，在全年时间使用空调的场所，这种效果尤为明显。
锅炉只能将 70%~90% 的燃料内能为热量，因此地源热泵
要比电锅炉加热节省三分之二以上的电能，比燃料锅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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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约二分之一的能量。
（5）主机设置
对于普通中央空调系统，若设置风冷热泵机组进行冷

热空调，则风冷热泵主机的设置必须要与外界通风良好，
要么设置于屋顶，要么设置于地面，这对别墅空调受限就
更严重。

而土壤源热泵主机的设置就非常灵活，可以设置在建
筑物的任何位置，而不受考虑位置设置的限制。若设置冷
水机组 + 锅炉进行冷热空调，冷却塔和锅炉的位置就更受
限制。

因此，就主机的设置而言，地源热泵系统的主机设置
是非常灵活的。

（6）系统比较
地源热泵中央空调与传统中央空调对比：系统简单。

一机多用，节约设备用房，应用范围广。地源热泵可供暖、
空调，还可用于生活热水供应系统，一套系统可替代锅炉
加空调的两套系统，因此一机多用，节省了建筑空间及设
备的初投资，机组紧凑，节省设备用房空间，由此而产生
的经济效益相当可观。

（7）能耗比较
地源热泵中央空调与传统中央空调对比：无需除霜大

地土壤温度一年四季相对保持恒定，冬季也能保持在 15℃
以上，埋地换热器不会结霜，可节省因结霜、除霜而消耗
的能量。

通过详细对比，我们很容易发现地源热泵中央空调优
势非常明显，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政府会大力
推广地源热泵系统，地源热泵的普及不仅关系到家庭用户
的切身利益，也很大程度上降低建筑能耗，缓解环境能源
压力，优化生态环境。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一直倡导舒适
健康、节能环保的室内舒适家居生活，已经成功安装多套
家用地源热泵系统。
3.2   数字数据比较

地源热泵在北美和欧洲的许多国家已得到广泛的应
用，是一种成熟的技术；但我国在地源热泵的应用方面还
刚刚起步。

推广地源热泵技术需要政府的政策引导、对设计和施
工人员的培训、所需设备和材料的瓦套以及提高公众对地
源热泵技术的了解程度、在供热空调中应用热泵技术的主
要制约因素是电力供应不足和人民群众消费水平较低，对
热泵空调系统的市场需求尚未形成；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上两个制约因素
已不复存在，空调和供热已成为普通百姓的需求，并逐渐
向农村和南方扩展，市场前景很好。

因此应增加技术资金的投人和相关技术人才的培养。
同时向世界上热泵技术比较发达的国家学习，但在学

习过程中应注意：由于我国气候条件与那些国家的气候条
件不同，因此不能照搬外国的技术成果，而应注意吸收国
外正反经验，合理布局，稳步发展，在条件相对成熟的地
区多进行试验和总结。
4   热泵生活应用
4.1   地源热泵空调

地源热泵空调是采用节能环保的地源热泵系统，其冷
热源采用安装灵活、易于控制的埋管式土壤源热泵系统，
也称土壤耦合式热泵系统。具体采用立埋的埋管方式，以
水作为冷热量载体，水在埋于土壤中的换热管道内与热泵

机组间循环流动，实现机组与大地土壤之间的热量交换。
4.1.1   空调技术
地源热泵空调技术是利用地表浅层水源（地下水、江、

河、湖、海）土壤吸收的太阳能和地热能而形成的低温低
位热能，采用热泵原理，通过少量的电能输出，实现低位
热能向高位热能转移的一种技术。

地源热泵空调利用全新再生能源地热源，进行能量转
换。开辟了一条利用清洁能源的新途径。

相比常规中央空调，效果更为稳定，只通过少量的电
能输出，就可以实现低位能向高位能的转换，更清洁环保，
且实现制冷、地板采暖和供应生活热水，一机多用，性能
方面稳定，且运行寿命长。

4.1.2   区别
传统空调是氟机组通常末端为 4~7℃，温差较小，而

地源热泵空调采用的是水机组，夏季地源热泵空调系统制
冷时用地下水将冷凝器冷却；冬天地源热泵空调系统制热
时用地下水将蒸发器升温，这样，不仅提高了空调系统的
工作效率，同时也提高了制冷 / 热的效果，进一步节能能源。
设计优良的地源热泵空调较之传统空调采暖制冷每年平均
可以节省用户 27%~28% 的运行费用。从舒适度角度分析，
地源热泵采用的水机空调末端为 7~12℃ 较之传统氟利昂
空调 4~7℃ 来说，舒适度更高一些。

4.1.3   特点
地（水）源热泵与常规空调技术相比有着无可比拟的

优势。
（1）利用可再生能源：属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
地源热泵从常温土壤或地表水（地下水）中吸热或向

其排热，利用的是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可持续使用。
（2）高效节能，运行费用低：属经济有效的节能技术
地源热泵的冷热源温度一年四季相对稳定，冬季比环

境空气温度高，夏季比环境空气温度低，这种温度特性使
得地源热泵比传统空调系统运行效率要高 40%，因此要节
能和节省运行费用 40% 左右。另外，地能温度较恒定的
特性，使得热泵机组运行更可靠、稳定，也保证了系统的
高效性和经济性。在制热制冷时，输入 1kW 的电量可以
得到 5kW 以上的制冷制热量。运行费用每年每平方米仅
为 15~18 元，比常规中央空 调系统低 40% 左右。

（3）节水省地：
 ① 以土壤 ( 水 ) 为冷热源，向其放出热量或吸收热量，

不消耗水资源，不会对其造成污染。
 ② 省去了锅炉房及附属煤场、储油房、冷却塔等设施，

机房面积大大小于常规空调系统，节省建筑空间，也有利
于建筑的美观。

（4）环境效益显著 该装置的运行没有任何污染，可
以建造在居民区内，在供热时，没有燃烧，没有排烟，也
没有废弃物，不需要堆放燃料废物的场地，不会产生城市
热岛效应，对环境非常友好，是理想的绿色环保产品。

（5）运行安全稳定，可靠性高：地源热泵系统在运行
中无燃烧设备，因此不可能产生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之类
的废气，也不存在丙烷气体，因而也不会有发生爆炸的危
险，使用安全。燃油、燃气锅炉供暖，其燃烧产物对居住
环境污染极重，影响人们的生命健康。由于土壤深处温度
非常恒定，主机吸热或放热不受外界气候影响，运行工况
非常稳定，优于其它空调设备。不存在空气源热泵供热不
足，甚至不能制热的问题。整个系统的维护费用也较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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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机系统大大减少，保证了系统的高效性和经济性。维
修量极少，折旧费和维修费也都大大地低于传统空调。

（6）一机两用，应用范围广
地源热泵系统可供暖、制冷，一套系统可以代替原来

的锅炉加制冷机的两套装置或系统。可应用于宾馆、商场、
办公楼、学校等建筑，更适合于住宅的采暖、供冷。

（7）自动运行
地源热泵机组由于工况稳定，所以可以设计简单系统，

部件较少，机组运行简单可靠，维护费低；自动控制程度高，
可无人值守；此外，机组使用寿命长，均在 20 年以上。

（8）可持续性
地源热泵中央空调是一种高档次的新的耐用商品，地

源热泵系统具有经济、节能、环保等多方面的优势，也不
存在分体空调那样影响建筑外观造型美，同时弥补了我国
传统的供暖制冷方式存在的许多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很大

图 6   地源热泵制冷过程示意图

程度上为社会节省了能源，为环境减少了污染，缓解了电
荒，也节省了开支。

选用节能环保产品符合人类环境保护与能源可持续发
展的政策，也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
5   结论

综上所述，热泵与其它相比较，从环境保护、运行效
率、经济方面、运行费用、能耗方面都有相当大的优势，
也很大程度上降低建筑能耗，缓解环境能源压力，优化生
态环境。所以在能源紧张和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今天，社
会大力号召舒适健康，节能环保。热泵技术的应用非常符
合现如在的要求，将来热泵技术无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由于我国热泵技术开始较为晚，进展较为缓慢，热泵技术
在我国将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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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土遗址分布广泛，数量众多。陕西作为中华民族

的发祥地之一，是文物大省，现已查明的古遗址有 10497
处，古墓葬 4368 处，历代帝王陵 72 座 [1]。这些遗址文物
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与文
化价值。但是，这些文物并没有被完好的保存在遗址博物
馆中，很多文物正在遭受污染空气的侵蚀 [2-3]。例如：兵
马俑一号坑内污染物浓度的平均值高于博物馆对大气污染
物浓度的建议值 [2]。与此同时，遗址土环境与空气的长期
水分传递不仅导致文物表面发生干裂，还将土壤中的盐分
带到文物表面并沉积下来 [4]。文物表面沉积的盐分会与空
气中的污染物发生反应生成石膏，这是遗址博物馆文物风
化的主要原因 [5]。

为了保护这些不可移动的文物和保持文物所需的环
境，提出一种利用空气幕将遗址文物与室外环境隔离的方
法。这种方法可以在葬坑的上方形成一个屏障，使空气中
的污染物不能进入葬坑内，维持葬坑内文物所处环境的稳
定 [6-8]。与此同时，选择秦始皇兵马俑铠甲坑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模拟验证空气幕系统的可行性。研究中，建立计算流
体动力学模型评估和预测的空气幕系统的性能。通过改变
空气幕射流速度，射流角度和射流温度对铠甲坑进行数值
模拟。模拟得到铠甲坑空气幕最佳的射流速度和射流角度，
并得到铠甲坑内温度和速度的分布云图。
1   数学物理模型

秦始皇兵马俑铠甲坑现在仍处在开挖阶段，如图 1a
所示。展示厅的长度为 11.74m，宽 6.24m，深度为 6.53m，
房子高度为 5.882m。因为陪葬坑是一个长方形，所以选
择陪葬坑的中部横截面（见图 1b）进行数值模拟。

     

在直角坐标系下，联立连续性方程、动量方程及能量
方程作为计算方程组，得气体流动的一般控制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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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马俑铠甲坑遗址文物保存环境的数值模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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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兵马俑铠甲坑内遗址文物出现土隔梁开裂、局部表面风化及局部泛碱等病害，开发了一套能够将坑内
遗址文物与游客环境隔离开的空气幕系统。该系统可以在不影响游客视线的情况下，能有效的改善文物保存环境，缓解文
物面临的热应力破坏和无污染性气体破坏。通过对铠甲坑空气幕进行数值模拟，得到能使空气幕达到最高效率的射流风速
和射流角度。研究表明：铠甲坑空气幕运行时的最佳射流风速和射流角度分别为 5.5m/s 和 3°；空气幕出风口到铠甲坑底部
的温差降低到 0.2℃；空气幕运行时，铠甲坑内部风速小于 0.2m/s，温度保持在 20.3℃ 左右，效率可达到 89%。

［关键词］空气幕系统；遗址博物馆；文物保存；数值模拟；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Relics’ Preservation Environment in the Armor Pit of 
Emperor Qin’s Terra-Cotta Warr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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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ing to the diseases such as desiccation cracking, efflorescence, freezing and thawing cycle in the armor pit 

of Emperor Qin’s Terra-Cotta Warriors, an air curtain system which can separate the local environment of armor pit from large-
space exhibition hall is proposed. The preservation environment of cultural relics can be improved and the damage of thermal stress 
and non-polluting gas can be relieved in the case of not affecting the sight of tourists. The optimal jet elevation and jet velocity of 
air curtain is obtained by the simulation of the armor pit.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optimal jet elevation and jet velocity of air 
curtain are 3° and 5.5m/s during the operation of air curtain. 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from outlet to the bottom of armor pit can be 
effectively reduced to 0.2℃. The speed of the inside of armor pit is less than 0.2m/s，the temperature maintains at 20.3℃ and the 
efficiency can reach 89%.

［Keywords］Air curtain system; Archaeology Museum; Relics Preservation；Numerical Simulation;

图 1   铠甲坑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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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ρuφ)=div(Γφ gradφ)+Sφ                                          （1）

式中：φ，Γφ 和 Sφ 分别是通用变量、广义扩散系数和
广义源项。不同方程对应关系见表 1。k-ε 模型中经验常数
采用经典推荐值，见表 2。

表 1   各控制变量、扩散系数及源项 [9]

控制
方程

φ Γφ Sφ

连续
性方程

1 0 0

X 方向
动量方程

u μeff  =μ+μt -       +     (μeff          ) +     (μeff          )+     (μeff          )

Y 方向
动量方程

v μeff  =μ+μt -       +     (μeff          ) +     (μeff          )+     (μeff          )

紊流
能量方程

k μ =μt /σk Gk- ρε

紊流能量
耗散方程

ε μ =μt /σε (C1ε-C2ε ρε)

能量方程 T μ /Pr+μt /σT 0

表中：

Gk =     {2[(      )2+(      )2]+(       +       )2+(      )2+(      )2}

μeff  = μ + μt，μt = ρCμ k
2/ε。

表 2   k-ε 模型中的系数 [9]

Cμ C1ε C2ε σk σε σT

0.09 1.44 1.92 1.0 1.3 0.9

采用有限体积法对控制方程组进行离散和求解。选
用二阶迎风格式对偏微分方程进行差分离散。采用分离式
求解方法，压力场的求解采用 Spalding 和 Patankar 提出
的 SIMPLE 算法。边界条件定义如下：空气幕的入口被
定义为 velocity-inlet；射流速度的变化范围为 5~6m/s，射
流温度设定为 T=18℃。铠甲坑展示厅屋顶和周围墙壁的
温度分别设置为 30℃ 和 28℃；铠甲坑内土壤温度设置为
20℃。与此同时，需要进行网格无关性验证，网格数量设
置为 108485、170122、244500、331594 和 395957。验证
结果表明，网格数为 331594 时，计算结果与网格数量无关，
所以模拟时选择 331594 作为网格划分的标准。
2   空气幕隔离效率

应用空气幕来减少污染物和热量渗透进入大门的策略
已被广泛应用于公共建筑 [10]。通常空气幕由水平射流或
垂直于开口界面的射流组成。射流将减少通过门的空气的
自由运动，从而减少通过开口界面的传热传质 [11]。空气幕
技术被应用在文物保护区域和游客区域创造一个无形的门
帘，如图 2 所示。

空气幕系统的效率（η）计算公式为：

η =                                                                                （2）

式中：Qw 和 Q′ 分别为通过流通的主气流的容积流量
和空气幕不工作时，通过空气幕的气流容积流量（m3/h）。
w 为室内空气运动的垂直分量，L 和 B 为铠甲坑的长度和
宽度，体积流量 Qw 的计算公式为：

Qw =LBw                                                                      （3）

通过水平面的射流体积容量为：

QU =∫ Luwdx = -                          th[                 ]           （4）

式中：b 为射流出口的宽度；a、θ、U 分别为湍流系数，
射流仰角和射流速度。实际上，当空气幕工作时，通过开
放界面的静体积流量计算公式为 [12-13]：

Q′w = Qw +QU =LBw-                          th[                ]    （5）

将公式 3 和 5 带入公式 2 中得到空气幕隔离效率的计
算公式：

η =                =                                                              （6） 

只要知道铠甲坑空气幕系统的参数就可以根据公式
（6）计算出空气幕的效率。研究中，铠甲坑的所有几何
参数都是已知的，其中，B=6.24m，b=0.03m。自然对流
引起的垂直速度分量 w 在葬坑内各个位置不同，本文取为
0.13m/s。

铠甲坑空气幕的射流风速和和射流角度变化范围分
别为 5.0m/s ≤ U ≤ 6.0m/s 和 0° ≤ θ ≤ 5°。表 1 所示为
各参数下空气幕的理论效率值，其中当 η ＞ 100% 时，取
η=100%，出现 η ＞ 100% 的主要原因是射流风速向上的垂
直分量大于自然对流垂直向下分量。

由表 3 可知：当射流风速为 5.5m/s，射流角度为 3° 时，
铠甲坑空气幕的效率可以达到 89%。此时，空气幕既可以
起到维持铠甲坑内部环境稳定的作用，又可以减小送风系
统所需要的能耗。

表 3   理论效率随射流风速和射流角度的关系（%）

角度速度 0° 3° 5°
5m/s 62 77 100

5.5m/s 75 89 100
6m/s 100 100 100

3 仿真结果与分析
本文设置铠甲坑空气幕射流角度为 0°，3° 和 5°，空气

幕的射流速度为 5m/s，5.5m/s 和 6m/s，并选取铠甲坑模型中
X1=1.04m，X2=2.08m，X3=3.12m，X4=4.16m 和 X5=5.2m 这
五条线进行分析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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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五条线上的速度和温度数据对铠甲坑内部温度和
风速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选择出既能保证铠甲坑内部温
度和风速稳定在博物馆提供的建议值之间，又能保证空气
幕达到最高效率，减少空气幕能耗的最佳射流角度和射流
风速。 
3.1   速度分布

空气幕中射流为自由射流，根据 Abrmovich[14] 提出的
自由射流理论扩展厚度计算公式：

b = 0.42x                                                                      （7）

铠甲坑的宽度为 4.24m，通过计算得出铠甲坑空气幕
射流的扩展厚度为 1.78m，本文将其扩展厚度确定为 2m
并在铠甲坑高度范围为 3m~6m 之间选取数值模拟的数据
点并进行分析，最终得到使空气幕达到最高效率的最佳射
流速度和射流角度。

设置空气幕的射流角度为 3°，再分别将出风口风速调
整为 5m/s，5.5m/s 和 6m/s， 由图 4 可知，出风口仰角设
置为 3° 之后，空气幕姿态上扬明显，五条线上速度的最
大值均在出风口水平面上方，说明铠甲坑空气幕的射流速
度对空气幕的轨迹影响很大，所以只有选择合适的射流角
度才能实现利用空气幕对铠甲坑进行局部空间隔离。

通过分析以上数据可知：X1=1.04m 这条线上的最大
速度在出风口水平面上取得最大风速分别为 2.6m/s，2.9m/s
和 3.25m/s。X1=1.04m 这条线上其他位置的速度基本保持

在 0.2m/s 之下，这是由于空气幕射流角度调大之后，射流
在离开出风口之后继续保持上扬姿态，此时重力对射流的
影响较小，所以射流在离开出风口一定距离之后才会下沉。
因为空气幕运行的轨迹是抛物线，所以中间三条线上得到
的最大风速位置的高度是攀升的。随着射流与出风口之间
距离的变大，射流速度慢慢减小，在五条线上不同位置最
大速度的变化也比较规律，在铠甲坑内部高度范围在 0-2m
的区域，环境风速均小于 0.2m/s，因此空气幕不会对葬坑
内文物保存环境造成影响。
3.2   温度分布

图 5 所示为无空气幕时，铠甲坑中心剖面温度垂直分
布曲线。由曲线可知，从地面高度 H=6.53m 到葬坑文物
保存区底部 H=0m 处，温差可达 5.45℃，在兵马俑铠甲坑
保存的文物高度不超过 20cm，而在这一范围内，温差可
达 2.86℃。在这种温度不均匀的条件下，文物容易产生应
力破坏并在表面出现返碱和结晶现象。

图 6 所示为空气幕运行时，射流风速为 5.5m/s，射流
角度为 3°，铠甲坑中心剖面温度垂直分布曲线。由图可知：
温度分布在文物保护区内几乎保持恒定，在风幕以下到文
物保护区底部（H=0~4.48m）范围内，温差小于 0.26℃。
相比之下，在模拟没有空气幕的隔离工况，葬坑内文物保
存区域内温差都在 2.86℃ 以上，在风幕的隔离和冷却作
用下，文物保存区域内温度梯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根
本上改善了文物保存区的温度不均匀性。

图 4   射流角度为 3° 时，不同射流速度的速度分布图

（a）速度 5m/s （b）速度 5.5m/s （c）速度 6m/s

图 5   空气幕不工作时，X=3.12m 处温度垂直分布图 图 6   空气幕工作时，X=3.12m 处温度垂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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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对空气幕系统的理论隔离效率和流动特性进行了

研究。研究表明：空气幕系统能够将遗址文物与外界环境
隔离开，并能维持遗址文物保存环境的稳定。研究结果如
下：

（1）空气幕达到最高效率的最适宜射流风速和射流角
度分别为 5.5m/s 和 3°。

（2）空气幕运行时，铠甲坑底部到空气幕出风口水平
面范围内的温差由原来 4.64℃ 降低到 0.26℃，对铠甲坑
内温度起到了明显的控制作用。

（3）空气幕运行时，铠甲坑内部风速小于 0.2m/s，温
度保持在 20.26℃ 左右，这样的射流风速和射流角度既能
达到铠甲坑文物保存所需要的环境，又能使空气幕的效率
达到 89%，减少空气幕的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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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管翅式空冷冷凝器由于具有结构紧凑、制造简单等优

点，在家用空调方面得以广泛的应用。但随着环保法规和
铜材节约的进一步要求，冷凝器结构优化设计成为企业当
前关注的重要课题，一方面弥补替代制冷剂造成的性能降
低，另一方面也可进一步节约制造成本。冷凝器的优化目
前正从管路流程布置、管路分合等角度入手 [1-2] 进行努力，
其主要思想是：从冷凝器的总体换热以及沿程换热规律，
提出相应较为优化的结构布置方案，在满足系统传热和流
动阻力双重要求的基础上，使管翅式冷凝器变得更为紧凑。

为了使冷凝器中的换热和压降均匀化，邓斌 [3-4] 针对
图 3 中的交叉流冷凝器对其流程进行了优化，通过“Z”
字形改进过后，冷凝器压力降与换热的分布更加均匀。特
别是后半段换热系数大大提高，压降增幅并不显著。西安
交通大学的郭进军和何雅玲等 [5] 也指出如果选择合适的分
合点，“单 – 双 – 单”布置的压力降较低，换热量较高，
即综合性能最好，因此并管布置可以很好改善换热器的换
热均匀性，但在其文献中并没有给出分合点位置的一般原
则。南洋理工大学的 Liang 和 Wong 采用热力学优化目标
进行了对比研究，制冷剂是 R134A。他们研究发现：对任
何一种布置，都存在制冷剂最佳质量流量，对应其最大单
位面积换热量，当制冷剂流量过小时，管内换热系数偏低，
导致换热量较小；而当制冷剂流量过大时，沿管程压强会
迅速减小，从而降低了工质所对应的饱和温度，这样使空
气和工质的换热平均温差减小，也会使换热量减小，这样
就会存在最佳制冷剂流量。韩国韩阳大学的 Huee–Youl Ye
等 [6] 基于最小熵增原理其流程布置进行了研究。他们首先
对冷凝器流路数进行了优化，计算表明冷凝器最佳流路数
是随着气相 – 两相 – 液相变化逐渐减少的，流路的合并点
处于两相区，其干度约为 0.3 左右。

冷凝器内影响传热与流动特性的重要现象有：有限温
差下的传热、流体的掺混和或者分流、流体流动阻力现象
[7]。另外还有可能存在的其他现象如相变和节流等。从热
力学的角度而言，这些过程均为不可逆过程，均伴随着熵
产 [8]。不可逆性可以用能量术语表达成熵产与温度权重因
子的乘积形式。其中权重因子理解为周围环境的温度，它
被指定为衡量所考虑系统的热能势的热力学参考状态。熵
产的大小是定量衡量能量传递的品质降低的表征。所有的
实际过程都具有熵产大于零的特征。为了描述从一个给定
状态的系统所能获得的最大可用能，引入了火用的概念。流
入和流出冷凝器的流体都携带着火用量。由于系统的不可逆
过程，流体的可用能减少，流入与流出的火用差等于流体流
过冷凝器的火用损失。

本文对冷凝器内部换热进行了火用分析。根据换热器换
热过程火用平衡方程得出各部分不可逆损失引起的火用损失以
及换热器总火用损。比较各部分火用损失以及不同并点布置火用
损失，得出并管布置对换热器能量转换过程的影响，为寻
找合理并管点的位置提供依据。
1   火用平衡方程

火用定义为可无限转换的能量，机械能全部为火用。体系
的火用值是指其处于环境条件下经完全可逆过程过渡到与环
境平衡时所作出的有用功。孤立系中出现了任何不可逆过
程，必然有机械能损失，体系的作功能力降低，必然有火用
损失。不可逆程度越严重，作功能力降低越多，火用损失越大。

稳定流动工质的焓火用为：

ex = h-h0-T0(s-s0)                                                        （1）

Ex = m·ex                                                                       （2）

式中：ex 为工质比焓火用（kJ/kg）；h 为工质比焓（kJ/
kg）；h0 为环境比焓（kJ/kg）；T0 为环境温度（K）；s
为工质比熵（kJ/(kg·K)）；s0 为环境比熵（kJ/(k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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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为工质质量流量（kg/s）。
流动介质火用损为：

ΔEx =Ex,in-Ex,out                                                              （3）

式中：Ex,in 为进入控制体的火用（kJ/s）；Ex,out 为进出
控制体的火用（kJ/s）。
1.1   制冷剂侧火用损失

要进一步分析冷凝器火用损失情况，将换热器根据换热
分为三个副控制体。制冷剂与铜管内壁换热为子控制体 A，
铜管导热为子控制体 B，铜管外壁与空气侧换热为子控制
体 C。对于子控制体 A 换热发生在制冷剂与铜管内壁之间。
这一过程对制冷剂有两大影响：（1）通过边界热传递将  
火用传递到铜管内壁；（2）由于温差传热导致火用损失。因
此子控制体 A 火用平衡方程如式（4）。

ΔEΔQ, x +ΔEΔT, x +ΔEΔP, x = Er1-Er2                                 （4）

式中：ΔEΔQ, x 为热传递过程火用损失（kJ/s）；ΔEΔT, x 为
有限温差传热过程火用损失（kJ/s）；ΔEΔP, x 为制冷剂压力
降火用损失（kJ/s）；Er1-Er2 为进出口制冷剂火用差（kJ/s）。

ΔEΔQ, x =-(1-       )·δQ                                                  （5）

式中：T0 为环境温度（K）；δQ 为系统提供的热量（kJ）；
Twi 为铜管内壁温度（K）。

ΔEΔT, x =-(       -       )·δQ                                             （6）

式中：Tr 为 制冷剂温度（K）。

ΔEΔP, x = (Er1-Er2) + (1-       )·δQ + (       -       )·δQ

= mr [(hr2-hr1)-T0 (Sr2-Sr1 )]+(1-       )·δQ                    （7）

1.2   铜管导热火用损失
子控制体 B 中只有导热过程，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只有

铜管内壁向铜管外壁因温差传热过程引起的火用损失。

ΔEΔT, t =-(       -       )·δQ                                              （8）

式中：Two 为 铜管外壁温度（K）。
1.3   空气侧火用损失

导致子控制体 C火用损失的主要因素为：空气侧压力降、
铜管外壁与环境温差传热、换热器周围高温空气与环境散
热过程。首先由制冷剂传递过来的火用通过铜管外壁传递到
空气中。部分损失在铜管与空气的温差传热过程中，最终
全部损失于热空气与大气环境换热过程中。

ΔEΔQ, a + ΔEΔT, a + ΔErej,a = 0                                          （9）

ΔEQ, a = (1-       )·δQ                                                   （10）

ΔEΔT, a =-(       -       )·δQ                                            （11）

ΔErej,a =-(1-       )·δQ+(     -       )·δQ=-(1-     )·δQ  （12）

式中：Ta 为 吹过冷凝器空气温度（K）。
空气压降引起的火用损失为：

ΔEf,a =                                                                          （13）

三个子控制体都有由于温差传热导致的火用损失，因此

可以将三个式子合并为一个计算式为：

ΔEΔT = -(       -       )·δQ                                             （14）

1.4   火用流图
图 1 冷凝器换热过程的火用流图。图 1 是根据 5.2.1~5.2.3

节中对冷凝器换热过程火用分析所得。目的为更清晰描述冷
凝器换热过程各部分火用损失以及火用传递方向。

图 1   火用流图

2   管翅式冷凝器火用分析
由图 2 可得，随着质量流量的增大，单位换热火用 损

失呈先减少后增大的趋势。当质量流量在 0.02~0.033kg/
s 范围内，火 用 损失较低；在质量流量在 0.01~0.02kg/s 范
围内，单位换热火用损失随着质量流量的增大而减小；在
0.033~0.06kg/s 范围内，随着质量流量的增大单位换热火用
损失增大，根据曲线斜率可得，单位换热火用损失增大迅速。
从图中还可以得到随着质量流量的增大，并管点对于单位
换热火用损失的影响不断增大。并管点在 40 时，单位换热  
火用损失最大，并管点下移，单位换热火用损失呈下降趋势。

图 2   不同制冷剂质量流量单位换热火用损失

图 3 是不同并管点换热器火用损失图。从图中可得，制
冷剂质量流量变化对冷凝器火用损失影响较大。随着制冷剂
质量流量的增大火用损失不断增大。

图 3   不同并管点火用损失

图 4 是单位换热火用损失随并管点变化图。单位换热火用
损失随质量流量的变化并非线性增大，这与火用损失随质量
流量变化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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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并管点冷凝器单位换热火用损失

根据冷凝器换热过程中火用损失的计算方程可以计算出
换热器各部分火用损失，得出冷凝器器换热过程中火用损失组
成图，为优化换热器提供进一步的理论。图 5 为质量流量
为 0.0208kg/s，并管点为铜管 49 时换热器火用损失组成图，
图中温差传热火用损失占火用损失比重最大。空气侧压力降引
起的火用损失大于制冷剂侧压力降引起的火用损失。制冷剂侧
压力降引起的火用损失比重最小，因此管程布置中引起换热
器压力降在一定范围内增大是可以接受的。图中热空气与
环境散热火用损失不容忽略。

图 5   冷凝器火用损失组成图

图 6 是在制冷剂质量流量 0.0208kg/s 情况下，冷凝器
换热过程各部分火用损失分布图。从图 6 中可得，对于冷凝
器，并管点的变化对换热过程总火用损失影响不大，且温差
传热火用损失占总火用损失比例是最大的。但是空气散热火用损
失比重仅次于温差传热。随着并管点的下移，总火用损失变
化趋势虽小，但是并于铜管编号 40 处总火用损最大，其中
制冷剂侧压降引起的火用损失高于其他管程布置。

图 6   不同并管点冷凝器火用损失图

图 7 是制冷剂质量流量为 0.0208kg/s 时不同并管点火用
损失图。图中可以看出单位换热量火用损失在并管点 48 到
50 间较小，同时火用损失也较小。通过分析冷凝器换热过

程能量转化效率以及可用能的损失，为提出优化冷凝器布
置提供量化依据。

图 7   不同并管点冷凝器的火用损失图

3   总结
本文对冷凝器内部换热进行了火用分析。换热器换热过

程火用损失主要包括制冷剂侧压降引起的火用损失、空气侧压
降引起火用损失、温差传热引起火用损失、热空气与周围环境
散热引起火用损失。其中温差传热引起火用损失比例较大，压
力降引起的火用损失也不可忽略。制冷剂质量流量变化对换
热器总火用损影响较大，合理的选择制冷剂质量流量可以使
单位换热火用损失降低到最小。有利于提高换热器性能的同
时提高能量转换效率。1.5 匹家用空调制冷剂质量流量在
0.02~0.0305kg/s 时效果较好。并管布置对火用损失及单位换
热火用损失的影响较制冷剂质量流量变化的影响较小，但是
过早并管不利于换热器整体性能。并管点宜选在制冷剂干
度为 0.1~0.4 范围内较好。

换热器换热过程火用损失主要包括制冷剂侧压降引起的
火用损失、空气侧压降引起火用损失、温差传热引起火用损失、
热空气与周围环境散热引起火用损失。其中温差传热引起火用
损失比例较大，压力降引起的火用损失也不可忽略。制冷剂
质量流量变化对换热器总火用损影响较大，合理的选择制冷
剂质量流量可以使单位换热火用损失降低到最小，有利于提
高换热器性能的同时提高能量转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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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然通风是一种节能环保的通风方式，同时能够提供

较好的室内热环境和空气质量 [1]。根据驱动机制的不同，
自然通风可以分为风压通风和热压通风。本文中，风压占
主导作用，因此只考虑风压通风。

根据开口布置的不同，风压通风又可以分为贯流通风
和单侧通风。由于能保证较大的通风率，贯流通风被广泛
地研究 [2-8]。然而，现代城市高层建筑密集，又出于安全
和隐私角度考虑，贯流通风的设计较难实现。因此，很多
情况下，单侧通风设计尽管通风效率较低，但也成为了一
种可接受的选择 [9]。单侧通风可以分为单开口通风（SS1）
和多开口通风（SSn）。不少学者已经对 SS1 进行了研究
[10-13]。这些研究或是通过理论模型预测，或是通过实验测
量来探究单侧通风的通风率。而另一方面，单侧多开口通
风（SSn）并没有被很好地研究。Daish 等人研究了同一个
建筑立面上有两个通风口的 2 层和 4 层建筑并得出了计算

其通风率的公式并发现了一种新的通风机制 —— 涡流脱
落引起的“泵式流动”[14]。指的是当两个通风口在建筑的
背风面时，气流通过两个通风口以一定的频率来回振荡。
然而，该研究只探讨了开口距离对上述通风概况通风率的
影响，气流振荡频率和通风率所受来流风速以及开口距离
的影响没有被定量地探讨。

本研究旨在探讨来流风速、开口距离以及建筑变长比
对背风面有两开口的单侧通风的流场的影响，并同时定性
和定量地分析气流振荡频率和通风率的变化规律。
1   物理模型及计算参数设置
1.1   几何模型和计算域

由于立方体建筑模型在竖直方向上较其他方向尺度足
够大，流场在竖直方向上变化不大，因此建筑周围的流场
符合二维假设，于是可对流场进行二维模拟。二维建筑模
型的尺寸为 12.5m×5.0m, 计算域的尺寸为 65.0m×42.5m，
分别如图 1（a）和图 1（b）所示。对于所有的来流风速，
背风面只有两个通风口是打开的，且共有四种不同的组合：
S1 和 S8，S2 和 S7，S3 和 S6，S4 和 S5。

假设空气流动是稳态，等温不可压缩的湍流流动。                 

建筑背风侧风压自然通风瞬态特性研究
仲怀玉，马晓煜，赵福云，刘呈威  

（武汉大学动力与机械学院，武汉   430072）

［摘   要］当前，由于人口密度越来越大，建筑内房间的密度也不断增大，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办公及民居建筑只能
在房间的一侧安装门窗，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主导风向呈四季周期性变化，这些建筑的门窗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
背风面。因此，如何使单侧背风面自然通风获得良好的通风效果成为了值得深究的问题。本文主要对一种新发现的风压自
然通风驱动机制 —— 涡流脱落进行了深入探究。这种机制下，空气会在背风面的两个窗户之间周期性地改变进出口方向，
从而使室内获得一定程度的通风效果。本文以只有背风面有两个相同开口的单层建筑为模型，探究开口距离、来流速度这
两个因素对通风率和气流频率的影响。本文使用二维稳态 RANS 方法对建筑室内外的流场进行 CFD 数值模拟，并通过标
准两方程模型提供封闭。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当风速较低时，气流频率随着风速的增大而逐渐增大；当风速较大时，增大
风速，气流频率基本保持不变。开口距离的减小会使得通风率减小，然而气流频率却基本不随开口距离的变化而变化。目
前的数值模拟结果将会通过 PIV 水箱实验进行验证。该研究结果将对当今建筑通风现状的改善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风压通风；单侧开口；涡流脱落；数值模拟

Wind Driven Natural Ventilation in a Building Enclosure with Multiple Free 
Apertures on the Rear Wall 

Zhong Huai-yu, Ma Xiao-yu, Zhao Fu-yun, Liu Cheng-wei
(1. School of Power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

［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full numerical simulations on the single-sided wind driven natural ventilation with non-unique 
apertures on the rear wall, regarding of different horizontal aperture separations and magnitudes of incoming wind flow. In the present 
work, CFD simulations are performed with Reynolds-Averaged Navier-Stokes (RANS) approach, and standard k - ε two-equation 
turbulence model is adopted to provide closure. The simul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wind flow behind the rear wall is essentially 
driven by the pumping mechanism due to vortex shedding, in which wind flow direction alternates at a mean rate. The frequency of 
the “pumping” flow increases dramatically with the wind flow velocity at a relatively lower Reynolds number and then it converges 
to a constant when Reynolds number is promoted to high levels. The decrease of free aperture separation reduces the enclosure flow 
rate whilst the frequency of the wind flow almost maintains at an identical value. Numerical investigations further demonstrate that 
non-dimensional enclosure ventilation rate is almost independent on the incoming wind velocities. The computed results of built 
enclosure flow rate, frequency of enclosure flow could be further validated by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and then can be applied to 
improve the ventilation efficiency of buildings merely with rear wall openings.

［Keywords］Enclosure convection; Wind-driven natural ventilation; Single-sided fluid flow; Vortex shedding; Numerical 
sim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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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控制方程
根据前面的假设，对于牛顿流体，RANS 方程可表达

如下：
连续性方程：

           = 0                                                                       （1）                             

动量方程：

              =-              +        [v(        +        )]                          （2）                            

湍动能 k：

              =       (           ) +v(        +        )       -ε                 （3）                      

湍流耗散率 ε：

              =       (           ) +C1ε    v(        +        )       -C2ε     （4）

湍流粘性 (νt) 通过 k 和 ε 得到：

νt = Cμ                                                                           （5）                                    

在方程中，Ui 和 P 分别代表速度分量和压力。C1ε、 
C2ε、Cμ、σk、σε 分别为 1.44、1.92、0.09、1.0 和 1.3。
1.3   边界条件

进口设置为速度进口边界条件，速度方向垂直于进口
且为定值。湍流强度和湍流粘性系数分别为 5% 和 10。出
口为自由流出边界。建筑墙面都为无滑移边界条件。模拟
中也使用了壁面函数法来更好地模拟出近壁面区域的流动
状态。计算域两边的边界为对称边界以便更好地模拟大气
边界。
1.4   求解设置

本文使用 ANSYS FLUENT 15.0 求解二维 RANS 方程，
并使用标准 k–ε 两方程模型提供封闭。使用 SIMPLE 算法
求解压力速度耦合场。动量方程采用二阶迎风格式，k 方
程和 ε 方程都采用一阶迎风差分格式。为了模拟出流场随
时间的变化，本文采用了瞬态计算，时间步长为 1s，每个
工况共计算约 2000 步长。
2   结果与讨论
2.1  “泵式流动”概观

在这种通风状态下，来流风向与背风面呈 180°。空气
从在背风面的两个开口间周期性地变换方向。也就是说，
进风口和出风口会以一定的频率互换。图 2 直观地展示了
这一周期性地空气流动现象。其频率与 St 数有关，St 数
可以表示为：

St =Lf /U                                                                      （6）                                         

其中 L 是建筑的特征长度，f 是流场振荡频率，U 是
参考速度。

   

图 2   半个周期内背风面开口空气流向变化

2.2   来流速度的影响
本节中探讨了来流速度对无量纲通风率、压力系数以

及流场振荡频率的影响。表 1 列出了不同的来流速度及其
对应的 Re 数。无量纲通风率 Q′ 定义如下：

Q′ =                                                                              （7）                                    

其中 Aref 和 Uref 分别是参考开口面积和参考速度。参
考开口面积取有效开口面积 Aeff ，定义如下：

Aeff =                                                                             （8）

其中 A1 和 A2 分别为每个通风口的面积。因为 A1= 
A2=A，所以 Aeff  = A /  2。压力系数定义为

 |ΔCp| =                                                                         （9）                               

其 中 |Δp| = |p1-p2| 。 |Δp| 为 |Δp| 在 瞬 态 计 算 最 后
200~300s 的平均值。ρa 为空气的密度。

首先，我们探究了无量纲通风率和压力系数随着来流
风速的变化。由于只关注 Q′ 大小的变化，所以本文 Q′ 取
自对瞬态计算最后 200~300s 的 Q′ 的大小的均值。图 3 显
示了背风面开口为 S1 和 S8 时（a）Q′ 和（b）|ΔCp| 随 U
的变化。对图表的分析表明：

（1）Q′ 不随 U 的变化而变化。Q′ 与 U 的这一关系表
明当建筑模型不变时，风速的变化并不能提高室内的无量
纲通风率。

（a）二维建筑模型 （b）计算域 
图 1   建筑模型和计算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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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Q′ 和 |ΔCp| 之间有显著地关联。Q′ 和 |ΔCp| 一样，
都几乎不随着 U 的变化而变化，这是由于在风压通风下，
开口间的风压差是影响通风率的决定性因素。

图 4 显示了（a）当 U=1m/s 时，通过 S1 的体积流量
Q 在计算的最后 220 s 的变化以及（b）Q 的功率频谱图。
可以看出，Q 随着 U 呈现出正弦函数的变化，这也说明空
气在两个开口间以一定频率变换方向。升力系数（CL）的
变化频率能够表征涡流脱落的频率，在本文所有的计算中，
CL 的变化频率与 Q 的变化频率一致，因此可推断两开口
间的流场振荡频率与涡流脱落频率一致。

流场振荡频率 f 随来流风速 U 的变化如图 5 所示。当
U ≤ 3m/s 时，f 随着 U 的增大几乎线性增大；当 U > 3m/s
时，f 几乎不变并收敛于 0.015。原因在于，当速度较低时，
增大来流风速有效地增加了涡流脱落频率，相应地，两个
开口间的流场振荡频率也随之增大。而当流速增大到一定
程度时，即 U >3m/s 时 , 涡流脱落频率达到了极限值，不
再随来流风速的增大而增大因此，f 不再变化。
2.3   开口距离的影响

本节主要探讨开口距离 s′ 对无量纲通风率 Q′ 和流场
振荡频率 f 的影响。开口距离 s′ 定义为：

s′=s/L                                                                           (10）                            

其中 s 为背风面两开口几何中心间的距离，L 为建
筑迎风面（背风面）的长度。四种不同的开口方式下，s′
分 别 为 0.84（S1 和 S8），0.6（S2 和 S7），0.36（S3 和
S6），及 0.12（S4 和 S5）。

（a）Q′ （b）|ΔCp|

（a）最后 220s 内通过 S1 的空气体积流量的变化 （b）Q 的功率频谱

图 3   （a）Q′ 和（b）|ΔCp| 随 U 的变化

图 4   开口为 S1 和 S8 时 Q 的变化及其功率频谱

图 5   不同来流风速下的流场振荡频率

图 6 显示了无量纲通风率 Q′ 随开口距离 s′ 的变化情
况，分析图 6 不难看出，开口距离的变化对通风率有很大
影响，增大开口距离能够有效提高通风率。然而增大 s′ 对
流场振荡频率的影响甚微。不同开口距离下 U =1m/s 时，
建筑受到最大的升力的瞬间，建筑周围的流线图如图 7 所
示。几种不同开口距离下，侧墙的近壁面处都能看到明显
的与墙体尺寸相近的涡。从侧壁面脱落的涡由于背风面负
压的卷吸作用，会进入背风面的通风口。当开口距离较大
时，通风口离侧壁面较近，从避免脱落的旋涡大量从下侧
开口进入，从上侧开口流出图 6（a）。当开口距离减小，
越来越少的空气能够随着涡流进入通风口，因此 Q′ 也减小。
当开口距离最小时，Q′ 也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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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本文通过基于 RANS 方法的二维数值模拟，定性并定

量地探究了开口距离、来流速度这两个因素对通风率和气
流振荡频率的影响。结果表明：

（1）来流速度在一定大小范围内对流场振荡频率有显
著影响，当 U ≤ 3m/s 时，f 随着 U 的增大几乎线性增大；
当 U > 3m/s 时，f 几乎不变并收敛于 0.015；

（2）增大开口距离可以有效增大通风率，然而对流场
振荡频率几乎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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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国家的节能减排政策使得空调制冷设备的能效要求越

来越高，空调制冷设备的性能测试便显得更加至关重要 [1]，
其相关测试标准要求人工环境试验室提供均匀稳定的测试
工况 [2]，因此人工环境试验室的气流组织必须满足均匀性
与稳定性。影响空间内气流组织分布的因素主要有送回风
方式、送风参数、风口的大小与布置、室内负荷与参考平
面等 [3]。对于一个确定的空间，室内负荷是确定的而送风
参数有相关标准的要求，因而很多的研究都集中在送回风
方式上 [4]。孔板送风方式用于对室内温度、湿度、气流速
度与洁净度的均匀性要求较高的空调系统，可以较好地满
足人工环境试验室的气流组织条件 [5]。
1   人工环境试验室的送回风方式

人工环境试验室均匀稳定的测试工况离不开合理的
气流组织形式，不同送回风方式的设计就是为了营造测试
空间形成良好的气流组织形式，达到相关测试标准的要
求。目前人工环境试验室中常见的送回风方式主要有上
送侧回、侧送侧回、侧送上回与下送上回四种方式，如图
1~4。            
2   人工环境试验室的数值模拟条件
2.1   物理模型

如图 5，本文人工环境试验室的规格为 6400mm（x 方
向）×4600mm（z 方向）×5700mm（y 方向）；送风口规格
为 2700mm×550mm；回风口的尺寸为 1500mm×800mm；
静压层高度为 800mm。该试验室采用的是上送下回的送

作者简介：戚新秋（1993—），男，江苏盐城，在读研究生。
Email:qixinqiuwork@163.com

人工环境试验室不同送回风方式下气流组织的数值
模拟及分析

戚新秋，黄文刚，徐冠依

（南京师范大学能源与机械工程学院，南京   210042）

［摘   要］随着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对制冷设备的性能要求也越来越高，人工环境试验室可以为制冷设备提供
各种试验工况以满足相关测试标准的要求，其气流组织的均匀性与稳定性直接关系到试验产品性能测试的精确性。本文以
某人工环境试验室为模拟原型，通过 CFD 对目前试验室常用的上送侧回、侧送侧回、侧送上回与下送上回四种送回风方式
进行数值模拟，并经过对比分析得到四种送回风方式下试验室内最均匀稳定的测试区域及其优缺点。

［关键词］人工环境试验室；送回风方式；气流组织；数值模拟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of Air Organization in Different Air Supply 
and Return Modes of Artificial Environment Laboratory  

Qi Xin-qiu, Huang Wen-gang, Xu Guan-yi    
(School of energy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2,China )

［Abstract］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energy conservation policy,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efrigeration equipment 
requirements is increasingly high, artificial environment laboratory can provide a variety of test condition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est standard for refrigeration equipment, and the airflow uniformity and stability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accuracy of the 
performance testing of products. In this paper, an artificial environment laboratory was used as a simulation prototype,and the test 
chamber on the supply side, side to side, back side and sent back and sent back four modes of air flow were simulated through the 
CFD.Finally,the test area of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its most uniform and stable test room were found after comparison.

［Keywords］Artificial environment laboratory;Supply return air mode; Air organization;Numerical simulation

图 1   上送侧回方式 图 2   侧送侧回方式

图 3   侧送上回方式 图 4   下送上回方式 

风方式，并且用孔板结构形成的吊顶将试验室隔离成两个
腔，上腔体是送风静压腔，下腔体为测试空间，气流从从
送风口进入静压腔，在第一个腔体中混合，然后从孔板进
入测试区域。利用 Gambit 软件画出其结构，再进行网格
划分网格的大小为 5cm×5cm×5cm，如图 6。在此结构下
对其进行不同送回风方式的改变根据标准，进口温度设为
27℃，风速设为 5m/s。

本文选取制冷设备迎风面最常用的高度为 1m（Y=1m）
平面进行温度与速度场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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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某人工环境试验室结构图 图 6   某人工环境试验室数值模拟网格划分

2.2   流体湍流的控制方程
流动与传热问题广泛地出现在各个工程领域，湍流流

动与传热都服从三个基本物理方程：质量守恒方程、动量
守恒方程与能量守恒方程，它们在数值传热学中称为控制
方程。

（1）质量方程

       +            +            +            =0

式中：ρ 为流体密度；t 为时间；u 为速度矢量；u、v、
w 为速度矢量在各方向分量。

（2）动量守恒方程

          +div( ρuu)=-       +        +        +        +Fx            

式中：P 为微元流体压力；τxx、τyx、τzx 为粘性应力分量；
Fx 为微元体受力。

（3）能量守恒方程

          +              +              +               

=       (         ) +     (         ) +     (         ) +ST

式中：cP 为比热容；T 为温度；k 为流体传热系数；
ST 为耗散项。
3   不同送回风方式的数值模拟结果及分析
3.1   上送侧回方式的模拟结果及分析

上送侧回的气流形式是送风气流由送风口送出先在
静压腔混合再通过风口送到测试区域，该种方式应用最为
广泛，根据空间高度的不同可采用普通的散流器、下送喷
口或是旋流风口。如图 7（a）和 7（b），孔板送风可以
一定程度解决送风温湿度和气流组织不均匀的问题，但是
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气流组织在试验间测试区域的整体分
布，由于试验间是上部送风一侧回风的送回风设计，这便
会在测试区域出现送回风死区，从而造成测试空间空气温
湿度和气流组织一定程度的不均匀。              
3.2   侧送侧回方式下的模拟结果及分析

如图 8（a）和 8（b），这种侧送侧回的平行送风的
气流方式为了满足测试区域的工况对送风参数有较高的要
求，其温度分布能达到很好的均匀性，但是其速度分层较
大，需要增大静压空间或是变化穿孔率来实现测试区域速
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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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a） Y=1 截面的温度云图 图 7（b） Y=1 截面的速度云图

图 8（a） Y=1 截面的温度云图 图 8（b） Y=1 截面的速度云图



| 建筑环境与能源 | 2017年第5期268

New Ventilation Technology通风新技术

3.3   侧送上回方式下的模拟结果及分析
如图 9（a）和 9（b），采用两侧送风顶部回风气流

方式的环境间，若风速过大送风气流通过两侧孔板进入测
试区域后会相互对冲搅混，使得空气在测试区域中部区域
流动紊乱，会影响试验工况的稳定性与均匀性，会影响到
测试的精确度。若风速过小，会使测试区域中部没有风速，
因而可以变化侧面通风率来实现测试区域的均匀性。    
3.4   下送上回方式下的模拟结果及分析

如图 10（a）和 10（b），下送上回的送回风方式有
较大的稳定工作区域，但是这种将孔板布置于地面隔板上，
一方面这会增加施工的难度，另一方面其使用性及寿命也
会大大降低。      
4   结论

本文通过 CFD 对目前人工环境试验室常用的上送侧
回、侧送侧回、侧送上回与下送上回四种送回风方式进行
数值模拟，经过对比分析得到四种送回风方式下试验室内
最均匀稳定的测试区域及其优缺点，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通过孔板送风可以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人工环境
试验室内送风温、湿度以及气流组织不均匀的问题，有益
于优化人工环境试验室内的流场分布；

（2）通过控制双层的孔板和变化风口的穿孔率，并加
以合适的送回风方式，可以在人工环境试验室测试区域内
营造出较为均匀的温度场与速度度场；

（3）四种送回风方式都有着其稳定的工作区域，从工
程实用性推荐使用上送侧回与侧送上回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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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人的一生有 80% 以上的时间在室内环境中度过 [1]。

室内污染物不仅包括人体新陈代谢散发的臭味、CO2 等，
也包括家具、建材、电子设备、烹饪活动等释放的挥发性
有机物（VOC）[2]。室外新风作为室内污染物的有效稀释
途径，其实际风量及所能达到的净化效果多年来一直是研
究的热点和重点 [3,4]。新风量尤其是自然通风新风量的测
量一直是研究通风性能的重要的基础问题。

常用的风量测量方法有：风速仪法、毕托管法和示踪
气体法 [5]。前两者多用于机械通风量的测量 , 示踪气体法
不仅可以测机械通风新风量，也可以测自然通风新风量。
常用的示踪气体测量方法有：衰减法，上升法和恒定浓度
法 [6]。衰减法是指在初始时刻向室内释放一定浓度的示踪
气体，经过一段时间的混合后测量室内示踪气体浓度随时
间的衰减情况。这种方法操作简单，准确度高，但无法得
到实时的通风量。上升法是指以恒定的速率向室内释放示
踪气体，并使其浓度达到稳定状态。上升法要求室内示踪
气体浓度接近平衡态时开始记录，否则直接进行非线性拟
合得出的结果会导致通风量计算结果偏高 [7]。这种方法测
量耗时长，示踪气体消耗量大。恒定浓度法是向室内释放
示踪气体直到其浓度达到并保持在预设浓度，恒定浓度法
要求控制系统能够快速响应并维持室内的恒定浓度。这种
情况下，通风量与示踪气体的释放量呈正比。这种方法成
本昂贵，但可以检测实时的通风量变化。  

作为示踪气体要满足能够与空气充分混合、危险性
小、性价比高等特点。常用的示踪气体有 SF6、N2O、
CO2 等 [8]。一方面，SF6 的密度约是空气密度的 5 倍，不
借助外力比较难与空气均匀混合，而 N2O 和 CO2 的密度

与空气相当，易于和空气均匀混合。另一方面，N2O 因对
人的神经有一定麻痹作用，在实验中其释放阈值须控制
在 100ppm 以下。在经济性上，SF6 的价格最高，其次是
N2O，再次是 CO2。SF6 和 N2O 在环境中的浓度几乎为 0，
而 CO2 在大气中的浓度约为 400ppm，可能会干扰测量结
果。 Mathisen[8] 认为在测量条件允许的情况下，N2O 是最
合适的示踪气体。

不同的示踪气体在测量结果上也有明显的差异。
Niemelä[9] 用上升法对比了 SF6、N2O、He 三种示踪气体
的测量结果，发现 SF6 由于其难以与空气混合均匀 , 所测
得的通风量明显小于其他两种气体的测量结果，而当采用
SF6 与载气（空气或 N2）的混合气体可使这种差异减小。
Laussmann[7] 用衰减法分别以用 CO2 和 SF6 作为示踪气体
对一个办公室的渗透风量进行了连续 6 天的测量，两种示
踪气体测量所得的换气次数比值平均为 1.02，认为两者的
结果差异在可接受的范围。Shaw[10] 对 CO2 和 SF6 的测量
结果进行了 15 组对比，其中有 13 组数据的 CO2 测量结果
大于 SF6 的测量结果，两者的比值平均为 1.13。

对于利用示踪气体的测量结果的差异性问题，上述研
究给出了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其没能澄清内在差异缘由，
也不能给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修正方法。基于此，本文研究
对比二氧化碳（CO2）、六氟化硫（SF6）、苯（C6H6）、
甲苯 (C6H5CH3)、二甲苯 (C8H10) 作为示踪气体在室内新风
量测量结果上的差异，并结合的衰减情况探讨示踪气体的
扩散系数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1   方法
1.1   测量环境

所 测 量 的 房 间 位 于 江 苏 省 常 州 市， 测 量 时 间 为
2017.4.24 ~ 2017.4.27，房间尺寸 5m×5m×2.7m，见图 1。
室 内 均 布 5 个 CO2 测 点， 即 图 1 中 的 A、B、C、D、E
点。室内测点所用测量仪器为横欣 GreenEye AZ7798 二氧
化碳检测仪，测量时间间隔为 10s。室外 CO2 测点位于与

不同示踪气体对换气次数测量结果的影响
史珍妮，钱    华

（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江苏南京   210000）

［摘   要］采用衰减法测通风量时，所用示踪气体的种类对测量结果有一定影响。为分析这种现象及其产生原因，本
文以 CO2 和 SF6 为主要示踪气体，以苯（C6H6）、甲苯 (C6H5CH3)、二甲苯 (C8H10) 为参考，研究了不同工况下各被测气体
的衰减情况。结果表明，CO2 所测得的换气次数总是大于 SF6 的测量结果。结合苯、甲苯、二甲苯的测量结果发现，气体
在空气中的扩散系数越大，所测得的换气次数也越大。说明示踪气体在空气中的扩散系数对测量结果有非常直接的影响。

［关键词］示踪气体衰减法；扩散系数；换气次数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Tracer Gases for Determining the Air Change Rate 
Shi Zhen-ni, Qian Hua   

(School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0, China)   
［Abstract］Different tracer gases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the results when using decay method. In order to analyze this 

phenomenon and its cause, CO2 and SF6 are used as tracer gases to measure the air change rate in a certain room. It turns out that the 
air change rate measured by CO2 is always larger than that by SF6. Further analysis is made by combine the results of C6H6, C6H5CH3 
and C8H10 together. It turns out that tracer gases’ diffusion coefficients in the air have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results of air change rate. 
The larger the diffusion coefficient in the air, the larger the calculated result of air change rate. 

［Keywords］Tracer gas decay method; diffusion coefficient; air chang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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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等标高、距离被测量房间外墙 2m 处，即图 1 中的 F
点。室外测点所用测量仪器是 TSI 7565 CO2 检测仪，测
量时间间隔为 5min。在测量过程中，尽量避免人员在室
外测点附近走动而引起 CO2 浓度的波动。SF6 的测量采用
INNOVA 1303 多点采样仪和 1412i 分析仪，测点布置在 B、
D 两点，测量时间间隔为 70s。苯、甲苯、二甲苯等 VOC
的采样口位于房间中央，即 E 点，采样分析采用 EC/MS
气相色谱 - 质谱联用仪，采样时间间隔为 10min。 

所测建筑拥有独立的新风系统，送风方式为下送上回
式。新风机内置有用于吸附 VOC 的活性炭滤网。测量过
程中，保持房间内门、外门及窗 2 关闭。根据具体的测量
工况启、闭新风机及开、关窗 1。本文所涉及的测量工况
见表 1，这些工况均是居民使用率较高的工况。对于室内
外空气品质都较差的情况下，居民会根据需要选择开启新
风机全新风模式或全回风模式；当室外空气质量较好时，
居民可能会选择开窗通风，窗户的开度大小则取决于居民
的热舒适性需求。新风机在全新风工作模式下，回风口会
有部分回风混入风道。为了排除回风干扰，部分工况在测
量时将回风口堵上。本文将前者称为全新风双向流工况，
后者称为全新风单向流工况。

每种工况对应的 CO2 和 SF6 的测量时长是 1.5h~2h，
VOC 的测量时长为 50min，每种工况重复测量 2~3 组。
为使室内气流混合均匀，测量过程中始终有两台落地风扇
对吹。本文采用浓度衰减法测量各工况下的换气次数。在
初始阶段，分别通过 CO2 钢瓶气释放、SF6 钢瓶气释放、
VOC 溶液加热挥发等方式向室内释放一定浓度的示踪气
体，待室内空气充分混合（约 10min）后开始将新风机及
窗户状态调至对应工况并记录各示踪气体的浓度衰减情
况。

表 1   测量工况表

序号 测量工况 测量时长

1 全新风
双向流

1.5h

2 全新风
单向流

1.5h

3 全回风 2h
4 渗透 2h
5 渗透 + 热源 2h
6 窗 1 开 2cm 1.5h
7 窗 1 开 1/3 1.5h
8 窗 1 全开 1.5h

1.2   示踪气体衰减法
示踪气体法要求向被测房间或建筑释放适量示踪气

体，并记录示踪气体浓度随时间的变化关系，利用质量守
恒方程（式（1））计算被测房间或建筑的通风量 [1]。

             = n(Cout -Cin)+

  Cin,τ =Cin,0,τ = 0 

式中：τ 为时刻（h）；Cin,τ 为室内示踪气体在 τ 时刻
的 浓 度（ppm(μg/m3)）；Cin,0 为 室 内 示 踪 气 体 在 τ =0 时
刻的初始浓度（ppm(μg/m3)）；Cout 为室外示踪气体浓度

（ppm(μg/m3)）；V 为房间体积（m3）；n 为换气次数（1/h）；
E 为示踪气体的散发率（m3/h）。

衰减法在测量过程中源散发率为 0，即 E =0，由式（1）
可得其非线性回归方程： 

Cin,τ =(Cin,0 -Cout )exp(-nτ)+Cout                                                              （2）

对式（2）取对数可得到其线性回归方程：

ln(                ) = nτ + b                                                 （3）

式中：b 为线性回归方程的拟合截距。
1.3   示踪气体物性参数

气体的摩尔质量与密度呈正比，示踪气体的摩尔质量
与空气的摩尔质量相差越大，越容易出现密度分层现象，
尤其在机械通风房间。气体在空气中的扩散系数是气体在
空气中的扩散快慢程度的表征。气体扩散得越快，越容易
与空气混合均匀。气体的扩散系数与温度、压强、摩尔质
量等参数有关系，通常对于互相扩散的二元气体扩散系数
的估算，可以采用的 Fuller-Schettler-Giddings 经验公式 [11]：

D =                                                                               （4）

式中：D 为 气体 A、B 二元气体的扩散系数（m2/s）；
P 为 气体的总压（Pa）；T 为 气体的温度（K）；MA、
MB 为组分 A、B 的摩尔质量（g/mol）；∑vA、∑vB 为 组分 A、
B 的分子扩散体积（cm3/mol），可按分子式由表 2 加和得
到，对于已存在的简单物质可直接取值。

由式（4）计算结果的相对误差一般小于 10%。计算
结果见表 3。

表 2   原子 / 分子扩散体积

原子 / 分子
扩散体积 v

（cm3/mol）
C 15.9
H 2.31

CO2 26.9
SF6 71.3

表 3   所用示踪气体分子量 (P=101325Pa, T=298K)

气体 摩尔质量 (g/mol) 在空气中的扩散系数（10~6m2/s）

二氧化碳 (CO2) 44 16.4
苯 (C6H6) 78 9.62

六氟化硫 (SF6) 146 9.24
甲苯 (C6H5CH3) 92 7.53
二甲苯 (C8H10) 106 6.95

空气 29

图 1   测点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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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分析
2.1   CO2 和 SF6 测量结果对比

全新风双向流工况下的各测点 CO2 和 SF6 的线性拟合
曲线见图 2。室外 CO2 浓度取室外测点 ( 图 1 点 F) 测量结
果的平均值，即 400ppm，室外 SF6 浓度取 0ppm。

图 2   全新风双向流工况下各测点 CO2 与 SF6 线性拟合曲线

图 2 中的曲线斜率即为换气次数，拟合优度大于 0.99。
从图中可以看出，A、B、C、D、E 五测点的 CO2 浓度拟
合曲线，及 B、D 两测点的 SF6 浓度拟合曲线基本重合，
可见风扇的搅拌使得室内气流较为均匀。图中 CO2 对应的
拟合曲线斜率明显大于 SF6 对应的拟合曲线斜率，说明由
CO2 测得的换气次数高于 SF6 的测量结果。不同工况下的
多次测量结果，见图 3。

图 3   CO2 与 SF6 的测量结果对比曲线

CO2 与 SF6 测 得 换 气 次 数 的 差 值 (n(CO2)-n(SF6)) 在
0.07~0.178 之间波动，其比值（n(CO2)/n(SF6)）在 1.07~1.43
之间波动。所测量的 17 组数据中，CO2 的测量结果均大
于 SF6 的测量结果 (n(CO2)>n(SF6))。Shaw[10] 的 15 组测量
结果中有 13 组 n(CO2)>n(SF6)；Laussmann[7] 的 6 组测量结
果中有 5 组 n(CO2)>n(SF6)。通过对文献 [7,10] 及本研究中
的 CO2 与 SF6 测量结果关系的拟合，得出了如图 3 所示的
拟合曲线，即 n(CO2)=1.107n(SF6)+0.016, 拟合优度为 0.987。
该曲线位于对角线以上，也即示踪气体衰减法中，CO2 测
量结果普遍大于 SF6 测量结果。
2.2   测量结果与示踪气体在空气中扩散系数的关系

为了探究应用衰减法测通风量时，利用 CO2 作为示踪
气体所得测量结果普遍大于 SF6 测量结果的原因，本文将
苯、甲苯、二甲苯列入参考对象，对比了同一工况下各气
体的衰减情况。苯、甲苯、二甲苯等 VOC 由于采样时间

间隔（10min）较长，每种工况的采样次数较少（6 组），
其数据拟合度较差，为保证结果的可靠性，仅保留拟合度
在 0.8 以上的测量结果。为了避免吸附造成的 VOC 衰减
对本实验结果的干扰，测量工况中新风机全回风、全新风
双向流及开启净化器的工况均予以剔除，最终从测量结果
中筛选出了 5 组数据。各气体对应的换气次数与其在空气
中的扩散系数的变化关系见图 4。可以看出，CO2 作为在
空气中扩散系数最大的气体，在各工况中的计算结果均最
大；反之，二甲苯作为在空气中扩散系数最小的气体，各
对应工况下的其计算结果最小。除了全开工况及全新风单
向流工况下甲苯测量结果的两个奇异点外，所测得的换气
次数均随被测气体在空气中扩散系数的增大而增大。

图 4   不同工况下换气次数随气体在空气中扩散系数的变化关系

3   结论
本文采用衰减法研究了不同示踪气体对不同工况下风

量测量结果的影响。示踪气体采用 CO2 和 SF6，并以苯、
甲苯、二甲苯作为参考，分析了采用不同示踪气体所测得
的换气次数的差异性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结果表明，
CO2 和 SF6 作为常用的示踪气体，在用衰减法测量换气次
数时其计算结果呈现明显的规律性。本文研究的 8 种工况
下的 17 组数据表明，CO2 所测得的换气次数均大于 SF6

的测量结果，结合相关文献的测量结果后可以拟合得到如
下关系式：n(CO2)=1.107n(SF6)+0.016。通过与苯、甲苯、
二甲苯的衰减曲线进行对比分析，发现随着气体在空气中
扩散系数的增大，所测得的换气次数随之增大。可能是由
于被测气体在空气中的扩散系数越大，与空气均匀混合越
容易，则能更加真实地反映实际的换气次数。因此在示踪
气体的选择上，应尽量选择扩散系数较大，能够与空气充
分混合的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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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能源短

缺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也随之而来，人类在享受高质
量生活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巨大的挑战。我国能源消耗
量在国民经济及人民生活水平的带动下，得到显著提升。
其中建筑用能已超过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 1/4，并将随着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步增加到 1/3 以上 [1]。能源的浪费
以及环境的污染使人们开始意识到节能减排的重要性。绿
色建筑就是在节约资源的环境下出现的，作为一项节能减
排的重要举措，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在绿色建筑中，通风系统的合理设计不仅能够有效降
低资源的消耗，而且利于实现建筑的可持续发展。而自然
通风技术作为一种无能耗的通风方式，一方面能够降低空
调耗电量，进而降低生产这些电能的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
量和 CO2 的排放量；另一方面还能改善室内空气品质，加
强通风换气效果，减少“空调病”的发病率，保证室内人
员的身体健康水平 [2]。在绿色建筑中自然通风技术的应用
也日益广泛。
1   绿色建筑与自然通风的概述

绿色建筑是新时代、新形式下所产生的一种节约资源
的绿色建筑模式，它是指在全寿命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
资源（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
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一种建筑 [3]。“绿色建筑”的“绿色”，并不是指一
般意义的立体绿化、屋顶花园，而是代表一种概念或象征，
指建筑对环境无害，能充分利用环境自然资源，并且在不
破坏环境基本生态平衡条件下建造的一种建筑，又可称为
可持续发展建筑、生态建筑、回归大自然建筑、节能环保

建筑等。绿色建筑的室内布局十分合理，尽量减少使用合
成材料，充分利用阳光，节省能源，为居住者创造一种接
近自然的感觉。以人、建筑和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为目标，
在利用天然条件和人工手段创造良好、健康的居住环境的
同时，尽可能地控制和减少对自然环境的使用和破坏，充
分体现向大自然的索取和回报之间的平衡。绿色建筑能够
有效节约资源，降低污染排放，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途径。

自然通风利用室外风力造成的风压和室内外空气温度
差造成的热压，将室外新风引入室内，将室内被污染的空
气排出室外，促使空气流动，使建筑室内外空气交换，达
到降低室内污染物浓度的效果 [4]。采用自然通风，当室内
外温差较大时，开窗 15min 左右可以完成一次完全换气，
30min 可以完成一次室内外空气交换 [5]。由于自然通风系
统无须使用风机，因此节省了初投资与机械能，符合“绿
色建筑”对节能、环保以及经济性的要求。同时，它没有
复杂的空气处理系统，便于管理，过渡季节有利于最大限
度地利用室外空气的冷热量。另外，从舒适性的角度讲，
人们通常更喜欢自然的气流形态。自然通风作为室内环境
调节方式中最节能的通风方式，逐渐成为绿色建筑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

自然通风是现在绿色建筑中普遍采用的节约空调能
耗、改善建筑热环境的新技术，良好、合理的自然通风具
有三种不同的功能 [6]。

（1）热舒适通风。热舒适通风主要是通过空气的流通
加快人体表面的蒸发作用，加快体表的热散失，从而对建
筑物之内的人类起到降温减湿作用。这种功能与我们夏天
吹电风扇的功能类似，但是由于电风扇的风力过大，且风
向集中，对于人体来说非常不健康。通过自然通风的方式
可以通过空气的流通较为舒缓的加快人体的体表蒸发，尤
其是在潮湿的夏季，热舒适通风不仅可以降低人体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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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解决体表潮湿的不舒适感。
（2）健康通风。健康通风，就是为室内人员提供健康

空气所采取的通风措施。由于建筑物内属于一个相对密封
的环境，再加上有各种人类活动，导致其中的空气质量较
差，或者一些新建的建筑物，所使用的建筑材料当中本来
就含有较多的有害物质，如果长时间不进行空气流通，就
会对其内的人类的健康造成威胁。同时，建筑物室内充满
各种污染物，包括室内人员的活动、建筑与装饰材料、室
内设备等释放的气味、微粒和挥发型有机化合物，这些化
合物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新的有毒化学物
质，细菌和病毒也容易滋生与传播，这些都将严重危害人
体健康。自然通风所具有的健康通风功能，可以有效地将
室内的浑浊空气定期置换到室外，从而保证室内的空气质
量，保护建筑物之内的人类健康。

（3）降温通风。所谓降温通风，就是通过空气流通将
建筑物内的高温度空气与室外的低温度空气进行热量的交
换。当建筑进行通风时，室外空气进入室内，与室内空气
相混合，并与围护结构的内表面进行热量交换（自然通风
与建筑节能）。一般来说，在建筑采用降温通风的时候，
要结合当地的气候条件以及建筑本身的结构特点进行综合
考虑。对于商业类的建筑，要过渡季节要充分进行降温通
风，而对于住宅类的建筑，在白天应该尽量避免外界的高
温空气进入建筑物，而到了晚上可以使用降温通风来降低
室内温度，从而减少空调等其他降温设备的能耗。
2   绿色建筑自然通风的原理

建筑自然通风根据不同的分类方式可以分为不同的类
别。根据空气运动的动力，可以分为四种方式，分别是风
压作用下的自然通风，热压作用下的自然通风，风压、热
压共同作用下的自然通风、机械辅助式自然通风 [7-9]。

风压作用下的自然通风是由于经过建筑物而出现的压
力差促使空气从迎风面的窗缝和其他空隙流入室内，而室
内空气则从背风面孔口排出，就形成了全面换气的风压自
然通风。具有良好外部风环境的地区，风压可作为实现自
然通风的主要手段。在我国大量的非空调建筑中，利用风
压促进建筑的室内空气流通，改善室内的空气环境质量，
是一种常用的建筑处理手段。当风面对着建筑物正面吹袭
时，建筑物的表面会进行阻挡，这股风处在迎风面上，静
压自然增高，并且有了正压区的产生，这时气流再向上进
行偏转，并且会绕过建筑物的侧面以及正面，并在侧面和
正面上产生一股局部涡流，这时静压会降低，负压差会形
成，而风压就是对建筑背风面以及迎风面压力差的利用，
压力差产生作用，室内外空气在它的作用下，压力高的一
侧向压力低的一侧进行流动。当风垂直吹向建筑的正立面
时，迎风面中心处正压最大，在屋角和屋脊处负压最大，
通常所说的“穿堂风”就是典型的风压通风。另外，伯努
利流体原理显示，流动空气的压力随其速度的增加而减小，
从而形成低压区。依据这种原理，可以在建筑中局部留出
横向的通风通道，当风从通道吹过时，会在通道中形成负
压区，从而带动周围空气的流动，这就是管式建筑的通风
原理。通风的管式通道要在一定方向上封闭，而在其他方
向开敞，从而形成明确的通风方向。这种通风方式可以在
大进深的建筑空间中达到较好的通风效果。某一建筑物周
围风压与该建筑的几何形状、风向的方位、风速和建筑周
围的自然地形有关。

自然通风的另一原理是利用建筑内部空气的热压差来

实现建筑的自然通风，其实质就是“温差 — 热压 — 通风”，
其原理为室内外温度不一，二者的空气密度存在差异，室
内外的垂直压力梯度也相应有所不同，此时，若在开口下
方再开一小口，则室外的空气就从此下方开口进入，而室
内空气就从上方开口排出，从而形成“热压通风”。利用
热空气上升的原理，在建筑上部设排风口可将污浊的热空
气从室内排出，而室外新鲜的冷空气则从建筑底部被吸入。
在热压作用的进行下，进风、出风风口高度的区别，以及
室内外的温度差，都会对它产生影响，在温度差越大，高
度差也越大的情况下，会使热风通风具有很明显的效果。
与风压式自然通风不同，热压式自然通风更能适应常变的
外部风环境和不良的外部风环境。烟囱、通风塔、天井、
中庭等都是热压作用下的自然通风形式。

在建筑的自然通风设计中，风压通风与热压通风往往
是互为补充、密不可分的。建筑中能够产生自然通风，经
常是在风压与热压共同作用情况下进行的，只是由于它们
之间作用的程度不一，所以对建筑物整体自然通风的作用
也不同。对于热压而言，由于它具有的相对稳定性，更容
易产生烟囱效益的拔风作用；对于风压作用而言，因为经
常受到地方风、大气环流以及周围形状、建筑形状的影响，
所以比较不稳定。一般来说，在建筑进深较小的部位多利
用风压来直接通风，而进深较大的部位则多利用热压来达
到通风效果。当热压与风向作用的流线方向保持一致时，
它们之间会相互促进；反之，它们之间就会产生阻碍作用，
并且对自然通风产生影响。因此，建筑师要充分考虑各种
因素，使风压和热压作用相互补充，密切配合使用，实现
建筑物的有效自然通风。

在一些大型建筑中，由于通风路径较长，流动阻力较
大，单纯依靠自然风压与热压往往不足于实现自然通风。
而对于空气污染和噪声污染比较严重的城市，直接的自然
通风还会将室外污浊的空气和噪声带入室内，不利于人体
健康。在这种情况下，常常采用一种机械辅助式的自然通
风系统。该系统有一套完整的空气循环通道，辅以符合生
态思想的空气处理手段，并借助一定的机械方式加速室内
通风。这种系统以自然通风为主，机械辅助。
3   绿色建筑中常见的自然通风形式

自然通风技术在实际建筑工程使用中，常见的形式有
穿堂风、单面通风、中庭及风井通风等 [10-11]。

“穿堂风”是自然通风中效果最好的方式。所谓穿堂
风，“穿堂风”通常是指建筑物迎风一侧和背风一侧均有
开口，且开口之间有顺畅的空气通路，在风压作用下，室
外空气从建筑物一侧进入，贯穿内部，从另一侧流出的自
然通风。穿堂风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穿堂风

如果在两个开口之间存在有物体阻挡，空气就无法形
成顺畅的流通，通风效果就会变差。通常我们所说的穿堂
风都是无阻碍的空气流通。这种通风形式主要是依靠风压

高度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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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且气流通行的通道距离较短，这样空气在经过的时
候不会由于过长的通道造成气流减弱。穿堂风的示意图如
图 1 所示。

为获得良好的“穿堂风”，在进行房间的平面布置时，
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① 室外风要达到一定的强度，风速以 0.3~1.0m/s 为
最好；

② 室外空气首先进入人们生活活动的主要房间，避
免污浊空气随气流进入其他房间；

③ 穿堂气流通道上，避免出现喉部，气流通道应短
而直；

④ 对有大量余热和有害物质的生产车间，组织自然
通风除保证必要通风量外，还应保证气流的稳定性和气流
线路的短捷性；

单面通风是在建筑物的同一面墙壁上既有入风口，也
有出风口。单面通风是建筑不能采用穿堂风的情况下采用
的一种通风方式。单面通风有由于室外空气流动带动室内
空气的紊流致使室内外风压差及室内外空气温差造成的热
压的综合动力，从而进行室内外空气的交换。但是这种通
风方式由于入风口与出风口在同一侧，导致气流交换无法
深入。一般如果要加强建筑的单面通风，常在建筑上设置
导流装翼墙，来辅助单面通风的形成。单面通风的示意图
如图 2 所示。

图 2   单面通风

图 3   中庭通风

中庭通风与风井通风都属于热压通风，主要是通过高
温空气与低温空气的密度不同所形成的密度差来进行空气
流通的加强。中庭或者风井的范围内空气温度较高，所以
空气密度小，气流呈上升趋势，周围的空气温度较低，密
度大，气流呈下降趋势，从而形成一种空气上下回流的流
通形式。中庭通风和风井通风示意图如图 3 所示。

建筑的中庭最早起源于庭院天井，利用在天井内产生
的“烟囱效应”实现通风降温。在炎热的季节，当上部受

到暴晒后，天井内部的空气被加热，引起一个向上的气流，
由于上下温差大，空气的流动效果很好，大大地改善了室
内的气候环境。一般中庭上部均设有通风天窗，通风天窗
的启闭对中庭内的温度分布影响很大，相较于天窗关闭状
态，开启天窗后，中庭顶部室内温度会明显降低，其室内
外空气温差可以下降 4℃ 以上，甚至达到 7.74℃[12]。在冬
季，中庭是个全封闭的大暖房。在温室作用下，成为大开
间办公环境的热缓冲层，有效的改善了办公室热环境并节
省供暖的能耗。在过渡季节，他是一个敞开空间，室内和
室外保持良好的空气流通，有效的改善了工作室的小气候。
在夏天，中庭南窗的百叶这样板系统能有效的避免直射阳
光，使中庭成为一个巨大的凉棚。除了中庭外，还可以利
用建筑的楼梯间。同样，拔风井同样也是利用“烟囱效应”，
造成室内外空气的对流交换。
4   结论

自然通风技术作为一项节能环保的技术已经广泛地应
用于绿色建筑设计中，自然通风技术的采用不仅能够为住
户提供更加舒适的工作和居住环境，加强通风的同时也有
助于住户的身体健康，而且也有利于绿色建筑实现可持续
发展，降低绿色建筑的能耗。但是，自然通风技术在绿色
建筑应用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如室内得热量的限
制、室外空气湿度的限制、环境噪音以及空气污染物的限
制。目前，自然通风技术在绿色建筑中的应用还不够完善，
有许多问题需要在实践中发现、研究和解决，但是我们有
理由相信，自然通风技术在绿色建筑中的应用会越来越成
熟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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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热源塔热泵系统作为一种新型的冷热源，在冬季工况

下，可以有效提取空气中的低品位热能，利用少量高品位
电能实现热量从低温热能到高温热能的转移，从而达到制
热的目的。对于闭式热源塔而言，其采用大风量、宽翅片
的技术来降低冬季低温工况下翅片盘管的结霜点 [1]，减少
热源塔的结霜运行时间。又因制冷剂溶液在换热盘管内循
环，避免了与空气的直接接触，从而杜绝了因制冷剂溶液
漂失而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作为一种低品位可再生
冷热源，热源塔热泵系统的推广与使用对建筑节能与降耗
具有重大意义。

鉴于以上优点，国内外学者对闭式热源塔进行了深入
研究。能盎然 [2] 对闭式热源塔热泵成套装置的关键技术做
了分析，提出了热源塔技术优化的三大方向：换热器的结
构优化、换热介质的选择优化以及防霜装置的优化。王廷
伟 [3] 对具有相同换热结构的宽窄翅片换热盘管进行对应的
分析，得出结论：相比于窄翅片盘管，宽翅片换热量略小，
但是从防霜的角度来说，宽翅片换热盘管明显优于窄翅片
盘管。Wongwises.S 等 [4] 主要研究了翅片厚度对换热器空
气侧换热性能的影响。得出结论：在管排数大 6、翅片间
距 1.41mm~2.54mm 间时，传热因子受翅片厚度的影响较
大，而阻力系数几乎不受翅片厚度的影响。

闭式热源塔的换热过程复杂，其换热核心在于翅片
盘管，又因在冬季结霜工况下，翅片间霜层堵塞风道，从
而导致换热系数的减小与进风量的降低，大大降低了热源
塔的换热量。故为优化闭式热源塔内宽翅片盘管在结霜工
况下的换热性能，本文在已有的翅片盘管传热传质的经验
公式的基础上对宽翅片盘管内部的热湿交换过程进行了分
析，采用 Schmidt[5] 总结的计算管簇表面传热系数的关联
式，建立了闭式热源塔内翅片盘管换热的稳态数值模型；

闭式热源塔内翅片间距的优化模拟研究
李峥嵘，孙佳利，张东凯

（同济大学，上海   201804）

［摘   要］为优化闭式热源塔内宽翅片盘管在结霜工况下的换热性能，本文对宽翅片盘管内部的热湿交换过程进行了
分析，建立了稳态的数值模型；并利用 Matlab 自编程序，分析了结霜工况下不同翅片间距对盘管换热性能的影响。结果显
示，翅片间距在 1.8mm~2.4mm 时盘管换热量最佳，为宽翅片盘管的设计与选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闭式热源塔；宽翅片；翅片间距；换热性能

Simulation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Fin Pitch of the Closed Heat Source Tower
Li Zheng-rong, Sun Jia-li, Zhang Dong-kai

(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1804,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for optimizing the heat transfer performance of the wide finned coil in the closed heat source tower 

under frosting condition, the process of heat and moisture exchange in wide finned coil is analysed and a steady numerical model is 
established; This paper also use Matlab to analys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fin pitch on the heat transfer performance under the frost 
condi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heat exchange of the fin coil tube is maximized while the fin pitch ranges from 1.8mm to 2.4mm, this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sign and selection of wide finned coil.

［Keywords］closed heat source tower; wide fins; fin pitch; heat transfer performance

并利用 Matlab 自编程序，分析了结霜工况下 , 不同翅片间
距（1.0mm~4.0mm）对盘管换热性能的影响。
1   翅片盘管元件结构参数

在冬季工况下，闭式热源塔内的热质交换在翅片盘管
表面进行，翅片管簇的排列方式通常有两种，顺排与叉排，
如图 1 所示 [6]。       

这种盘管簇结构的特征尺寸是管子直径、管子中间的
横向间距 S1 和纵向间距 S2。顺排时，后一排管处于前一
排管的漩涡尾流区以内，后一排的来流就是前排的具有不
均匀流速分布的漩涡流，当流速与纵向间距较小时，在两
排管之间可能会形成滞留区；叉排时，后一排管恰好处于
前排管中间，直接受到收缩后的流体的冲刷，同时流体流
过叉排时有较强的扰动，所以换热得到增强，但流动阻力
也加剧，如图 2 所示 [7]。

（a）顺排                                             （b）叉排
图 1   管束的排列方式

（a）顺排                                             （b）叉排
图 2   管束的排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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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叉排管换热效果普遍优于顺排管，应用于闭式热源
塔可以使其有更好的换热能力，故本文研究的对象为闭式
热源塔内叉流八排翅片盘管，翅片管换热器概图如图 3 所
示：

     

（a）换热器外部结构图           （b）单排叉流八排管俯视图
图 3   翅片管换热器概图

2   传热传质模型的建立
在冬季工况下闭式热源塔的换热过程中，根据盘管外

表面的变化，将换热过程分为干工况、湿工况与霜工况三
种工况，本文重点研究霜工况下热源塔的换热情况。霜工
况即：

当翅片盘管表面温度低于空气的露点温度且低于 0℃
时，显热与潜热同时产生，即水蒸气在翅片盘管表面结霜，
形成结霜层。此时空气温度下降，绝对湿度降低。

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为了简化换热模型，做出以下
假设：

（1）闭式热源塔内翅片盘管的换热为稳态换热；
（2）翅片管内溶液质量流量是均匀的、稳定的，且在

循环过程中不考虑溶液内部导热；
（3）闭式热源塔内空气侧传热传质只沿着空气流动方

向进行，溶液侧传热只沿着溶液流动方向进行；
（4）由于换热器管壁厚度较薄，故忽略管壁导热热阻；

忽略管道污垢热阻，翅片四周绝热； 
（5）当管程数超过 4 时，交叉流翅片换热器性能近似

为全逆流翅片换热器；
（6）计算微元单元内物性分布均匀。
使用离散数值解法，将翅片盘管分割为有限网格单元，

使用数值解法求解针对各个节点建立的离散方程。由于换
热过程较稳定，故认为换热过程为稳态换热，忽略时间的
变化。由于以上假设对换热过程的合理简化，使得该方法
可以用于不同形式的翅片管换热器。
3   数值模型验证

为了验证所建立的数学模型的准确度，本文将模拟计
算结果与实验数据进行比较，实验用闭式热源塔内翅片盘
管的结构参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翅片盘管结构参数

翅片结构形式 直翅片

翅片间距 4.00  mm
翅片高度 16.45 mm
翅片长度 280.00mm
翅片厚度 0.15 mm
盘管外径 16.00mm
盘管内径 1.52 mm

盘管横向间距 32.90mm
盘管纵向间距 38.00mm

闭式热源塔采用 40% 质量分数的乙二醇与 10% 质量
分数的甲醇混合水溶液，管内溶液流量为 29.6m3/h；实

验用闭式热源塔采用定频率风机，空气入口流量为 55622 
m3/h。数值模型的计算结果与实验数据对比分析见表 2：

表 2   模拟数据与实测数据对比

工
况

序
号

空气 溶液

风量         
/(m3/h)

55622

进口
干球
温度
/℃

出口干球
温度 /℃

流量
/(m3/h)

29.6

进口
温度   
/℃

出口
温度 /℃

误差
/℃

误差
/%计算 实测 计算 实测

霜
工
况

1 -3.1 -3.98 -3.8 -6.8 -5.58 -5.8 0.22 3.8%

2 -5.3 -5.98 -5.7 -8.7 -7.75 -8.1 0.35 4.3%

从表 2 可以看出，模拟数据与实测数据误差最小 3.8%、
最大 4.3%，均小于 15% 的误差允许范围，可见所建立的
数值模型可以准确反应翅片盘管换热的实际工况，符合模
拟分析的精度需求。
4   翅片间距的优化分析

虽然翅片间距的减少使换热器的换热面积有所增加，
但因翅片间结霜造成风道堵塞、风量减少，大大降低了
换热效率。故本文分别模拟了结霜工况下，翅片间距为
1.0mm~4.0mm 时闭式热源塔内翅片管的换热工况，以研
究不同间距下盘管的换热情况。具体见表 3。

表 3   翅片间距模拟研究工况

霜工况
管

排数
翅片
间距

空气进口
温度

相对
湿度

溶液进口
温度

8 1.0mm~4.0mm -5.3℃ 89.6% -8.7℃

图 4   翅片间距对热源塔换热量的影响

图 5   翅片间距对翅片盘管换热系数与换热面积的影响

如图 4、图 5 所示，随着翅片间距从 1.0mm~4.0mm
的变化，闭式热源塔的换热量有较大起伏，呈现先增大后
减少的趋势，1.0mm 时换热量最小，2.0 时换热量最大；
并且随着翅片间距的增加，盘管换热面积急剧减少的同时，
盘管的换热系数呈现递增趋势。翅片间距为 1.0mm 时，
虽然盘管外侧的换热面积为最大的 462m2，但因翅片间距
过小，结霜层造成风道的严重堵塞，从而导致盘管换热效
率低下，换热量仅为翅片间距为 2.0mm 时的 51.6%；翅片

溶液进口

翅片

溶液
进口

空气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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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距为 2.0mm 时，盘管外侧的换热面积仅为翅片间距为
1.0mm 时的 54.5%，但因翅片间距的增大，翅片间结霜层
对风道的堵塞现象消失，与此同此时，盘管的换热系数为
翅片间距为 1.0mm 的 3.5 倍，这使得盘管换热效率增加，
热源塔换热量增大；翅片间距大于 2.0mm 时，虽然盘管
的换热系数随着翅片间距的增大逐步递增，但因盘管的换
热面积的急剧减小，使得热源塔的换热量的减小。

图 6   翅片间距 2.0mm 时管长节点的换热量随管长变化

图 7   翅片间距 2.0mm 时溶液温度随管长变化

图 8   翅片间距 2.0mm 时每排管换热量随管排数的变化

如上文所述，翅片间距为 1.8mm~2.4mm 时，闭式热
源塔具有最佳的换热性能，故取翅片间距为 2.0mm 时的

单排叉流八排管换热工况进行分析。如图 6、7、8 所示，
随着溶液在管道内的流动，管内溶液与管外空气的换热温
差逐渐减小，与此同时，管外的换热系数保持稳定，故随
着管长的增加，节点换热量逐渐减少，溶液的温升速率降
低。对于翅片盘管首排而言，虽然因为空气的入口效应，
盘管的换热系数达不到最高，但空气与溶液具有最大的换
热温差，故盘管的换热量最大。并且，随着管排数的增加，
空气与溶液的换热温差减少，换热量呈现递减趋势，且第
八排的平均换热量仅为首排的 50.3%。由此可得管排数过
多，后排管换热量的减少会导致翅片盘管整体的换热效率
降低，不利于盘管的高效换热。
5   结论

（1）根据闭式热源塔内翅片盘管的热湿交换过程，建
立了冬季节霜工况下热源塔的换热数值模型，并通过实验
数据验证得模拟数据与实测数据误差最小为 3.8%、最大
4.3%，均小于 15% 的误差允许范围，为以后研究闭式热
源塔在结霜工况下的运行调节提供了理论支撑；

（2）在冬季结霜工况下，盘管的翅片间距在 1.8mm~
2.4mm 时，热源塔具有最大的换热量。翅片间距大于 2.4mm
时，由于盘管外换热面积的减少，导致热源塔的换热量明
显减少。这对于结霜工况下，翅片间距的选取提供了理论
借鉴；

（3） 对 于 本 文 研 究 的 8 排 管 而 言， 在 环 境 空 气
为 –5.3℃ 的工况下，末排管的换热量仅为首排管换热量
的 50.3%。由此可见，管排数过多时，后排管的换热效
率降低，这对于盘管排数的选取提供了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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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空气品质要求正

在由热舒适型向健康型迈进。传统上人们只要求空调系统
能提供合适的室内温湿度、适当数量的室外清新空气。但
是，仅仅满足这些要求并不是健康的室内环境。人们在室
内时间多达 90%，室内空气质量尤为重要。近年来，很多
人已经意识到长时间呆在空调房间会得“空调病”。许多
人反映在空调室内环境中生活感觉不适，症状有如眼睛干
涩、咽喉刺激、鼻炎、胸闷、头痛、精神无法集中和过敏
等，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将此现象称为“病态建筑物综
合症”(Sick Building Syndrome，简称 SBS)。在学术界，
室内空气品质对人们身体健康的影响已经被充分肯定。卫
生部对于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卫生规范也提出了
新的要求。因此，营造健康、舒适、节能、环保的室内环
境代表着目前空调领域的发展方向。

传统的建筑通风为室内提供新鲜空气，消除室内污染
物。然而更高的通风率导致更多的能源使用，通风已占建
筑总能耗的 30%，成为建筑节能的瓶颈。最重要的是现代
城市的室外大气污染加剧，交通和工业释放颗粒污染物，
普通效率的过滤器并不能很好的过滤污染物，而高效过滤
器也不能过滤 VOC、氮氧化合物等污染物，而且高效过
滤器还会导致更高的功耗。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净化
室内空气的方法。
1   研究背景

造成室内环境问题的因素有多种。其一是有害的悬浮
性有机化合物（VOC），有害气体包括甲醛、苯等，往往
由装修时的水泥、板材、油漆等产生。在中国，由于建筑
材料不过关，有关由装修导致疾病甚至死亡的报道屡见不
鲜。其二是空调系统内部黑暗、潮湿、温暖的环境下，霉

菌、藻类和病毒等污染物很容易滋生。其三是生活在空调
空间的人员带来细菌源，并在空调系统内繁殖和传播 [1]。
在传染病流行时期，病菌很容易通过中央空调系统大面积
的传播。针对室内污染物的产生方式，有三种方法可以用
来提高室内空气品质。第一种是采用低污染材料。这种方
法不属于空调领域的范畴，应该由建筑行业来规范。第二
种是增加新风量来带走室内空气污染物。但是这种方法的
缺点是显然会增加新风负荷，从而使系统能耗增加，而且
不能防止生物污染物在空调系统内的滋生以及细菌、病毒
传播等问题。第三种方法是用空气净化设备消除室内空气
污染物。鉴于以上两种方法的局限性，有些情况下在空调
系统中加空气净化设备才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可能是必须
的。这里的空气净化设备不单单指过滤器这样的简单除尘
设备，而应是能清除上述各种污染物的设备。根据卫生部
的《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空气净化消
毒装置必须是能去除集中空调通风系统送风中颗粒物、气
态污染物和微生物的装置。传统空调系统中的过滤器只能
起到过滤灰尘的作用，但它本身也可能成为污染源。因此，
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正在积极的开发研制基于各种原理的空
气净化设备。

在近些年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常用于做吸湿材料的硅
胶、分子筛、活性炭等物质在吸湿的同时，还有吸收空气
中的化学物质的能力。用这些材料制作的承载建筑湿负荷
的转轮除湿机，在转轮通过吸附和脱附把水蒸汽从室内带
到室外的同时，室内污染物也以同样方式被带到室外，从
而室内空气得到净化。因此，如果合理开发以转轮除湿机
为核心的热湿处理技术，同时优化转轮的空气净化能力，
将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新型空气处理技术。从能耗角度看，
采用转轮除湿机的空调系统，空气净化效果是在除湿的同
时实现的，是不需要额外能耗的净收益。同时由于空气质
量的改善，可以减少室外新风量，从而可以减小系统负荷，

除湿转轮的除湿及室内空气净化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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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能耗。另外，采用了除湿冷却技术的空调系统，可以
以各种形式的热能为能源，消耗极少的电力，从而缓解中
国的夏季由于空调系统造成的用电紧张问题。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着重于用实验的方法研究测量固
体除湿设备对于空气中的污染物（尤其是挥发性有机物这
类污染物）的净化能力以及其温湿度控制能力，找出影响
因素和优化方法，使其达到一个能耗最低、效果最佳的平
衡，从而为开发以转轮除湿机为核心的热湿处理及空气净
化技术提供一些依据。
2   实验及分析方法
2.1   实验内容

为开发结合再生转轮室内空气净化功能的固体除湿净
化空调系统实验样机，本实验先行测试再生吸附转轮的物
理吸附功能，测试不同工况、不同转轮结构下再生吸附转
轮对室内空气污染物、水分的吸附：

（1）改进转轮结构
传统除湿转轮，有四分之三为除湿区，四分之一为再

生区，目前国内研究大部分围绕着这种转轮开展。本实验
将改变转轮结构，测试不同的除湿区与再生区比例及其位
置分布，找出最佳转轮结构；

（2）调节转速
本实验购置转轮可在转速范围内无级调节，最大可达

到 11.25r/h。调节转轮转速并分别测试其除湿及空气净化
效果，总结变化规律，找出最适宜转速。
2.2   实验地点及设备

本实验开展过程中需要建立温湿度可控的实验室模拟
办公环境，在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北京市重点
实验室的温湿度可控焓差实验室进行。实验购置设备如下：

（1）转轮除湿机（转轮尺寸：直径 Φ=500mm，厚度
δ=200mm；驱动电机电压 220V，可调节转速：1~11.25r/h）
一台；

（2）天圆地方风管、圆风管各 8 根；
（3）圆管道风机（可调风速）4 个，管道加热器（可

控）2 个；
（4）温湿度传感器 ( 日本 Shinyei 公司，THT-N263A)

8 个；
（5）示踪气体声谱分析仪一台；
（6）风管连接材料若干；
（7）风量测试装置。

图 1   转轮样图

2.3   实验原理
本实验测试在温湿度可控焓差实验室进行，其中一

小室模拟室外气候条件，另一小室模拟室内热湿环境。
实验过程中室内热湿环境始终控制在 25℃，9.85g/kg 含

湿量，而室外热湿气候则分别模拟了低温低湿气候条件
（10℃，5.85g/kg 含湿量）和高温高湿室外气候条件（35℃，
22.15g/kg 含湿量）。通过通风管道及风机引一部分新风（人
工气候室气流）与一部分室内回风混合至转轮除湿机，除
湿处理后送入室内；另一部分新风与室内回风混合加热后
进入再生区为除湿转轮进行再生。

图 2   系统原理图

系统温湿度测点如上图所示，对转轮机除湿区和再生
区的进出口温湿度分别进行监测，取一段时间监测值生成
变化趋势图。为研究转轮除湿机对室内空气污染物净化效
果，在新风入口侧布置气态污染物投放点，并在实验过程
中持续投放甲苯、丙酮、氨气作为示踪气体，在除湿转轮
机新风入口、系统送风出口、再生风入口、再生风出口布
置采样点，并通过示踪气体声谱分析仪实时在线监测示踪
气体浓度。

将除湿转轮等分为四个区，分别记作 1、2、3、4，
每个区独立接风管与风机且相互隔离，风机位置可变换，
如 1 区为除湿区时则风机置于转轮右侧作为新风机，如 2
区为再生区时则风机置于转轮左侧作为再生风机，并在转
轮右侧风管上加装再生加热器。

图 3   转轮分区原理图

传统转轮有四分之三为除湿区，四分之一为再生区，
目前国内研究大部分围绕着这种转轮开展；本文将转轮不
同分区作为除湿区和再生区，测试除湿、空气净化效果及
再生热量的吸收效果：

（1）1、2 区为除湿区，3、4 区为再生区；
（2）1、4 区为除湿区，2、3 区为再生区；
（3）1、2、3 区为除湿区，4 区为再生区。

2.4   调试参数
（1）入口参数
入口参数包括处理空气进口温度、处理空气进口相对

湿度、处理空气进口绝对湿度等，转轮系统的入口参数对
除湿转轮的影响较大，在外界环境条件有所波动时，系统
的除湿情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用变量法分别分析各入口
参数的变化对系统性能、除湿情况、耗能情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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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生温度
通过调节再生加热器控制再生温度，测试不同再生温

度对转轮机除湿效果的影响。
（3）转轮迎面风速
由于风管面积一定，调节转轮迎面风速即调节风量，

通过圆管道风机调节风速。因为风速提高，空气与除湿剂
的接触时间减少，除湿效果减弱。为保证系统的除湿能力，
并且控制系统体积，应选择适当的风速。

（4）转轮转速
选择适当的转轮转速能保证系统运行的最佳状态。

2.5   文献调研
在进行实验测试的同时，笔者进一步深入的调研大量

文献，结合实验测试的方法分析基于物理吸附材料的再生
转轮对室内气态污染物和水蒸气表面吸附特征以及除湿脱
附影响因素。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瑜等人对传统除湿转轮进行了结
构改进，测试了其除湿性能及耗能情况，并建立转轮除湿
系统数学模型，分析了一些重要参数对系统除湿和耗能情
况的影响 [2]；装甲兵工程学院的丛华等人就再生风温度对
转轮除湿机除湿效果的影响规律进行了测试分析 [3]；上海
交通大学张学军等人利用计算机仿真的方法对新型复合干
燥剂转轮的除湿性能进行了分析，并进行了对比实验研究
[4]；华南理工大学杨启荣等人测试了新型有机 – 无机复合
型除湿材料 [5]。
3   分析结果

结合文献调研，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再生区域的扇形
角度在 180˚ 时除湿效果好于 90˚，且能效比（COP）值较高，
这是因为传统除湿转轮要达到相同的除湿效果，必须将再
生温度提高到 100℃ 以上才能得到足够的热量，而新型转
轮通过增大再生区面积即可提高再生热量的吸收效果。在

转轮外形、进口条件、除湿量和送风风量相同的情况下，
夏季标准工况下低温再生转轮除湿机组耗能水平低于传统
设备，过渡季节能效果更加明显，而冬季工况下耗能相同。
这是因为选用再生温度低的吸湿剂使再生温度降低，电加
热量下降，节能效果显著。

可以发现：随着转轮转速增加，送风温度的下降趋势
和湿度的上升趋势十分明显，在转轮转速大于 15r/h 后，
送风温度的变化比较平缓，湿度的变化梯度减小 ; 只考虑
送风条件的转轮转速最佳值应在 8.6r/h 附近。
4   结论

基于上述实验测试及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传统转轮除湿系统由于转轮本身的性质，所需再

生温度较高，再生过程中需要电加热，导致能耗和对高品
位能量的需求量较高，对节能极为不利；

（2）再生温度对系统的除湿能力和耗能影响较大，选
择适当的转速和风速能保证系统运行的最佳状态。

本文分析比对多次实验数据，找出最优方案，为后续
设计固体除湿净化空调系统、制作实验样机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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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IM 技术概述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深刻影响着我国建筑领域，从设

计构思、施工图表达、设计协同、项目管理、施工安装等
各个方面无不体现着数字化技术带来的变革。建筑信息模
型（BIM）是数字化浪潮中最重要的技术之一，BIM 设计
中的三维设计方式和工作流程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二维制
图技术。

BIM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即建筑信息模型，
是以三维数字技术为基础，集成了建筑工程项目各种相关
信息的工程数据模型， 是对工程项目设施实体与功能特
性的数字化表达，对建筑信息模型的创建、应用和管理的
过程。BIM 不是狭义的模型或建模技术，而是一种新的理
念及其相关的理论、方法、技术、平台和软件等。它引发
了建设领域继 CAD 应用之后的第二次技术革命。

到 2020 年末，建筑行业甲级勘察、设计单位以及特级、
一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企业应掌握并实现 BIM 与企业管
理系统和其他信息技术的一体化集成应用。以下新立项项
目勘察设计、施工、运营维护中，集成应用 BIM 的项目
比率将达到 90%：

（1）以国有资金投资为主的大中型建筑；
（2）申报绿色建筑的公共建筑和绿色生态示范小区。
BIM 技术的应用使得暖通空调设计进入了现代化设计

领域，其强大的建筑性能化模拟技术与参数化技术对暖通
空调的性能设计和控制起到了极大的辅助作用，有效实现
信息的转换与应用，进而打破传统暖通空调的设计方式，
提高暖通空调设计的智能化水平。
2   工程概况

本次研究的某实验室项目，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建筑
面积大约 7000m2，建筑高度 32m，火灾危险性为乙类。
由于该项目管线较多，供暖、通风系统较为复杂，业主希
望应用 BIM 技术对设计进行三维模拟，检查设计疏漏与

错误，避免施工时造成的成本浪费，缩短施工工期。项目
应用 BIM 技术进行设计可以让业主方更直接的观看到建
筑的设计模型。同时设计时可以模拟管线布置，一方面检
查管线碰撞的问题，另一方面解决建筑空间的浪费。

图 1   BIM 全专业模型集成

图 2   BIM 机电专业模型集成

3   设计实例
3.1  BIM 技术应用亮点

普通二位图纸难以表达的地方，在 BIM 设计中轻松
表达。由于本项目整个试验厂房甲类防爆，排风设计需要
下部 2/3 排风，上部 1/3 排风，且排出室外气体需要高空
排放。CAD 平面图及管系图，现场施工人员难以理解，
BIM 图简单明了，现场施工人员一目了然，且安装位置明
显。BIM 模型在建模阶段就将项目的几何、物理、功能等
完整信息附加在了模型中，因此可视化可以实时的从 BIM

基于 BIM 技术在暖通空调中的应用
张    帆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120 ）

［摘   要］本文基于西安某试验厂房，结合了 BIM 技术的概念和特点，对比了 BIM 设计软件与 CAD 设计软件的差异，
详述了 BIM 技术在暖通空调中的优势。针对此试验厂房的机电设计问题建立了 BIM 模型，进行了碰撞检测，对项目的优化
设计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BIM 技术；碰撞检测；优化设计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n HVAC
Zhang Fan

(China Aviation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 (Group) CO., LTD, Beijing 100120 )
［Abstract］Based on a test plant in Xi'an, combining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IM technology,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IM design and CAD design software, and expounds the advantages of BIM technology in HVAC. In view 
of the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design problem of the test workshop, the BIM model is established, and the collision detection is 
carried out, which is of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the optimization design of the project.

［Keywords］BIM Technology; BIM technology; Collision detection; Optimiz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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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获取各阶段所需的几何、材料、视角等信息，不需
要重新建立可视化模型。

图 3   机械排风 CAD 平面图

图 4   机械排风 BIM 局部图

图 5   机械排风室外风管高空排放

3.2  辅助图纸会审
设计阶段是项目建设周期中的基础，在设计阶段，参

与工程设计的人员非常多，这些人员有着不同的专业以及
不同的设计理念，每一个人员都掌握着不同的信息，当这
些人共同参与到模型建设的过程中时，就形成了一个巨大
的信息库，无论是建筑、结构设计以及水暖电设计等。在
设计阶段，涉及到的所有设计的信息的传递和流动就形成
了设计模型的设计库，这个设计库就是 BIM 技术运用在
设计阶段的模式。设计单位采用 BIM 技术对项目的设计
进行展示和分析，让甲方、施工单位更加全面的了解这个
项目，在这个过程中，BIM 模型不仅仅是建设单位和设计
方的交流沟通平台，同时也是对项目设计错误的检验，保
证设计的可靠性，及时发现并解决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三维模型为二维图纸提供了审核和校验，并为二维图
纸的深化设计提供帮助。基于 BIM 三维模型进行图纸会审，
加深参建各方对设计图纸的理解，并在工程施工前消除图
纸中存在的隐蔽错误，避免人力、财力、工期的浪费。

本项目风管出屋面部分比较复杂，通过 BIM 的表达，
让原本看似复杂的图纸变得清晰、明了，有助于设计意图
的表达，节省了许多设计人员交底沟通的时间。

图 6   屋面通风、空调 CAD 平面图

图 7   屋面通风、空调 BIM 局部图

3.3  综合管线排布
因机电安装工程系统多，内容复杂，设计施工均是各

专业单独出图，各专业在空间布置上往往存在冲突、交叉
的情况。这就体现出综合管线排布的重要性。在本公司承
揽的总承包、EPC 工程中，各专业综合管线及其综合支吊
架的设计均在暖通、建筑、结构专业责任内，由暖通作为
主导专业，结合给排水、动力、电气等专业共同完成此项
技术探究。

本项目综合管线部分由于通风风管较多，利用 BIM
技术进行综合管线排布，充分体现出 BIM 技术的优势，
在各专业协调上给予非常大的帮助。

图 8   综合管线 BIM 局部图

图 9   综合管线 BIM 局部图

4   BIM 在暖通设计中的应用
BIM 在暖通空调专业中的作用，不仅体现在三维模型

更直观，更多的体现在碰撞检测的作用，和模型富含工程
信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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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设备专业碰撞检测
碰撞检查流程：土建、设备各个专业模型提交 → 系

统后台自动碰撞检查并输出结果 → 撰写并提供碰撞检查
报告 → 根据碰撞报告修改优化模型。

各个专业之间，如结构与水暖电等专业之间的碰撞是
一个传统二维设计难以解决的问题，往往在实际施工时才
发现管线碰撞、施工空间不足等问题，造成大量变更、返
工，费时费力。

基于 BIM 技术进行多专业协同及碰撞检测很好地解
决了这个问题。检测出的各专业模型碰撞问题，除了能发
现结构与机电、机电各专业之间的各类碰撞，还能发现门
窗开启、楼梯碰头、保温层空间检查等建筑特有的软碰撞。
在施工前快速、全面、准确地检查出设计图纸中的错误、
遗漏及各专业间的碰撞问题。通过分析，本项目找出多达
500 处的碰撞问题，对于碰撞位置，可以通过 GMC 软件
直接定位、返回模型进行修改，从而减少施工中的返工，
提高建筑质量，节约成本。

应用 BIM 技术进行三维管线的碰撞检查，不但能够
彻底消除硬碰撞、软碰撞，优化工程设计，减少在建筑施
工阶段可能存在的错误损失和返工的可能性，并且优化净
空，优化管线排布方案。最后，施工人员可以利用碰撞优
化后的三维管线方案，进行施工交底、施工模拟，提高施
工质量，同时也提高了与业主沟通的能力。

图 10   各专业碰撞检测报告（共 500 处）

4.2  包含工程信息
BIM 技术更是一种信息化的手段，其中包含了大量

工程信息，对暖通专业而言，模型含有建筑物的冷、热负
荷信息，暖通管道水力信息，暖通设备材料信息等。二维
设计的一大缺点是图纸无法表达所有信息，还需要辅助一
系列计算书。其中，冷热负荷计算书作为主要的系统选型
依据是不可缺少的。负荷计算需要暖通工程师在计算软件
中计算出设计的参数，计算书与设计图纸没有关联性，当
建筑平面发生变化时，房间负荷只能重新算。而对于 BIM
模型，房间的围护结构信息已经包含在模型中，房间格局
发生调整，负荷也会相应跟着调整，这不仅可以提高设计
者的效率，还可以保证负荷计算的准确性。

除了负荷计算，设计者还可以从繁琐的水力计算中解
放出来。绘制管道时，在属性选项中输入相应的流体类型
和管段信息，就可以自动生成该管段的水力计算，方便计
算压力损失，选用合适的设备。

BIM 还能有效的帮助设计者统计设备和材料数量，输
出设备材料表，有助于更准确的计算工程造价。同时也为
成本控制和精细化施工提供了数据支持。更有甚者将 BIM
模型与施工进度相关联，可以建立 4D 施工信息模型，能
对复杂的管线、设备安装区域建立动态化、可视化的 4D
施工模拟，有效协调施工顺序，提高工程质量。上海迪士
尼的奇幻童话城堡项目即成功运用此项技术，获得了美国

建筑师协会的“建筑实践技术”大奖。

图 11   本项目管道、管件明细表

5   结论
（1）从传统的二维平面到如今的三维交底，四维管理，

BIM 让项目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工程效益。而在狭小场地内
进行现场布置、绿色施工方面，BIM 也发挥了不小作用。
通过 BIM 技术对前期全过程工况模拟，项目合理布局，
使空间利用率达到最高、施工效率提升到最大，仅仅通过
BIM 技术为项目实现 “ 四节一环保 ” 做出贡献。

（2）传统分析数据参考文件主要有：WORD 文档、
EXCEL 表格、CAD 图纸、场地照片甚至视频电子文件等。
部分数据在建筑项目中反复引用了多年已经不准确，根据
美国 LEED 绿色评估的统计资料，这个阶段的数据误差可
达 30% 左右。

（3）某些工程建筑造型复杂，施工难度比较大，在施
工前利用 BIM 三维模型，根据模型对具体的施工细节进
行优化，例如螺栓的位置设计、角度以及构件的尺寸等。
整个工程的中心管线的施工也是在 BIM 模型里面进行排
布的，然后再运用到现场施工中，从而保证整体施工质量。
在本项目中，采用 BIM 模型打造的可视化平台，协调了
各个专业的问题，对项目中的钢结构、复杂外立面以及内
装空间等都进行了合理的分配，解决了传统二维设计手段
难以解决的管线综合问题，避免在施工过程中出现返修的
情况，从而使整个建设项目顺利完成，并提高了整个建设
项目的品质。

（4）BIM 技术考验的是团队对细节的把控程度，BIM
技术让设计环节变得更长，更谨慎，更细致，对于项目的
每个细小的环节都有对应的细致图纸。更多的 BIM 技术
应用，将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模拟碰撞、查缺补漏，
以降低错误的水平，能大大减少工期，减少建设成本，提
高效率，同时还可以从技术层面上防止腐败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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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以 PM2.5 为代表的大气颗粒物已成为我国大

气污染的主要因素，而频频出现的 PM2.5 监测数据的“爆
表”事件也已引起全民关注身边的空气污染问题。据统计，
人约有 90% 的时间是在室内工作和生活的，这其中有约
60% 的时间是在家里度过的，因而室内空气品质的优劣对
人们的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我国每年因室内空气污
染引起的超额死亡人数高达 11.1 万人，超额门诊数 22 万
人次，超额急诊数 430 万人次 [1]。一时间，空调市场上带
有过滤净化功能的新风交换机、净化器变得炙手可热，然
而无论是净化器还是带有过滤净化的新风交换机，都存在
很大弊端。首先为了达到净化效果，设置多层滤网，导致
风压过大，影响用户休息；其次需要频繁更换滤网，对用
户使用造成额外的负担，影响用户体验；最后更换的滤网
随生活垃圾一起处理，会对环境造成危害。
1   蒸发冷却填料净化性能

蒸发冷却是一项利用水蒸发吸热制冷的技术。当水被
蒸发进入待冷却的空气中时简称“直接”蒸发冷却，当水
和非饱和空气 – 水混合物处于游离状态时，基于相应的温
度和蒸汽压力的差异将发生接触，使热量和水转移，这种
“传质”过程在水蒸气表面完成 [2]。

水与空气的间的热湿交换过程是空气将潜热传递给
水，使空气的温度下降。而由于水的蒸发，空气的含量不

但要增加，而且进入空气的水蒸气带回一些汽化潜热。当
这两种热量相等时，水温达到空气的湿球温度。只要空气
未饱和，利用循环水喷淋空气或蒸发冷却填料就可以达到
降温效果。

图 1   蒸发冷却器 ( 段）结构示意图

蒸发冷却填料作为蒸发冷却的核心部件，目前常用的
直接蒸发冷却器（段）填料有：有机填料、无机填料、天
然植物纤维填料、金属填料、无纺布填料、PVC 填料、多
孔陶瓷材料等 [3] 在蒸发冷却器中颗粒物的去除机理有惯性
碰撞、扩散、接触阻留和沉降。图 2 和图 3 是各种净化机
理的概念图 [4] 。

蒸发冷却技术对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的影响
申永波，黄    翔，雷梦娜，严锦程 

（西安工程大学，西安   710048）

［摘   要］本文结合国内外关于蒸发冷却净化性能的研究情况，在冬季雾霾天和夏季高温天气利用蒸发式冷风扇以及
窗式蒸发冷却空调器进行实验，对直接蒸发冷却技术净化过滤性能进行实验及分析，分析了直接蒸发冷却通风空调技术对
室内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的影响。另一方面，对比两种不同设备作用下室内可吸入颗粒物浓度衰减效率，进而得出将直接蒸
发冷却技术与通风相结合在提高室内空气品质方面具有巨大发展潜力。最后，提出一种与蒸发冷却技术相结合的空气调节
方案。

［关键词］蒸发式冷风扇；窗式蒸发冷却空调器；直接蒸发冷却通风空调技术；可吸入颗粒物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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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蒸发冷却填料处于干燥状态时，相当于滤网过滤器
的作用，阻碍空气中的颗粒物通过。当在填料层淋水或其
它溶液时，在降低空气温度的同时，过滤材料通道及其表
面形成液滴和液膜，空气中的尘粒、气溶胶通过与液滴、
液膜相接触而被捕获，然后被淋下来的水或其他溶液带走，
从而可以有效的将液态或固态粉尘粒子从气流中除去 [5]。
作为一种自净式过滤器，蒸发冷却填料过滤克服了传统空
气过滤器的一些弊病，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有必要研究
将蒸发冷却与相关技术相结合，用于提高室内空气品质，
达到对空气净化的效果。 

Paschold 在蒸发冷却器测试室中对室内外可吸入颗粒
物进行测定，以确定蒸发冷却对环境空气的影响。通过在
两个普通蒸发冷却器模型中所做的实验，发现采用蒸发冷
却器后室内 PM10 可吸入颗粒物减少 50%。对 PM2.5 可吸
入颗粒物的去除效率为 10%~40%. 这些结果与采用除尘系
统的结果是一致的。

Wen-Whai Li 于 2001 年夏季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西部的
E1 Paso 地区 10 所居室内对室内空气中的可吸人颗粒物进
行了测试。同时记录了德克萨斯州西部一个装有蒸发冷却
器的室内外 PM2.5 和 PM10 可吸入颗粒物的平均浓度。测试
结果表明，蒸发冷却器用于过滤使用，能有效的对室内空
气进行置换，可将室内空气中的 PM10 可吸入颗粒物减少
40%, 而 PM2.5 的浓度减少约 35%。无论是木丝填料还是刚
性填料，两种蒸发冷却器对 PM2.5 和 PM10 可吸入颗粒物去
除率相似 [6]。

张欢通过对金属填料型直接蒸发冷却装置在空气处理
机组中的应用研究表明，该装置在对空气进行传热传质的
同时，还具有过滤、消毒杀菌、改善空气质量的作用。另
外还可用于处理化纤车间空气中的油雾污染 [7]。
2   实验验证及数据分析
2.1   冬季雾霾天测试情况

本次测试在西安某大学实验楼五楼实验室进行，该实
验室长为 6.5m，宽 6m, 面积为 39m2。测试时间为 2017 年
1 月中旬，主要测试蒸发冷却对 PM2.5 以及 PM10、TSP( 总
悬浮微粒）的净化效率。测试设备有蒸发式冷风扇及便携
式空气质量检测仪。将蒸发式冷风扇放置于室内，将门窗
关闭，待室内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稳定后，开始测试。
室内仪器的测点布置示意图如图 4 所示，室内测点 1、2
在蒸发式冷气机进风口及出风口处，测点 2、3、4 距离为
1.5m, 测点 5、6 选择受出风口气流影响较小的位置，位于
靠近墙体侧。各测点位于距地面高 0.75m 处，即为办公桌
同一高度处。对室内各测点的测试数据求平均值。

在蒸发式冷风扇未开启时对室内外可吸入颗粒物浓度
进行了测试，如表 1 所示。

表 1   蒸发式冷风扇未运行前室内外可吸入颗粒物浓度

PM2.5 PM10 TSP
室外 258.9 518.5 591.2
室内 208.4 277.1 283.9

开启蒸发式冷风扇，实验时间 140min, 每十分钟测量
一次，测试所得数据如表 2 所示。

表 2   开启蒸发式冷风扇室内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变化情况

时间 t/min PM2.5 PM10 TSP
0 208.4 277.1 283.9
20 198.5 247.7 259.4
40 192.4 224.9 235.4
60 182.5 229.3 252.1
80 186.7 215.6 221.1
100 172.1 192.9 197.8
120 167.6 194.5 197.3
140 164.3 185.7 194.1

对数据进行数据处理，得到在蒸发式冷风扇的作用下
室内 PM2.5 以及 PM10、TSP 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变化曲线。
如图 5 所示。

图 5   蒸发式冷风扇的作用下室内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变化曲线

从图 5 可以看出，在冬季雾霾天，在蒸发式冷风扇
的作用下，室内可吸人颗粒物 PM2.5 以及 PM10、TSP 浓度
呈衰减趋势，其中 PM2.5 与没用使用蒸发式冷风扇之前比
较，减少了 21.2%，PM10 减少量为 32.9%，TSP 减少量为
31.6%。从以上数据可得，在密闭空间，只进行室内空气
循环时，在蒸发式冷风扇的作用下室内空气中的 PM2.5 以
及 PM10、TSP 可吸入颗粒物浓度都有明显减少，然而蒸
发式冷气机运行 4h 后室内空气相对湿度明显增大。
2.2   夏季高温天气测试情况

在 2016 年 6 月份，选取该校某学生宿舍，该宿舍位
于该楼顶层东南角，该宿舍长 5.1m，宽 3.01m，高 3.2m；
门上部通风玻璃窗口高为 0.27m，宽为 0.85m。测点布置
及测试安排如下 [8]。

图 6 为室内各测点布置示意图，室内测点 1、2、3、
4 分别位于宿舍内桌子处，高度为 1.1m，5、6 测点高度
为 2 处，即测点的位置分别位于宿舍同学学习和休息时的
位置。对室内各测点的测试数据求平均值，测试期间中午
测试 3 小时，12:00~13:00 使用 . 测得房间内平均可吸入物
浓度变化情况。图 4   室内各测点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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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宿舍内测点布置位置示意图

实验开始前选取未使用窗机的宿舍，对空气可吸入颗
粒物浓度进行测试，如表 3 所示。

( 窗机：一种节能、环保、绿色、健康的窗式蒸发冷
却空调器，可以为室内引入等焓降温后的新鲜空气。)

表 3   未使用蒸发冷却窗机的室内外可吸入颗粒物浓度

PM2.5（μg/m3） PM10（μg/m3） TSP（μg/m3）

室外 31.6 105.8 128.6
室内 208.4 277.1 283.9

当窗机开始运行之后，对室内空气进行测试，测试结
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开启蒸发冷却窗机后室内空气中可吸入物浓度变化情况

时间 t/h 0 1 2 3
PM2.5 47 33.2 23.5 22.5
PM10 119.5 60.2 52.8 44.1
TSP 172.5 67.6 60.2 47.8

对数据进行数据处理，得到在窗机的作用下室内
PM2.5 以及 PM10、TSP 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变化曲线。如图
7 所示。

图 7   蒸发式冷风扇的作用下室内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变化曲线

通过测试结果可以看出，在使用窗机后，宿舍内颗粒
物浓度明显减小，开机 3h 后，各种粒径的颗粒物污染物
浓度明显比未使用窗机的宿舍低，特别是 PM10 以下的颗
粒物浓度的大幅度减小，其中 PM2.5 与没用开启窗机之前
比较，减少了 52.1%，PM10 减少量为 62.1%，TSP（总悬
浮微粒）减少量为 65.1%。刚开启窗机室内颗粒物浓度与
未使用窗机的宿舍相比较较高是因为送风吹起了房间内的
沉积的灰尘导致。
2.3   小结

通过冬夏两次试验，当室内空气形成内循环，与室
外空气无交换，此时 PM2.5 减少了 21.2%，PM10 减少量为

32.9%，TSP 减少量为 31.6%。夏季选用窗式蒸发冷却空
调器与通风结合，此状况下，PM2.5 减少了 52.1%，PM10

减少 62.1%，TSP 减少量为 65.1%。冬季采用直接蒸发冷
却设备对空气的过滤效果之所以低于夏季，一方面蒸发冷
却填料过滤除尘的能力有限，冬季室内空气中原有的可吸
入颗粒物浓度相比夏季较高，室内 PM2.5 以及 PM10、TSP
浓度分别为 208.4μg/m3、277.1μg/m3、283.9μg/m3。而夏季
PM2.5 以及 PM10、TSP 室内浓度分别为 47μg/m3、119.5μg/m3、
172.5μg/m3。另一方面，冬季测试时室内环境为密闭环境，
污浊的空气只能通过蒸发式冷风扇中的填料来过滤，而夏
季窗机采用大风量送风，当新风流经窗机内的蒸发冷却填
料时经过滤之后被净化，置换室内原有的空气，将室内原
有的污浊气体从门上部通风玻璃窗排出，从而保证了室内
空气洁净。可以发现将通风与直接蒸发冷却相结合，能很
好的降低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
3   全热新风交换机与直接蒸发冷却相结合的空调系统

通过对冬夏两季直接蒸发冷却的净化性能的测试分
析，结合目前市场上带有过滤段全热新风交换机的特点与
不足，提出全热新风交换机与直接蒸发冷却相结合的空调
系统，用直接蒸发冷却填料代替过滤网应具有的功能。

使用全热新风交换机与蒸发冷却相结合。全热新风交
换机安装于吊顶之上，蒸发冷却器安装于室内接近地面处，
使用新风机送风管将二者相连如图 8 所示。新风先进入全
热换热器里与排风换热，之后通过送风管从蒸发冷却器后
侧进入，经过蒸发冷却填料从蒸发冷却器出风口进入室内。

图 10   蒸发冷却发生器内部结构图
1. 新风送风管；2. 排风管；3. 全热新风交换机；4. 蒸发冷却发生器；
5. 蒸发冷却发生器出风口；6. 新风管接入侧；7. 蒸发冷却填料；
8. 蒸发冷却发生器外壳；9. 布水管出水口；10. 布水管；11. 水泵；

12. 储水槽；13. 泄水管；14. 水管接入端；15. 水阀开关；
16. 浮球阀补水装置。

3.1   运行模式
3.1.1   冬季运行模式 
新风进入全热交换器内与室内排风热交换，预热后经

过新风管送入蒸发冷却填料，发生直接蒸发冷却，从蒸发

图 8   系统示意图 图 9   蒸发冷却发生器外部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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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发生器出风口进入室内，送入室内各个角落，之后室
内空气在风机的作用下，从吊顶上经由排风管流经全热新
风交换机排出室外，因为室内多采用集中供暖或机械制热，
空气干燥，用户普遍有口干舌燥的感觉。此时蒸发冷却器
正常运行，正好为干燥的室内空气加湿。

3.1.2   过度季节运行模式
在过渡季节，存在使用电风扇无法满足用户需求，使

用机械制冷又存在耗电量过大的问题，此时仅使用此系统
全热新风交换机与蒸发冷却相结合的空调系统便能满足用
户对空气品质的需求。不仅省去了不必要的耗电量，而且
也为室内引入新风。

3.1.3   夏季运行模式
在炎热夏季，在中等湿度及高湿度地区需要和机械制

冷相结合使用，此时，此系统不仅能起到引入洁净新风的
作用，而且为室内提供了一定冷量，减少了机械制冷所需
提供的制冷量。

此系统利用蒸发冷却填料具有过滤除尘的特点，不仅
能够满足人体对空气洁净度的要求。而且省去了过滤网的
使用，避免了不断更换滤网带来的资源浪费，以及被更换
后的滤网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危害，在过度季节单独开启蒸
发冷却器，不仅能耗小，有效降低了机械制冷的耗电量，
同时也满足人体舒适度要求。
4   总结

蒸发冷却技术具有过滤除尘、净化加湿、冷却降温的
特点，且是一种健康环保、绿色节能的技术。作为一种自

净式过滤器，蒸发冷却填料过滤克服了传统空气过滤器的
一些弊病，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有必要研究将蒸发冷却
与相关技术相结合，用于提高室内空气品质，达到对空气
净化的效果。本文所提出的全热新风交换机与直接蒸发冷
却相结合的空调系统旨在抛砖引玉，望专家学者们能够探
索如何将直接蒸发冷却技术更好的与通风技术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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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人们大约有 80~90% 的时间是在各种室内环境中度过

的，室内环境质量与人们的卫生健康工作效率息息相关。
相对于混合通风，置换通风因其合理有效的通风方式、良
好的热舒适性和节能潜力受到了广泛关注。

在北欧的一些国家，置换通风系统目前已广泛用于工
业通风和办公室通风中。尽管国内起步相对较晚，但经过
数十年的发展以及广大学者的深入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丰富和发展了置换通风系统。朱能等 [1] 提出将置换通
风与辐射系统相结合，利用辐射供冷消除房间绝大部分负
荷，置换通风消除房间部分冷负荷，并满足室内对新风的
需求。杨苏 [2] 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了地板供冷 ——
置换通风复合系统，从热环境和舒适性方面做了阐述，为
该系统在实践方面的应用提供了一些建议；谭礼保则指出
了置换通风和冷却顶板复合系统的节能潜力受很多因素的
影响，应根据具体的气候特征，选择合适的冷热源和设计
方式，尽可能达到最优设计 [3]。然而，现有的通风系统普
遍存在因自身的污染造成室内二次污染问题 [4-6]。

作为一种柔性通风系统，纤维空气分布系统集成了传
统通风系统中静压箱、风管、风阀、风口等装置于一体，
能同时传输和分配空气，具有易清洁、质量轻、施工周期
短、出风面积大等特点 [7]。随着人们节能环保、环境安全
意识的增强，纤维空气分布系统越来越受到国内外暖通工
程师的青睐。目前，在高湿环境、洁净室、冷库、航天航
空等场所，纤维空气分布系统逐渐被用作个性化送风、层
式送风和混合送风的末端，改善室内微气候环境质量 [8,9]。

鉴此，笔者提出了一种新型的通风策略 —— 基于纤
维空气分布系统的置换通风策略，通过和传统的置换通风

气流场和温度场分布特点对比研究，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
探索了新型置换通风策略的可行性，以期为实际工程提供
理论依据。
1   物理模型

以常州大学室内环境与能耗耦合调控室（图 1a）为例，
房间尺寸 4.2m×3.0m×2.5m，室内热源包括 1 台电脑、1 名
工作人员和 2 支荧光灯。荧光灯布置在顶板的中间，排风
口位于侧墙壁的上部。纤维空气分布系统布置在一侧墙下
部，底边缘距地面 0.2m，截面为半圆形，管径 307mm，
管长 2.8m，材质为渗透纤维，开两排小孔，孔径 20mm，
孔距 100mm。处理后的空气从纤维空气分布系统的一端
送入纤维空气分布系统的空腔，然后从纤维孔隙和开设的
小孔处进入房间。为了简化模型，减少网格数，将电脑、
人都简化为对应尺寸的长方体或其组合。定义坐标轴 X 向
为房间长度方向，Z 向为房间高度方向，Y 向为房间进深
方向。

基于纤维空气分布系统的置换通风可行性研究
陈孚江，卢    旺，陈建芳，陈海飞，周年勇，郭    强

（常州大学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系，江苏   213106）

［摘   要］鉴于纤维空气分布系统的诸多优点，提出了一种基于纤维空气分布系统的新型置换通风策略，利用 Fluent
软件模拟分析了新型置换通风系统下室内空气速度和温度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基于纤维空气分布系统的新型置换通风策
略能创造出传统置换通风的效果，室内空气温度分层现象明显，工作区垂直温度梯度小于 ISO7730 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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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纤维空气分布系统
图 1   物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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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值方法
为了简化模型计算，进行如下假设：
① 空气流动满足 Boussinesq 假设；
② 室内空气为不可压缩流体，并忽略由流体黏性力

做功所引起的耗散热；
③ 不考虑房间漏风，认为模拟房间气密性良好；
④ 不考虑人体的湿负荷。

2.1   控制方程
空调室内气流属于低速紊流流动。采用 ANSYS 15.0 

下的 Fluent 软件进行仿真计算。湍流模型采用修正的 k-ε
湍流模型，空气在室内流动与换热的具体空气方程详见参
考文献 [10]。
2.2   网格划分

采用混合网格对空气流动区域进行划分，纤维风管
及其空腔区域采用结构化网格，房间其余区域采用非结构
网格。对送、排风口以及热源附近等气流速度和温度梯度
较大的计算区域进行加密处理，整个模型的计算网格数为
2310225 个。
2.3   边界条件 

模拟房间属于房中房，可忽略围护结构受外界阳
光辐射的影响，模拟时定义为绝热壁面。电脑发热量
为 150W，人体发热量为 100W，每支荧光灯的发热量
为 40W。夏季室内空气设计参数为：温度 25℃，相对湿
度 60%，送风温差为 3℃。经计算确定置换通风送风量为
0.06m3/s，送风温度为 22℃。
3   模拟结果与分析

选取 3 个典型截面分别研究近地面、纤维空气分布
系统（进风口）及电脑和人体等热源处空气的速度、温度
分布特性。截面 Z=0.357m 为进风口所在的水平面，截面
Y=1.5m 为沿着 X 方向经过人体、电脑、荧光灯及纤维空
气分布系统的纵截面，截面 Z=0.1m 为靠近地面的水平面。
3.1   空气速度场分布

图 2-7 分别给出了截面 Y=1.5m，Z=0.357m，Z=0.1m
处室内空气速度分布图。从图 2 和图 3 中可见，处理后的

空气进入纤维空气分布系统空腔后从小孔和纤维孔隙中进
入室内。小孔处空气流速较高，约 2m/s，由于不断地卷吸
地面处空气并在重力的作用下向前下方做贴地衰减流动，
距出流方向 1m 处速度已然降至 0.2m/s；同时，开设的斜
向下的小孔也促使送入的空气做贴地流动。纤维小孔射流
并不是严格的从与小孔垂直的方向射出，存在一定的偏角，
这与流体的惯性相关（图 4）。射流的下沉以及偏角的存
在导致北墙近地处气流速度较高，高达 0.34m/s（图 5）。
图 2 热源附近部分空气在热浮力的作用下上升，形成负压，
通过不断卷吸周围空气，形成室内的主导气流。这部分气
流不断得到补充，当上升到一定高度时，热浮力作用不再
明显，气流速度整体呈现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速度
最高可达 0.29m/s。

与传统的置换通风下室内空气流动情况（图 6 和 7）
十分相似，二者仅在近地面处流场存在一定差异，尽管传
统置换通风流场更为平缓，但是两种送风情况下人员所在
的区域速度并不是很大，约为 0.13m/s，不会给人带来明
显的吹风感。
3.2   空气温度场分布

图 8~9 分别给出了新型置换通风下室内截面 Y=1.5m
和截面 Z=1.1m 处空气温度分布。从图上可以得到整个房
间的温度在高度方向呈现出明显的分层现象，下部空气温
度低，上部空气温度高。而对于同一高度的水平面而言，
除热源附近温度稍微有点高之外，其余各处温度波动并不
大。顶部区域，离排风口近的荧光灯散发的热量很快被排
风带走，所在区域温升不是很明显；而另一支远离排风口
的荧光灯散发的热量很难被排风及时带走，周围温升现象
较为明显。故，排风口的设置对房间上方气体温度分布有
一定的影响。

与传统置换通风下室内空气温度分布（图 10 和 11）
相比，新型置换通风下房间下部区域的空气温度略高。造
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与流场分布有关，新型置换通
风在下部区域气流存在一定扰动，对流换热量大，导致该
区域空气温度略有升高，二者之间相差约 0.5℃。

图 2 截面 Y=1.5m 处空气速度分布 图 3 截面 Z=0.357m 处空气速度分布 图 4 纤维空气分布系统局部气流流线分布

图 5 截面 Z=0.1m 处空气速度分布 图 6   截面 Y=1.5m 处空气速度分布
（传统置换通风系统）

图 7   截面 Z=0.1m 处空气速度分布
（传统置换通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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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垂直温度分层高度
为了研究人员所在工作区（0.1~1.1m）的温度分布情

况，在人体左侧、右侧及后侧距人体表面 0.1m 处的垂直
方向设置了 18 个特征点，垂直高度分别为 0.1m，0.6m，
1.1m，1.7m，2.1m，2.5m。取同一高度三个测点的平均值
作为该高度空气温度值，结果统计如下：

表 1  不同高度处测点平均温度

垂直高度 /m 0.1 0.6 1.1 1.7 2.1 2.5
温度 /℃ 22.41 22.85 23.35 24.53 24.93 25.18

分析表 1 的数据，可以发现工作区垂直温差（即 0.1m
与 1.1m 处温差）为 0.94℃，小于 ISO7730[11] 限定值 3℃，
不会使人产生明显的脚冷头热感觉。将上表的数据绘制成
折线图，可以看出房间温度的分层高度位于 1.1m~1.7m 之
间，位于工作区之上，保证了人员所在工作区环境的舒适。

图 12   不同高度测点对应的平均温度

4   结论
（1）基于纤维空气分布系统的置换通风策略模拟效果

与传统的置换通风设计理念吻合良好。
（2）纤维小孔局部射流流速高，但是各股射流迅速卷

吸地面附近空气向前流动，形成 “ 低速冷湖 ”，不会给人
带来明显的吹风感。整个房间流场速度小，热源形成的羽
流是室内的主导气流，决定着室内的流场分布。

（3）室内温度分层现象明显：下层单向流动区温度低，
上层紊流混合区温度高，房间同一高度温度波动较小；上

下层流动区之间存在一个过渡层，一般要求过渡层高度要
超过工作区高度，以保证工作区环境的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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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截面 Y=1.5m 处空气温度分布 图 9   截面 Z=1.1m 处空气温度分布

图 10   截面 Y=1.5m 处空气温度分布（传统置换通风系统） 图 11   截面 Z=1.1m 处空气温度分布（传统置换通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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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室外较高的颗粒物浓度，导致 80% 的室内颗

粒物严重超标，细颗粒物尤其是 PM2.5 已经成为我国民用
建筑中的主要污染物，且室内污染要占整个室内空气污染
的 76%[1-2]。悬浮颗粒物对于人体健康以及空气环境都会造
成严重的健康风险和经济损失，研究者通过颗粒物的暴露
反应模型对上海市空气中悬浮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进
行评价，指出仅此一项就会造成 625.40 百万美元的经济损
失，相当于上海市总产值的 1.03%[3]。良好的室内空气品
质时人们健康生活和工作的重要保障，采取有效的净化措
施，将室内环境中的污染物限制在一定的水平范围内，预
防和减少室内空气的污染，正是室内环境治理的当务之急。
按照国家相关标准 [4]，空气净化器净化效果测试的标准实
验条件要求采用香烟烟雾作为细颗粒物的主要来源，但国
内外学者早已指出燃香时室内尤其是寺庙颗粒物的重要污
染源 [5-7]。燃香源颗粒物的污染特性也被广泛研究 [8-10]，杨
华等 [1] 研究者以室内燃香作为室内污染源，在环境实验舱
中对空气净化器的净化性能进行测试，证明燃香可以替代
香烟作为颗粒物污染源。以香烟烟雾为代表的室内颗粒物

污染源将逐渐被新的室内颗粒物污染源代替。而为了去除
室内颗粒物，有效改善室内空气质量，越来越多的空气净
化产品应运而生且被广泛使用 [11]。岑高在检测数据中表示，
中国在 2011 年的空气净化器销售产量是 112 万台，同比
增长了 10.9%；2012 年为 126 万台，同比增长了 12.5%；
2013 年销售产量增长到了 240 万台，同比增长了 90.5%，
零售总额达到了 56 亿元人民币，同比上涨了 105.9%[12]。

现有空气净化器大多数采用复合型净化原理，主要包
括高压静电、光催化、活性炭、高效过滤、负离子、杨华
分解等离子体技术 [13-14] 等，从而可以达到全面净化多种空
气污染物的效果。对于现有空气净化器的净化效果也已经
有很多的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赵亚娟等 [15] 采用碳黑发
生器向环境舱内发生不同浓度的碳黑颗粒物，评价不同品
牌空气净化器的净化性能。结果表明：空气净化器 1h 内
碳黑去除率为 74.7%~96.9%，且对高浓度碳黑颗粒物的去
除效果高于低浓度碳黑颗粒物的去除效果。上述研究，虽
然具有直观性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是对于一台净化器的
不同功能或工况的净化效果进行评价。李文迪等 [16] 采用
实测方法，通过现场测试研究某新建装修住宅的室内空气
净化效果，对比测试了不开启空气净化装置的 A 房间和开
启净化装置的 B 房间室内 PM2.5。结果表明：室内颗粒物
污染受室外环境影响较大，良好的围护结构可有效防止室
外颗粒物对室内空气的影响。李的研究虽然是针对一台净
化器的对比实验，但忽略了改变净化器的不同工况。

空气净化器对 PM2.5 净化效果的实验分析
刘    影 1，段    蒙，李智虎 2，赵一帆

（1. 安徽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安徽马鞍山   243032；2. 马鞍山焓谷能源审计有限公司，安徽马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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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室外颗粒物污染日趋严重，导致关窗并开启空气净化器成为民用建筑中常用的净化手段。针对空气净化器净化
效果的影响因素，提供改善净化效果的理论依据。本文通过室内燃香作为室内 PM2.5 污染源，利用 8530 型 DUSTTRAKⅡ
台式监测仪，测量净化器不同摆放位置及不同净化时间的室内 PM2.5 质量浓度，并与未开启空气净化器前的浓度比较。实
验结果分析表明：随着净化器的开机时间的延长，PM2.5 质量浓度的减少率逐渐增大，当达到 5.5h 时，PM2.5 浓度基本不变，
且减少率达到 97%；改变净化器位置时，距离污染源远近差异可以导致明显的浓度差异，建议使用中根据污染源位置考虑
净化器摆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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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空气净化器净化性能的研究仍有很大空间。本文
选用空气熏香作为 PM2.5 污染源，对市场上型号为 Pur Air 
400A 的空气净化器进行行实验研究，通过延长净化器净
化时间和改变净化器位置，讨论各测点的 PM2.5 浓度变化
及净化效果，为提高净化器效率及整体净化性能提供依据。
1   实验设备及仪器

本实验用的细颗粒物质量浓度测量仪型号是 8530
型 DUSTTRAKⅡ 台 式 监 测 仪， 如 图 1。8530 型 DUST-
TRAKⅡ 粉尘测定仪它具有数据无线远传功能和数据 U 盘
存储，可以和 USB（设备和主机）、以太网、模拟计算机
和警报输出一起，可以远程接收实时的气溶胶浓度数据。
仪器整体外观简洁，由主机和部分外接过滤器管口组成。
其主要技术参数见表 1。

净化器采用由深圳市中科创洁净化设备有限公司自主
研发制造的 Pur Air 400A 型净化器，如图 2。Pur Air 400A
型净化器适用于学校、酒店、办公楼等封闭空间及人口密
集场所。该净化器采用初效高吸附率过滤网、活性炭过滤
器、高效 HEPA 过滤器、紫光灯杀菌、光触媒净化网、负
离子吸附剂六大洁净技术。在对该台空气净化器进行拆卸
后，发现该型号空气净化器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拆下
机体正面最外侧的保护壳后，里面是一层黑色布料制成的
普通滤网层，主要起到过滤掉空气中大颗粒灰尘及各种可
能威胁到空气净化器正常工作的异物的作用。其后是一层
添加了 NTERSEPT® 抗菌剂的高效 HEPA 过滤器，看起
来是一层白色呈波浪形外观的材料，在杀菌层之后就是两
根并排的紫外线灯管，紧紧的贴着其下的六边形白色蜂窝
状光触媒净化层，通过六边形蜂窝状结构增大了空气与紫
外线接触的面积，起到更好的催化分解与杀菌作用。在外

后就是该台空气净化器的重要一个部分，轴流风机了，主
要起到引导空气作用以及吹出处理后的洁净空气的作用。
Pur Air 400A 型空气净化器的主要参数见表 2。
2   实验原理

空气净化器的主要部件是 HEPA 过滤网，即高效率空
气微粒子过滤网，主要由无规则排布的化学纤维或玻璃纤
维制成，合格的 HEPA 过滤网需要满足的标准是可以除 
去通过它的空气中 99. 97% 的直径 0.3μm 的粒子 [17]。净化
器的工作过程是不断地吸入并排出空气， 将带有 PM2.5 的
空气经过 HEPA 网的过滤，截留 PM2.5，以此达到净化的
目的。通过测定一定时间内室内空间 PM2.5 浓度的衰减情
况可以拟合得到空气净化器的洁净空气量 CADR，作为净
化器效果的直接评价依据。

洁净空气输送量 CADR 为：

CADR=(Ke -Kn )V                                                        （1）

式中：CADR 为洁净空气输送量（m3/h）；Ke 为开启
净化器情况下室内 PM2.5 总衰减常数（min-1）；Kn 为不开
启空气净化器情况下室内 PM2.5 的自然衰减常数（min-1），
PM2.5 自然沉降速率取 0.05h-1[18] ；V 为被测房间体积（m3）。

污染物的自然衰减常数 Kn 和总衰减常数 Ke 可由式（3）
计算。利用自然衰减工况浓度变化计算得到的污染物衰减
常数 K 即为自然衰减常数 Ke；利用总衰减工况下污染物浓
度变化计算得到的污染物衰减常数 K 即为总衰减常数 Kn。

Ct =C0e-Kt                                                                      （2）

K =     ln(       )                                                              （3）

表 1   8530 型 DUSTTRAKⅡ 粉尘测定仪技术参数

气溶胶浓度范围
及粒径尺寸

测量原理
气溶胶浓度范围

及粒径尺寸
分辨率

及零点稳定度
流量及流量准确度

工作温度
及相对湿度

时间常数 记录间隔

0.001~150mg/m3；
0.1~10µm

90° 光散射
和滤膜采样

0.001~150mg/m3；
0.1~10µm

±0.1% 读数，
0.001mg/m3 取大值；

±0.002mg/m3，
24 小时，10 秒时间常数

出厂设置 3.0L/min，
1.40~3.0L/min 用户调节；

出厂设置点的 ±5%，
内置流量控制

操作温度 0-50℃；
储存温度 -20~60℃；

操作湿度 0~95%，非凝结

用户可调节，
1~60 秒

用户可调节，
1 秒 ~1 小时

表 2   空气净化器型号参数

型号 外形尺寸 出风口尺寸 风速 风口有感距离

Pur Air 400A 32cm×50cm 7.5cm×30cm 2.10m/s 3m

注：实验时净化器的风速开启最大档，即表中风速。

图 1   细颗粒物质量浓度测量仪 图 2   Pur Air 400A 型净化器

1
t

C0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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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t 为污染物某一时刻的浓度（m3/h）或个 /L；
C0 为初始时刻时 t = 0 的污染物浓度（m3/h）或个 /L；K
为污染物衰减常数（min-1）；t 为测试时间（min）。

结合洁净有效度 ε 评价空气净化器对实际环境空气净
化的贡献程度，ε 的计算式为 [19]

ε =                                                                              （4）

3   实验对象及方法
3.1   实验对象

实验地点选择在安徽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建工北楼
216 办公室，实验在长、宽、高尺寸分别为 6m、4.4m、
3m 的房间内进行，为取测量平均值，选择对角线方向将
房间平均分成 5 个测点，测点布置如下图 3 所示。房间位
于建筑物中心位置，无外墙，所以实验房间内的温度受室
外温度影响较小。测试期间实验室的门处于关闭状态，用
细颗粒物粉尘测量仪测试室内 5 个点的浓度，且净化器位
置如图 4 示。

         

3.2   实验工况
（1）改变净化器位置：在门窗封闭的室内点燃 2 盘熏

香，待熏香燃烧完全后测量未开启净化器时室内 5 个测点
的 PM2.5 初始浓度，将空气净化器置于位置点 1，开启空
气净化器选择最大挡，待工作 30min 后关闭空气净化器，
测量室内五个测点 PM2.5 的浓度将并将结果记录下来。再
打开门窗及换气扇，待室内通风 1h 时后使用仪器测量，
对照室内初始浓度，若通风 1h 后室内 PM2.5 浓度与室内初
始值接近，则进行下一组实验。即关闭门窗，在室内中间
位置点熏香，将空气净化器位子换去位置点 2，最后重复
位置点 2 测法，测量位置点 3。

（2）改变净化器净化时间：同 1，在门窗封闭的室内
点燃 2 盘熏香，待熏香燃烧完全后测量未开启净化器时室
内 5 个测点的 PM2.5 初始浓度，然后将净化器放置实验 1
的位置点 3，开启净化器并选择最大档，每隔 0.5h 测量并
记录室内 PM2.5 浓度，直到室内 PM2.5 浓度趋于稳定。
4   实验结果与分析
4.1   空气净化器摆放位置对其净化效果的影响

对比三次空气净化器位于不同位置时的监测情况，
由图 5 可以清晰看出实验结果的差异，在排除实验误差以
及其他无关因素的影响后可以得出三种位置情况的净化效
果，若以空气净化器的净化效果从优到差的顺序排列，分
别为：位置点 3> 位置点 2> 位置点 1。

由空气净化器的位置点 1（即当净化器位于墙角处
时）的监测曲线知，对角线方向的 5 个测点的 PM2.5 质量
浓度与净化器的距离成正相关，净化效果越不好，这表明
距离会影响净化器的净化性能。但与净化器未开启时室内

PM2.5 浓度相比，室内 PM2.5 减少率约为 30.3%。由位置 2、
3 曲线可知，其趋势和未开启空气净化器时的浓度曲线一
致，未开启空气净化器时点 3 污染物浓度值略小于其他点，
这是因为颗粒物粒径较小，扩散性较强，使得测点 3 的浓
度值稍稍偏低；而开启空气净化器的位置 2 和位置 3 两种
情形下的测点 3 污染物浓度较其他点偏低，则是由于污染
物的净化与净化器距离成正相关的原因。
4.2   净化器净化时间对净化效果的影响

针对空气净化器安放在位置点 3 的情形，每隔半小时
监测并记录 5 个监测点的污染物质量浓度，结果如表 3 所
示。    

表 3   不同时间后各点 PM2.5 浓度值

实验时间 /h
PM2.5 质量浓度 ug/m3

减少
率 %测点 1 测点 2 测点 3 测点 4 测点 5 平均值

未开机 1224 1210 1180 1198 1217 1205.8 0%
0.5h 845 835 822 837 840 835.8 30.1%
1.0h 663 658 643 660 657 656.2 45.6%
1.5h 523 510 500 503 514 510 57.7%
2.0h 412 401 389 395 411 401.6 66.7%
2.5h 315 309 299 310 311 308.8 74.4%
3.0h 233 231 221 219 230 226.8 81.2%
3.5h 180 168 159 165 174 169.2 86.0%
4.0h 118 119 116 120 121 118.8 90.1%
4.5h 90 85 79 81 85 84 93.0%
5.0h 39 39 37 41 42 39.6 96.7%
5.5h 35 35 32 37 37 35.2 97.0%

注：表中减少率为各开机时间对应的浓度值与开机前
的浓度值相比的减少率。

图 5   同一初始浓度下不同安放位置处的浓度参数              

图 6   室内 PM2.5 质量浓度随净化时间变化

观察表 3 中 5 个测点的监测数据，5 个测点的 PM2.5

浓度值基本相同，但是测点 3 的浓度值较其他各点略低，
进一步验证了工况 1 的准确性。表 3 和图 6 可看出，随着

CADR
(CADR+KnV )

图 3   房间测点位置 图 4   测试房间净化器摆放位置

测点 1

位置 1

位置 3 位置 2

测点 2

测点 3

测点 4

测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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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时间的增加，PM2.5 的质量浓度逐渐降低，当净化时
间为 5.5h 时，净化效果达到最大为 97.0%，且随着时间的
推移，净化率逐渐趋于平缓。结合表 3 数据代入公式 1，
可知 Pur Air 400A 型净化器开启情况下室内 PM2.5 总衰减
常数约为 0.011min-1；故而得知，洁净空气输送量 CADR
为 56.232m3∙h-1。
5   小结与建议
5.1   小结

在无外置送风设施的情况下，为达到最好的空气净化
作用，将空气净化器置于室内正中央的净化效果最好，其
次是置于墙角，不过会造成净化效果的区域性差异，将空
气净化器置于靠近墙边的位置净化效果最差。

随着时间增长，密闭室内的空气是逐渐得到净化的，
但空气净化器的单位净化效率是逐渐降低的。同时空气净
化器是无法将室内空气的 PM2.5 完全消除的，故在节能减
排的前提上考虑，开启空气净化器后使室内的污染物浓度
降到一定指标下就可以关闭空气净化器了。

通过公式（1）、公式（3）知，空气净化器的洁净空
气量 CADR 为 35.55m3/h，而净化器的洁净空气量与房间
适用面积是对应的。因此在选用空气净化器时，可以根据
净化器的洁净空气量选择所需型号的净化器。
5.2   建议

（1）在污染源浓度较高的情况下，空气净化器的摆放
位置可以导致明显的浓度差异，故建议在实际使用中，根
据污染源的位置适当调整空气净化器的摆放位置，以达到
最佳的净化效果。

（2）建议对于有污染源且污染浓度较高的情形，可以
在室内人员准备工作或生活前开启空气净化器，事先对室
内空气进行净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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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一股密度为 ρ0 的流体，从喷口铅直地射入密度为 ρa

稳定的分层环境（环境流体的密度随高度的增加而减小），
所受到的浮力为（ρa<ρ0）g，g 为重力加速度，当 ρa<ρ0，
则流体所受浮力的方向铅直向下，为负浮力 [1]。

在一些高大空间建筑中，顶棚附近由于太阳辐射、灯
光照明等带来的热负荷较大，往往在建筑顶部形成一定的
热气层，或者室内热源本身在空间内形成上高下低的温度
分层。当火灾产生的烟气上升时，烟气密度和环境空气密
度同时变化，当满足 ρa<ρ0，烟气就会受到负浮力的作用
[2-4]。受力的变化导致烟气的运动特性发生改变。为了查明
分层环境中烟气运动的特性与均匀环境中烟气的运动存在
差异，本文采用小尺度 2D-PIV（Particle Image Velocime-
try）试验，对两种环境中烟气的流动进行非接触式的测量
和分析。
1   研究方法

2D-PIV 测速系统包括试验模型， CCD 感光相机，
激光发生系统和激光器冷却系统，计算机控制系统，同步
器及示踪混合气体发生系统 6 个部分，其连接方式及实
物如图 1 和图 2 所示。试验所采用的小尺度模型由聚甲
基丙烯酸甲酯（有机玻璃或亚克力）材料制作，尺寸为
0.5m×0.5m×1.0m（长 × 宽 × 高），空间高度为火源尺寸
的 20 倍，满足空间高度的要求。在模型顶部布置 0.5m×0.5m
（长 × 宽）的可调热源营造空间内温度分层。选择檀香燃
烧所产生的烟气作为示踪气体 [5-6]。

模型空间底面为正方形，以正方形的中心作为原点建
立直角坐标系。考虑到理想烟云烟羽流的对称结构，试验

烟气负浮力作用运动特性的 2D-PIV 试验研究
张    莹，王龙涛，黎宇伟，侯义存，李安桂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   710055）

［摘   要］火灾烟气排除不当往往对人员安全带来威胁。目前，针对均匀环境中烟气的运动特性和流动机理的研究较多，
而分层环境产生的负浮力对烟气流动的影响尚不清楚，导致一些特殊建筑（高大空间或内热源较大的空间等）的排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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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烟羽流的流场特点，阐明了分层环境中烟羽流运动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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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试验系统示意

选择 y =0 的平面作为拍摄断面。试验共设置 4 个工况（如
表 1）：发烟位置为（0, 0, 0），即处于模型底面中心的
分层环境与均匀环境烟羽流；发烟位置为（246, 0, 0），
即处于模型底面端部的分层环境与均匀环境烟羽流，便于
对比研究。
2    结果与讨论
2.1   烟羽流可视化研究

当火源位于模型底面中心位置时，点燃火源后的相同
时刻（35s）分层环境与均匀环境烟羽流流场对比如图 3

图 2   试验模型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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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分层环境中的烟气悬浮在模型的
中上部，形成了典型的“偏平化”烟云团。

对两种烟羽流进一步分析，如图 4 和 5，对于分层环
境中的烟羽流，火源点燃后烟气在浮力的主导作用下向上
运动。烟云团向上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烟羽流不断卷吸作
用使密度较大的环境流体进入羽流，使羽流内的密度沿程
逐步增大；另一方面，由于顶部面热源的作用，空间内本
身存在上高下低的温度分布，使羽流与环境空气的密度差
逐渐缩小，即烟气受到的浮力逐渐减小。当到达某一高度
时，羽流轴线上的烟气密度 ρc 与相同高度上的环境空气密
度 ρa 相等，即△ ρ=ρc-ρa=0。浮力在此高度时，大小为零。
将这一高度称为中性浮力高度，轴线上对应的点叫做中性
浮力点 [7]。由于惯性的作用，羽流会继续向上运动，其密
度将大于同等高度上的环境空气密度，由此而进入负浮力
区（如图 5 中的 II 区）。在惯性和负浮力的共同作用下，
羽流将上升到某一最大高度，随后将转而向两侧机下方扩
展，进入水平扩展区，即图 5 中的 III 区。而对于均匀环
境中的烟羽流仅存在主流上升区 I 区和顶棚作用区 II 区，
而没有负浮力区 [8]。

表 1   试验工况设置

工况 垂直温度分布 火源位置

1 无温度分层 模型底部中心

2 存在温度分层 模型底部中心

3 无温度分层 模型底部侧壁边缘

4 存在温度分层 模型底部侧壁边缘

2.2   2D-PIV 试验结果分析
用专业软件对拍摄结果中的示踪粒子进行分辨和自相

关计算，得到每一张图片示踪粒子的分布情况。然后再用
后处理软件 Tecplot 进行流场时均化和流场可视化处理，
并将三段的拍摄结果进行拼接，最终得到不同工况下烟羽
流的矢量流线图，重点分析火源位于底面端部位置的流场。
对比图 6（a）和（b）可以看出，两种环境中的烟羽流在
上升过程中，在 y=0mm~360 mm 高度范围内，烟气向上
运动均存在一定的贴壁现象（流线向壁面弯曲）。烟气
进一步上升，两种环境中的烟气都发生偏转，然而，偏转
发生的位置和原因都不同。分层环境壁面烟羽流在 y=540 
mm 高度处出现流线偏转。这是因为环境中的温度分层使
空间顶部形成“热障”[9]，造成烟羽流受到的浮力变化，
从而改变了烟气运动速率和方向。均匀环境壁面烟羽流在
模型顶部处出现流线偏转，是由于模型空间限制，顶板阻
挡而形成的顶棚射流 [10]。 

利用后处理软件对不同工况试验的 PIV 拍摄结果分别
进行了羽流轴线速度的数据提取，得到了图 7 和图 8。图
7 中，PIV 试验结果表明，温度均匀分布的环境中自由烟
羽流与贴壁烟羽流轴线速度随高度的增加而不断减小，速
度的最大值分别为 0.508m/s 和 0.513m/s，出现在烟羽流的
起始阶段；速度的最小值分别为 0.262m/s 和 0.275m/s，出
现在空间上部接近顶棚的位置。当烟气上升到 200 mm 高
度时，轴线速度的衰减逐渐变缓。试验数据与文献数据 [7]

对比，发现轴线速度变化的总体趋势一致，PIV 试验轴线

（a）分层环境中的烟羽流 （b）均匀环境中的烟羽流

（a）分层环境贴壁烟羽流 （b）均匀环境贴壁烟羽流

图 3   火源位于模型底面中心位置发烟后 35s 流场可视化对比

图 6   两种环境中贴壁烟羽流速度场矢量流线对比：

图 4   分层环境烟羽流流场流型示意

图 5    均匀环境烟羽流流场流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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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衰减较快，文献中羽流轴线的速度衰减较慢，且上升
过程中速度整体大于 PIV 试验中烟羽流的速度。

图 8 中，PIV 试验结果表明，分层环境中中心火源位
置与端部火源位置产生的烟羽流轴线速度均随高度的增加
而不断减小，速度的最大值分别为 0.482m/s 和 0.485m/s，
出现在分层环境烟羽流的起始阶段；速度的最小值均为
0.011m/s，出现在烟气悬浮高度处。从起始阶段到悬浮高
度位置，烟气经历快速衰减，最终在 800mm 高度处运动
呈现一种动态稳定。与文献 [7] 中给出的 FDS 的计算结果
相对比，发现逆温型环境中两者的轴线速度变化的总体趋
势一致，速度文献中 FDS 计算结果轴线速度的最大值为
0.52m/s，最小值为 0.01m/s，从烟气产生到 600mm 高度范
围内，烟气速度快速衰减，最终在悬浮高度位置烟气动态
稳定。

图 9 是分层环境中心火源和端部火源产生烟羽流的轴
线温度与环境空气温度测试值随高度变化的对比。从图中
可以看出，环境温度随高度逐渐升高，最低温度为 31.3℃
（201mm 高度），最高温度为 50.6℃（900mm 高度）。
两种火源位置的烟羽流温度变化趋势非常相似，都随着高
度先降低后升高，其转折点发生在烟羽流温度降低到与同
等高度环境空气温度相等时。试验中，中心火源烟羽流轴
线温度在 598mm 处与环境温度达到一致为 37.0℃；端部
火源烟羽流轴线温度在 574mm 处与环境温度达到一致为
36.7 ℃。

3   结论
本文利用 2D-PIV 非接触式的流场测量技术实现了均

匀环境与温度分层环境中不同火源位置的烟羽流运动特性
的可视化研究和定量研究。研究的结果表明，在模型空间
内存在温度分层时，由于烟气上升过程受到的浮力不断减
小，而不能到达顶棚，最终在空间中上部形成悬浮的烟云
团。烟气上升过程中速度的变化与空间温度分层及火源表
面温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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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均匀环境烟羽流轴线速度对比 图 8   分层环境烟羽流轴线速度对比

图 9   分层环境烟羽流轴线温度与环境温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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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社会逐渐发展，对能源的需求量逐渐增加。各类

资源是有限的，但需求是无限的，资源和需求的矛盾越来
越突出。为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对能
源的利用。绿色建筑是在节约资源的环境下出现的，其主
要目的是为了降低建筑对能源的消耗，以实现能源节约。
在绿色建筑中，通风系统的合理设计能够显著降低资源耗
用，有利于实现建筑的可持续发展。其中自然通风占据重
要位置。
1   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中的绿色通风空调系统评价
1.1   英国 BREEAM 评价体系

BREEAM 体系的评价内容包括管理、能源、交通、
污染、材料、水资源、土地使用、生态价值和身心健康等
九个方而，并分别归类于“全球环境影响”、“当地环境
影响”及“室内环境影响”三个环境表现类别。BREEAM
评价体系中通风空调系统的评价特点：重视系统的监控试
运行管理；强调自然通风的建筑窗户而积指标和机械通风
或空调新风量量化指标，同时包括系统清洗与保养、减少
军团菌措施、温湿度控制等指标和舒适性评价，以保证健
康与舒适；强调对能耗较大的设备单独电力计量；规定可
再生能源的利用底限值和制冷剂变暖潜在值的高限值。
1.2   美国的 LEED 评价体系

美国绿色建筑协会 USGBC ( United States Green Building 
Council) 于 1994 年颁发了绿色建筑分级评价体系“能源与
环境设计指南”( Leadership in Energy Environment Design)，
简称 (LEED) 。该评价体系从场地选址、水资源利用效率、
能源利用效率及大气环境保护、材料及资源的有效利用、
室内环境质量以及设计流程创新等六个大方而的 69 项评

价指标，考察建筑的“绿色”特性，其中关于通风空调系
统的评价具体内容如，LEED 评估体系设计简洁，便于理
解把握和实施评估，并已成为世界各国建立绿色建筑及可
持续性评估，标准及评价体系的范本。由图中看出 LEED
评价体系中关于通风空调评价特点：主要是基于可再生能
源利用、优化能源利用并降低能源消耗，采取有效的技术
措施改善室内的空气品质同时提高人体的热舒适度等 [1]。

图 1   LEED 体系及其关于通风空调系统评价内容

1.3   日本的 CASBEE 评价体系
在日本国土交通省支持下，日本政府、企业、学者联

合组成的“日本可持续建筑协会”，历时 3 年多，于 2002
年建立了“建筑物综合环境性能评价体系”（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System for Building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简称 CASBEE）。该评价体系最大特点是提出了建筑环境
效率 BEE(Building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概念 [1]，即“通
过最少的环境载荷达到最大的舒适性改善”，使得建筑物
环境效率评价结果更加简洁、明确。

绿色建筑中的自然通风
李    丹，李德英

（北京建筑大学，北京   100044 ）

［摘   要］自然通风依靠室外风力造成的风压和室内外空气温度差造成的热压，促使空气流动，使得建筑室内外空气
进行交换，不消耗能源即可满足室内良好的空气品质，是促进建筑节能的重要技术。本文介绍了自然通风在国外绿色建筑
中通风空调常用的评价方法，常见的自然通风形式以及设计中应注意的问题，为绿色建筑中推广自然通风技术的应用提供
参考。

［关键词］自然通风；绿色建筑；建筑节能

Natural Ventilation in Green Buildings
Li Dan, Li De-y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Beijing 100044 )  
［Abstract］Natural ventilation depends on the wand pressure caused by outdoor wind and the thermal pressure temperature 

caused by air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indoor and outdoor, which can make the air flow and accelerate air exchange of 
building indoor and outdoor. It is an important technology which can promote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because indoor air quality 
can stay an good without energy consumption by i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mmonly used evaluation method of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in natural green building in foreign countries, the common natural ventilation form and the problem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design of green building.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opularization of natural ventilation technology in 
green building.

［Keywords］natural ventilation; green building; building energy sa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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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绿色建筑中的自然通风设计
2.1   进风口窗户的面积大小以及窗口的朝向问题

进风口窗户面积大小及窗户的朝向问题，都影响室内
外空气对流为获取室内整体最好风速，要将进风口的面积
控制比出风口面积低 10% 左右为最佳。同时，要注重绿
色建筑房屋的窗口朝向问题，假如窗户在相交的两面墙上，
房间可以直接面对着风向开窗：如果窗户位于相对着的两
面墙上，则房间的方向不要去顺着主导方向。这样都是为
了能形成风压，建筑室内在风压作用下由压力较高的一侧
朝向压力较低的一侧流动，从而实现自然通风。如图 2。

图 2    利用窗户进行自然通风

2.2   双层玻璃幕墙
一般情况下，在节能效果方面，外遮阳设备的节能效

果要比内遮阳效果节能效果更好。采用外遮阳容易对建筑
美观造成影响，同时需要进行较大资金投入，因此可以采
取双层玻璃幕墙的形式，利用双层玻璃之间存在的较大空
间，实现自然通风。夏季，室外温度较高时，双层玻璃幕
墙内部形成通风作用，产生烟囱效应，利用进出风口实现
自然通风：在冬季，双层玻璃幕墙之间形成阳光温室，利
用温室效应，逐步提高围护结构表面的温度。在绿色建筑
中，采用双层玻璃幕墙实现节能，主要优势包括：① 夜
间可以进行安全通风：② 室内不容易受到室外噪声的干
扰和影响：③ 双层玻璃幕墙能够避免开窗对室内温度产
生影响等问题，有利于确保节能效果的实现。如图 3。

2.3   利用中庭
现代具有中庭结构的建筑越来越多，大部分是增加采

光和增加空间效果的作用，中庭如果处理不好不但不能够
起到节能环保的作用相反还会带来卜大的能耗。因此必须
合理进行中庭设计，利用中庭结构的特殊作用，确保建筑
能耗降低。如可以利用中庭的热压作用，实现自然通风，
实现绿色建筑节能效果 [2]。如图 4。

图 4   中庭在热压下自然通风示意图

2.4   屋顶部分
屋顶的形式对于建筑节能也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

对于通风来说不同的屋顶形状会对建筑室外的风压造成影
响，同时也对自然通风效果造成影响。在选择屋顶形状时，
要尽量选择翼形屋顶等结构形式，促使外界气压形成高压
区和低压区，并辅助于机械通风器从而促进建筑自然通风
效果的实现 [3]。依据相关实验结果表明，屋顶形状和高度
对室内气流的分布和流速也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合理设计
屋顶高度和屋顶形式，可以改善建筑自然通风效果，最大
限度实现建筑节能。如图 5。

图 5   利用屋顶通风器加强室内通风

2.5   其他措施
绿色建筑本身就是为了倡导节约资源，建设节约型社

会，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因此在建设绿色建筑时不
能使造价不合理的提高，所以怎样利用建筑设计中的造型
处理来增强自然通风尤为重要，比如设置导风板，利用景
观绿化，利用合理的建筑布局形式等等 [4]。
3   绿色建筑中自然通风的功能

良好、合理的自然通风具有 3 种不同的功能：① 健
康通风，即利用室外新鲜空气更新室内被污染的空气；② 
热舒适通风，即通过提高人体散热量减少皮肤湿度过大造
成的不舒适感；③ 降温通风，即利用室外温度低的空气
置换室内温度高的空气 [5]。图 3   双层幕墙通风示意图

室内 室外

平面

热压作用下自然通风 风压作用下自然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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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健康通风
 健康通风，就是为室内人员提供健康空气所采取的

通风措施。建筑室内充满各种污染物，包括室内人员的活
动、建筑与装饰材料、室内设备等释放的气味、微粒和挥
发型有机化合物 (VOC)，这些化合物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发
生化学反应产生新的有毒化学物质，细菌和病毒也容易滋
生与传播，这些都将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而建筑通风能更
换室内空气，排出有害气体，减少室内细菌和病毒的滋生。
3.2   热舒适通风

美国采暖、制冷与空调工程师协会 (ASHRAE62——
1989)《满足可接受室内空气品质的通风》标准中对热舒
适有明确的定义，即热舒适是对热环境表示满意的意识
状态。评价人体热舒适最具权威和代表性的是预测平均
投 票 数 PMV(Predicted Mean Vote) 和 预 测 不 满 意 百 分 数
PPD(Predicted Percentage of Dissatisfied) 评价指标，它是在
大量试验数据的统计分析基础上，结合人体的热平衡理论，
提出的表征人体热舒适的 1 个较为客观的指标，该指标综
合考虑了 6 个客观物理因素的影响，包括 4 个环境因素（温
度、湿度、风速、平均辐射温度）和个人为因素（人体活
动程度和衣服热阻）。自然通风中温度和风速对人体热舒
适性影响较大其中空气流速是影响人体对流和蒸发散热的
关键因素。
3.3   降温通风

顾名思义，就是利用室外温度相对较低的空气置换室
内温度相对较高的空气。当建筑进行通风时，室外空气进
入室内，与室内空气相混合，并与围护结构的内表面进行
热量交换。采用通风降温时，应考虑建筑的使用特点和建
筑所在地的气候区域条件，对于办公类和商业类建筑，可
以在过渡季充分使用自然通风进行通风降温，对于居住类
建筑，在空调使用季节，白天避免室外温度较高的空气进
入室内，夜晚利用自然通风进行室内空气降温，这样可减
少空调或其他设备使用时间，从而降低建筑能耗。
4   绿色建筑中常见的自然通风形式

自然通风技术在实际建筑工程使用中，常见的形式有
穿堂风、单面通风、中庭及风井通风等。
4.1   穿堂风

“穿堂风”通常是指建筑物迎风一侧和背风一侧均有
开口，且开口之间有顺畅的空气通路，从而使自然风能够
直接穿过整个建筑。如果进出口间有阻隔或空气通路曲
折，通风效果就会变差。这是一种主要依靠风压进行的通
风。为获得良好的“穿堂风”，在进行房间的平面布置时，
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① 室外风要达到一定的强度，风
速以 0.3~1.0 m/s 为最好；② 室外空气首先进入人们生活
活动的主要房间，避免污浊空气随气流进入其他房间；③ 
穿堂气流通道上，避免出现喉部；④ 气流通道应短而直；
⑤ 减小建筑门窗的气流阻力。
4.2   单面通风

当自然风的入口和出口在建筑物的同一个外表面上，
这种通风方式被称为“单面通风”。单面通风是建筑不能
采用穿堂风的情况下采用的一种通风方式。单面通风有由
于室外空气流动带动室内空气的紊流致使室内外风压差及
室内外空气温差造成的热压的综合动力，从而进行室内外
空气的交换。其缺点就是进、排气流掺混、短路，进气流
不能充分深入房间内部。为了加强单面通风，常在建筑上
设置导流装置 — 翼墙，翼墙通常被用作建筑迎风侧的辅

助单侧通风。
4.3   中庭及风井通风

中庭及风井通风属于热压通风，利用空气的相对密度
差加强通风，中庭及风井上部空气温度高导致密度较小，
而下部空气从外墙进入后温度相对较低，密度较大，这种
由于气温不同产生的压力差使室内热空气升起，通过中庭
及风井上部的开口逸散到室外，形成自然通风过程 [6]，俗
称“烟窗效应”。

中庭上部空气被太阳加热，随着中庭垂直高度的增加，
温度升高，因此，中庭上部和下部的温度梯度较大。一般
中庭上部均设有通风天窗，通风天窗的启闭对中庭内的温
度分布影响很大，相较于天窗关闭状态，开启天窗后，中
庭顶部室内温度会明显降低，其室内外空气温差可以下降
4℃ 以上，甚至达到 7.74 ℃。在冬季，阳光透过中庭玻璃
屋顶直射进来，中庭上部窗孔关闭，使中庭成为一个巨大
的“玻璃阳光房”，中庭内热空气扩散到温度较低的房间，
减少室内采暖负荷；而夏季，中庭屋顶的窗孔开启，中庭
内的“烟窗效应”将强化自然通风效果，热空气排出室外，
降低室内空调能耗。

风井通风是利用风井顶部的可控制开口，排出建筑物
内的热量。在实际工程应用中，为了增加自然通风效果，
一般风井会结合太阳能光热技术，即太阳能烟囱。太阳能
烟囱是利用室外太阳辐射热通过透明材料进入烟囱通道后
被吸热壁面上的蓄热材料吸收，加热风井上部的空气，从
而增加太阳能烟囱上部空气与底部空气温差，致使空气密
度差增大，加强空气流动的浮升力，推动热气流上升，达
到加强自然通风的目的 [7]。太阳辐射强度增加，则太阳能
烟囱的壁面热流密度增加，太阳能烟囱的壁面吸收的热量
增大，其内外密度差越大，热压越大，“烟囱效应”越明显。
5   结语

良好、合理地利用自然通风，不仅从根本上实现了绿
色建筑的基本理念 — 减少建筑能耗，还降低了对环境的
不良影响。实现绿色建筑的“人——建筑——自然”三者
和谐共生，最终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
一，是实现建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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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地铁车站、会展中心、商场和超市等大空间建筑

广泛存在，这类建筑的通风空调系统多采用顶部或上部侧
向布置送风口的混合通风模式，往往存在通风效率低、空
气品质和人员热舒适性差等问题 [1,2]。置换通风模式能够
较好解决传统混合通风模式的弊端 [3,4]，但受到建筑进深
和较大室内负荷的影响，传统置换通风模式无法在大空间
建筑中得到有效应用。

基于结构承重和外形美观的要求，许多大空间建筑中
都存在起支撑作用的圆型柱体，它们分布均匀、表面光滑
而且往往没有障碍物的遮挡，如图 1 所示。如果能将贴附
送风与这类柱体相结合，不但送风口易于布置、外形美观，
还能有效减少建筑类型、体量和高度等固有物理参数对通
风模式的影响。为此，课题组提出了一种基于圆型柱面贴
附的新型置换通风模式 [5]。已有研究表明，该通风模式具
有传统混合通风易于布置、承担负荷能力强的特点，同时
又能在人员活动区形成类似于置换通风的良好送风效果的
优点 [6,7]。
1   圆柱面贴附置换通风理论模型及送风原理

圆型柱面贴附置换通风理论模型的建立主要基于壁面
贴附射流和冲击射流理论模型 [8]，如图 2a 所示，按流动
路径可以分为出口区 I、柱面贴附区 II、流动转向区 III 和

圆柱贴附置换通风气流组织设计原理及方法
尹海国 1，吴    瑞 1，陈    厅 1，孙翼翔 2，李安桂 1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西安   710055；2.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   710000）

［摘   要］结合大空间建筑中存在的量大面广的圆型柱体，提出了一种基于圆型柱面贴附式的置换通风模式，以解决
现有混合通风模式在大空间建筑应用时存在的弊端。论文建立了新型通风模式的理论模型，揭示了其运行机理，研究了典
型工况下室内速度场和温度场的分布特性，并给出了各个气流组织特性参数的计算式。同时，提出了圆型柱面贴附式置换
通风模式气流组织特性参数的设计要求，并给出了具体的设计方法和步骤。本文研究内容为现有建筑、特别是大空间建筑
通风空调系统提供了一种可以选择的新型气流组织形式。

［关键词］通风；气流组织；圆柱贴附；置换通风；设计方法

Air Distribution Design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Displacement Ventilation Mode 
Based on Circular Column Attached

Yin Hai-guo1, Wu Rui1, Chen Ting1, Sun Yi-xiang2, Li An-gui1

(1.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and Municipal Engineering,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55, China; 
2. Beijing Urban Construction Design & Development Group Co., Limited, Xi’an 710000,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widely existed column in large space buildings, a circular column attached displacement ventilation 
mode is presented, to solve the dis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mixed ventilation applied in ventilation and air-conditioning system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is novel ventilation mode was established and its working mechanism was revealed in this paper. Meanwhil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elocity and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were studied and the expressions of each air distribution parameter were 
given. In addition, the design requirement of this ventilation model was introduced, the design method and procedures were provided. 
The current results are helpful in understanding a new ventilation mode, and its air distribution can be used for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systems, especially the one focused on large space building.

［Keywords］Ventilation; Air distribution; Cylinder attached; Displacement ventilation; Design procedure

地面扩散区 IV 四个部分。
第 I 段为出口区：射流以一定的速度从环形条缝风口

流入目标空间，此时射流主体还未受到周围环境流体掺混
的影响，射流紧紧贴附于柱面流动；

第 II 段为柱面贴附区：射流主体开始逐步卷积周围环
境流体并与之发生动量交换，射流主体轴心速度开始慢慢
减小，射流断面宽度不断扩大；

第 III 段为流动转向区：送风射流冲击地面，地面空
气逆压梯度增加致使射流主体与圆柱壁面分离，射流紊流
度急剧变大，速度得到迅速衰减，运动方向转变为水平向；

第 IV 段为地面扩散区：射流主体在地面沿圆柱径向
扩散，与工作区流体进行冷热量交换，主体流量沿运动方
向增加，射流的断面高度也不断增加。

与传统水平壁面贴附射流不同的是，圆型柱面贴附置
换通风射流特性会受圆柱曲率影响；同时由于柱体壁面的
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传统正冲击射流的扩散范围，

（a）地铁车站                             （b）会展大厅
图 1   常见圆型柱体支撑结构大空间建筑



 2017年第5期 | 建筑环境与能源 | 303

New Ventilation Technology 通风新技术

诱导其转向后沿地面蔓延扩散流动，在工作区形成类似于
置换通风的“空气湖”状气流分布，如图 2b 所示。

（a）通风理论模型

2   圆柱面贴附置换通风模式气流组织特性
结合工程实际，对图 2a 所示物理模型进行数学建模，

房间尺寸长宽均为 6.0m，圆柱体直径 1.0m，设置有环形
条缝送风口的圆柱位于房间中央，送风口距地面净高度为
4.0m，环形条缝风口宽度 0.05m，回风口长宽均为 0.2m，
物理模型如图 3 所示。

图 3   典型房间物理模型示意图

2.1   速度场分布特性
图 4 为送风速度 2.0m/s、送风温度 17℃ 时房间不同

纵截面位置和横截面高度处的速度场分布。
图 4a 和 4b 分别为 z=0m、z=2.0m 处纵截面速度分布

云图。由图可知，柱体壁面对送风气流主体的保持性较好，
能够将较多新鲜空气和携带的冷热量下送至地面高度。而
在流动转向区，送风较高的初始动量能够得到有效衰减，

图 4   不同截面位置速度分布云图

（a） z=0m （b） z=2.0m

（c）y=0.1m （d）y=1.7m

（b）可视化实验图片
图 2   圆柱面贴附通风理论模型及实验验证 

灯具

圆柱

送风口 排风口

人体

Ⅰ：出口区
Ⅱ：柱面贴附区
Ⅲ：流动转向区
Ⅳ：地面扩散区

Ⅱ

Ⅳ

Ⅲ

Ⅰ静压箱

流向

X

X

Z

Z

Y

Y

环形条缝
出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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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避免对工作区人员造成吹风感。工作区范围内送风气
流能够沿着地面向前扩散流动，高度方向速度分布比较均
匀，速度梯度分布类似于下送式置换通风模式。

图 4c 和 4d 分别为脚踝高度 y=0.1m 和人员呼吸区高
度 y=1.7m 截面的速度分布云图。从 0.1m 高度截面可以
看出，以圆柱为中心，距圆柱径向距离相等的各处速度大
小基本相同，圆柱贴附送风在房间各个方向具有很好的均
匀扩散特性。数值大小方面，人体脚踝处的风速值位于
0.3~0.5m/s 之间，能够满足《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
节设计规范》[9] 规定的短期逗留区域供冷工况风速不宜大
于 0.5m/s 的限值要求，不会对人员敏感部位造成吹风感。
1.7m 高度截面处，速度场分布均匀性优于 0.1m 截面，除
了圆柱体附近，其他位置处风速分布均匀、风速值大小为
0.1m/s。整体来看圆型柱面送风模式能在整个工作区高度
内形成相对均匀的速度分布，提供良好的通风效果。
2.2   温度场分布特性

图 5a 和 5b 为两个纵截面处的温度分布云图。在整个
房间高度方向上，空气温度呈现与置换通风类似的下低上
高的温度分层现象，温度分布在 23~26℃ 范围内，人员头
脚温差在 2℃ 以内，满足国内外各类规范标准给出的头脚
温差小于 3℃ 的规定 [10~12]。同时，两个云图对比可知，距
离圆柱体越远，工作区温度分布越均匀，实际工程中可以
根据这一特性来布置室内装饰物或办公位置等。

图 5c 和 5d 为两个横截面高度处的温度分布云图。从

0.1m 高度截面可以看出，温度分布相对速度分布来说更
为均匀，整体工作区不同位置处温度差值较小，约为 1℃。
同时圆柱体附近温度梯度减小，此时送风主体已与工作区
目标空气较好混合。1.7m 高度截面处，除了柱体附近有
明显的温度梯度分布之外，其余位置处温度分布较 0.1m
高度处更加均匀。综上可知，圆型柱面贴附通风模式下整
个工作区内温度场分布较均匀，能够为室内人员提供舒适
的环境。

基于对圆型柱面贴附式置换通风模式速度和温度场的
实验测试，得到轴线速度、轴线剩余温度等气流组织特性
参数计算式，以及其他用于该模式气流组织设计效果评价
的计算式，列于表 1 之中。
3   圆柱面贴附置换通风模式气流组织设计
3.1   设计参数要求

圆型柱面贴附置换通风模式作为一种新的送风方式，
其气流组织设计与现有送风模式存在一定的不同。此新型
送风模式兼具混合通风和置换通风的特征，基于此给出工
作区范围 [12~14]、室内温度、风速等环境参数要求 [9-13]，以
及设计效果评价指标要求 [10,11,15]，具体如下：

① 工作区范围：
距 离 圆 柱 1.0m， 距 离 四 周 墙 体 0.5m， 地 面 以 上

0.1~1.8m 的区域；
② 工作区空气温度：
17~22℃（供热），25~29℃（供冷）；

图 5   不同截面位置温度分布云图

（a）z=0m （b）z=2.0m

（c）y=0.1m （d）y=1.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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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工作区空气温差：
t0.1~1.1 ≤ 3℃（坐姿），t0.1~1.8 ≤ 3℃（站姿）；
④ 工作区地面 0.1m 处最低空气温度：
t0.1,min ≥ 19℃（冬季），t0.1,min ≥ 21℃（夏季）；
⑤ 工作区空气流速：
un ≤ 0.3m/s（供热），un ≤ 0.5m/s（供冷，数值随室

内操作温度的增加可增大 [11]）。
3.2   设计方法及步骤

圆型柱面贴附通风模式不仅需考虑射流轴线速度和轴
线温度对工作区风速和温度的影响，还需对工作区温度分
布进行计算，求得工作区平均温度，使其满足设计要求。
基于此给出该模式气流组织设计方法及步骤，如图 6 所示。
4   结论

（1）建立了圆型柱面贴附式置换通风模式理论模型，
按照运行机理对其运动过程进行了理论分区，并用实验验
证了理论模型的有效性。

（2）研究了典型工况下房间的速度场及温度场分布，
新型通风模式能够在人员工作区形成类似于置换通风的气
流组织，速度及温度场分布均匀，人员舒适性较好。

（3）采用实验数据拟合得到了轴线速度、剩余温度等
气流组织特性参数的计算式。基于此提出了圆型柱面贴附
式置换通风模式气流组织设计方法，给出了具体设计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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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气流组织特性参数计算式汇总表

编号 特性参数 计算式

1 轴线速度 um        =3.52(             +11)-0.5

2 轴线剩余温度 tm             =3.02(             +11)-0.5

3 房间高度方向温度 ty  ty-t0 = (0.13-0.03exp(-4.06   ))

4 送风量 qs qs =

5 换气次数 n n =

6 圆柱外表面直径 d d =

7 工作区平均温度 tn' tn' =

8 垂直温差校核 t1.8'-t0.1' ≤ 3℃

9 设计温度校核 |tn-tn'| ≤控制精度

注：式中 um 为 y*+r* 处轴线速度，y* 为到出风口断面的垂直距离；r*
到圆形柱面的水平径向距离；u0 为环形条缝风口送风速度；b 为环形条
缝送风口宽度；tm 为 y*+r* 处轴线剩余温度；tn 为室内设计温度；t0 为
环形条缝风口送风温度；ty 为房间高度 y 处的空气温度；y 为距离地面
的垂直高度；h 为出风口断面到地面的垂直距离；q 为房间冷负荷指标；
Q 为房间总冷负荷；ρ 为空气密度；cp 为空气比热容；te 为排风温度；m
为圆柱个数；t'0.1 为 0.1m 高度处空气温度。

um

u0

y
h

tn-tm

tn-t0

y*+r*
b
y*+r*

b

t'0.1+t'0.6+t'1.1+t'1.8

4

qs-πmu0b
2

πmu0b

Q
ρcp(te-t0)

qs

L×W×h
qs

L×W×h

q
u0

0.25

图 6   气流组织设计流程图

利用能量守恒定律确定送风量 qs

根据房间高度方向温度分布计算公式确定排风温度 te。

假定环形条缝送风口宽度 b，选取室内工作区设计
温度 tn，确定工作区最大允许风俗 u0.1, max(1.0) 和最低
送风温度 t0.1, min。。

根据风速 um(1.0) ≤ u0.1, max(1, 0) 的设计要求和轴线速度
计算公式来反算出 u0 的最大值。

t0.1-1.1/1.8 ≤ 3 且 |tn′-tn| ≤设计精度

根据轴线剩余温度计算公式确定最低送风温度，再结
合 tm(1.0) ≥ t0.1, min(1.0) 且送风温度需高于露点温度的要
求确定送风温度 t0 的最小值。

根据送风量，风口宽度和送风速度来确定贴附圆柱
的外表面直径 d

确定换气次数 n

否

否

是

是

结束

输出 u0、b、t0、te、qs、n、d

外表面直径 d ＞实际直径 d*
且满足工程装修要求

根据房间高度方向温度分布计算公式确定 t0.1′、t0.6′、t1.1′、
t1.8′，计算工作区实际温度 tn′ 和 t1.8′-t0.1′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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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冷却塔工作时，湿热废气中常携带大量雾滴，在塔外

遇冷易凝结，造成环境污染。为改善冷却塔的漂水现象，
常在冷却塔出口加装折流板除雾器（又称收水器），以捕
捉、去除废气中的液滴。然而，除雾器在除雾时必将增大
系统阻力，导致空气流量下降和能耗增加。因此，优化折
流板除雾器的性能，以实现高除雾效率和低的结构阻力，
进而降低系统能耗是工程设计的研究热点。

本文将对采用不同叶片偏折角度 (30°~ 60°) 的梯形折
流板除雾器进行研究。本文采用欧拉——拉格朗日方法对
折流板除雾器进行流固耦合模拟，采用 SST k-ω 湍流模型
求解气相场，并使用颗粒随机轨道模型对液相雾滴的运动
轨迹进行追踪。本文首先采用 Phillips[1] 的实验结果对采
用的数值模型进行验证；随后，研究叶片偏折角度对梯形
折流板除雾器除雾效率与压降的影响；通过对除雾器板间
的流场、不同粒径液滴在板间的运动、捕集率与系统阻力
等进行分析，本文对折流板结构进行优选，以期对工程设
计提供一定的参考。
1   数值模型与物理模型描述
1.1   物理模型

图 1（a）为实际工业用折流板除雾器，可知折流板
除雾器由多个结构相同的折形板按一定的间距平行组装而
成，各折形板通道间流场几乎相同。另一方面，对于任一

通道，在速度进口平面的长宽比很大。因此，在数值模拟
研究中，可对此类折形板除雾器进行一定的模型简化，采
用二维平面模型进行研究。本文所用的折流板除雾器物理
模型如图 1（b）所示，板间距 b = 0.0125m，L = 0.076m，
进出口延长段 h = 0.01m，叶片垂直部分高度 H = 0.016m，
l = 0.02m，叶片转折角度 α = 30°~ 60°。

折流板叶片转折角度对除雾器效率的影响
张恩实，王飞飞，徐新华，王劲柏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系，湖北武汉   430074）

［摘   要］为探究冷却塔折流板除雾器不同物理参数（叶片转折角度、气流流速、液滴粒径等）与除雾效率的关系，
本文采用 SST k-ω 模型和 Euler/Lagrange 方法对梯形折流板除雾器内气液两相流动进行二维数值模拟。结果表明，折流板
除雾器对粒径小于 10 μm 的液滴除雾效率较低；随着叶片转折角度的减小，折流板除雾器的除雾效率和压降均有所上升；
对于本文研究的不同结构的折流板，当除雾器的效率相同时，叶片折角为 α = 45° 的除雾器所需的功耗最低，是最佳选择。
在实际工程应用中，折流板的选取应对除雾效率与气流压降进行综合考虑。

［关键词］冷却塔；折流板除雾器；数值模拟；除雾效率；除雾器压降

Impact of Bend Angle on Removal Efficiency of Cooling Tower Wave-Plate Mist 
Eliminator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Zhang En-shi, Wang Fei-fei, Xu Xin-hua, Wang Jin-bo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nume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moval efficiency and various parameters, i.e., bend 
angle (α), gas velocity, and droplet diameter, of cooling tower wave-plate mist eliminator. All the simulation was carried out with 
SST k-ω model and Euler/Lagrange method. Results indicate that, for droplets with diameter less than 10μm, removal efficiency of 
the wave-plate mist eliminator is relatively lower. Moreover, the removal efficiency and pressure drop both increase with decrement 
of the bend angle. To reach an identical removal efficiency, the mist eliminator with α = 45° consumes the least power than the 
others. Consequently, in the engineering designs and applications, both of removal efficiency and pressure drop should be carefully 
considered.

［Keywords］cooling tower; wave-plate mist eliminator; numerical simulation; removal efficiency; pressure drop

图 1    除雾器物理模型与网格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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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值模型
1.2.1   模型简化
在实际运行时，折流板各通道内流体流动稳定且状态

类似、每个通道形状相同且长宽比较大，故本文仅研究两
片叶片之间的气 – 液流动，采用二维模型进行数值模拟。
在模拟时，连续相气流是不可压缩气体。离散相液滴使用
硬质球模型，由于液滴体积浓度不到 1%，因此其对流场
的影响极其细微，在模拟时可忽略液滴间相互作用、碰撞、
聚并等过程。

1.2.2   离散相液滴控制方程
液滴在除雾器内主要受曳力和重力的影响，其运动符

合牛顿第二定律，运动方程如下：

mp        =FD+Fg                                                             （1）

上式中，mp 为液滴质量，μp 为液滴速度，FD、Fg 分
别为液滴受到的曳力和重力。

FD=                      (u-up)                                               （2）

曳力定义式中，CD、Re 分别为曳力系数和液滴雷诺数；
u、dp、ρp 分别为气流速度、液滴直径、液滴密度 [2]。其中：

                    (1+1.5Re0.687)      (Re ≤ 1000)                     

               0.44                          (Re > 1000)

1.2.3   边界条件
如图 1 所示，折流板计算域采用高度正交的结构化

网格。为提高计算准确度，在速度梯度较大的地方进行局
部加密，参考 B. Zamora[3] 关于 SST k-ω 模型边界层网格
密度分析的结论，靠近壁面处按 0.2 ≤ y+

 ≤ 0.5 进行网格
加密以考虑边界层影响，提高模拟精度。网格无关性检验
结果表明，网格数量大于 20000 时，除雾效率与压降基本
与网格数量无关。因此，本文模拟采用的网格数量控制在
20000~23000 范围内，可在确保准确性的前提下提高计算
速度。

速度 – 压力耦合计算采用 SIMPLE 算法，动量方程、
湍动能、湍流耗散率方程均为二阶迎风格式，液滴运动轨
迹基于 Euler-Lagrange 法进行 DPM 模拟计算。

在模拟时，气相流体为空气，密度 1.1kg/m3，动力黏
度 1.96×10-5N·s/m2（50℃）。 进 口 为 速 度 进 口（velocity 
inlet），流速范围 Ue=2~5m/s，方向垂直于入口截面且均
匀分布；出口为压力出口（pressure outlet），表压为 0（工
作压力 101.325 kPa）。壁面边界设置为固壁、速度无滑
移和绝热条件。

离散相为水液滴，密度为 1.0×103kg/m3，粒径范围为
2μm~30μm。在进口处，液滴与气相速度相同且均匀分布。
在出口处，颗粒条件为逃离（escape）。壁面设置为捕集
（trap），即液滴接触到壁面视为被捕集。

本文数值模拟收敛标准的判断依据为：在迭代计算过
程中，（1）能量的残差值低于 10-6，其他变量残差低于
10-4；（2）出口速度变化范围在 ±0.1m/s 以内。当各个物
理变量满足上述收敛标准时，认定计算收敛。
2   模型验证

本文首先采用 PHILLIPS 等人 [1] 的实验所选数值模型
的准确性进行验证。通过建立与实验条件完全相同的数学
模型，可获得粒径在 2μm~20μm 范围的除雾效率，其中除

雾效率（η）定义为除雾器在单位时间内捕集到的液滴质
量与进入除雾器液滴质量的比值。为比较不同湍流模型对
模拟结果的影响，本文分别采用 STD k-ε 模型、SST k-ω
模型进行模拟对比，结果如图 2 所示，对比发现 k-ε 模型
模拟值与实验值存在较大的偏差，SST k-ω 模型液滴捕集
效率模拟值曲线在粒径大于 12μm 范围内与实验值基本吻
合，小粒径范围存在较小的误差，原因可能是实际工况下
液滴存在聚并现象，本文模拟中忽略了粒子聚并的影响，
导致小粒径液滴的模拟收集效率比实验测试收集效率值略
微偏低。整体而言，SST k-ω 模型液滴收集效率模拟值与
实验值大体一致，说明本文采用 SST k-ω 模型是适用的。

图 2   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对比

3   结果与分析
3.1   速度对捕集率的影响

图 3 展示了速度为 2m/s 时不同叶片转折角度的折流
板内速度分布。由图可知，折角的存在使板内流通面积减
小，因此气流进入折流板后在折角位置的速度得以增大，
且流场类似，速度极大值均出现在梯形转角处；当气流流
向改变时，通过图 4 可知，折流板的折角位置分别产生了
一些流向涡。此外，当进口速度增加时，板内 A、B 两处
的湍动能增大，更有助于这些局部位置的近壁区与远场动
能交换，显然，这些都有助于强化折流板的液滴捕集能力。

dμp

dt

18μ
ρpdp

2

24
Re

CD Re
24

CD= { （3）

图 3   进口速度 2m/s ~5m/s 时 45° 折角除雾器流场分布

图 4   进口速度 2m/s ~ 5m/s 时 45° 折角除雾器湍动能与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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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为叶片转折角度为 45° 的除雾器在速度 2m/s~5m/s
的液滴捕集效率图。该图表明，对相同的进口速度，液滴
粒径越小，捕集效率越低。对于粒径小于 10μm 的液滴 ，
不论速度大小，除雾器滴捕集率均小于 30%，这表明，梯
形折流板除雾器对小粒径液滴去除效率不高；相对而言，
除雾器有利于捕集大粒径的液滴，当粒径大于 14μm 时，
液滴收集效率随着粒径增大明显提升，进而达到 100%。
可以观察到当气流速度为 2m/s 时，粒径大于 26μm 的液
滴能全部被折流板捕集。图 6 给出了叶片折角为 45° 的除
雾器在速度 2m/s 时通道内不同粒径液滴的运动轨迹。由
图可知，小粒径的液滴因惯性较小，对气流的跟随性较强，
不易与气流分离，部分颗粒会穿透折流板而逃逸；随着液
滴粒径的增大，液滴对气流的跟随性变差，因惯性作用增
强更容易保持原来的运动方向，撞击到折流板而被捕捉。

图 5 还表明，对同一粒径的液滴，速度越大，液滴捕
集效率越高。板内气流速度大有助于气流中液滴与板壁面
发生接触，从而被捕获。另一方面，速度增大导致板内最
大的湍动能从 0.33m2/s2 增大到 2.41 m2/s2，说明板内的湍
流流动状态更加混乱，并且板内流向涡有助于气流中的颗
粒在板内发生回旋作用。湍流流态混乱将有助于近壁区与
远场的质量、动量交换，使气流中的颗粒更易运动到近壁
区，进而使捕集率增加。梯形折板两次速度方向的改变使
液滴与板壁面发生明显的撞击分离，可增大除雾器的除雾
器效率。总体而言，速度越大，折流板对液滴捕集效率越
高。然而，由上述分析可知，因折流板对小粒径液滴去除
效率不高，不能单纯依靠提升气流速度强化对小粒径液滴
的捕集。
3.2   角度对捕集率的影响

图 7 展示了具有不同叶片折角（30~60°）的折流板在
气流速度为 2~5m/s 时对粒径为 2~30μm 的液滴的捕集效
率。该图表明，液滴捕集效率与液滴直径、板内气流速度、
叶片转折角度均有关。总体而言，叶片转折角度越小、
速度越大、液滴直径越大，折流板除雾能力越强。

根据 Sriveerakul 等 [2] 给出的建议，本文采用惯性参
数（Pi）来综合比较速度与角度对不同粒径的液滴去除效
率的影响。其中，Pi 的定义式如下，

Pi=                                                                                （4）

该式表明，Pi 与斯托克斯数（St）的物理意义类似，
即 Pi ≡ St /18，表征了颗粒的惯性作用与扩散作用之比。该
值愈小，颗粒的惯性愈小，越容易跟随流体运动，扩散作
用越明显。可知，对于某一特定几何结构的折流板，Pi 同
时包含了速度和颗粒粒径的影响。小粒径液滴在较大速度
工况中的液滴捕集效率可以与大粒径液滴在小速度的工况
中相同。

图 8 为惯性参数 Pi 与除雾器收集效率的关系图，对
应的液滴粒径和速度范围分别为 2~30μm 和 2~5m/s。其表
明，对某一叶片折角，不同速度工况对应的 η-Pi 呈一定的
函数关系，几乎用同一曲线表征，主要原因是 Pi 参数同
时考虑了特征长度和速度。此外，由图 8 可知，叶片转折
角度越小，当惯性参数 Pi 一定时，叶片转折角度越小的

ρpdp
2Ue

μg L

图 5   45° 折角除雾器粒径与除雾效率关系 

图 6   45° 折角除雾器在速度 2m/s 时不同粒径液滴示踪

图 7   不同叶片转折角的除雾器在不同进口速度下的除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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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雾器收集效率越高，这是因为其通道宽度窄，扭曲度大，
液滴折板碰撞概率更高；而 Pi 较低时，对应的小粒径液
滴收集效率略低，原因在于小粒径的液滴主要受扩散作用
主导，在低速气流中更不易被捕集。

 

  
图 8   不同叶片转折角度的除雾器 Pi 与除雾效率关系

3.3   不同结构的折流板内捕集率与压降讨论
对于工程应用，折流板除雾器的性能与除雾效率和结

构阻力特性紧密相关。图 9（a）表示不同叶片转角的折流
板内进出口压降（ΔP）与速度之间的关系。同时，本文
采用 Re 和 Sriveerakul 等 [2] 提出的压降系数（Kp）分别对
图 9（a）中的 Ue 和 ΔP 进行无量纲化，如图 9（b）所示。
其中，KP 的表达式为：

        ∆P
KP= ρUe

2                                                                                                                         （5）
         2                            
图 9（b）表明，对某一特定结构的除雾器，Kp 与 Re

呈线性相关，因此，ΔP 与进口速度（Ue）呈典型的二次
方关系，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本文模拟的准确性。另一方面，
随着叶片转折角度减小，除雾器压降整体上升。

图 9   不同进口速度（Re）下除雾器压降（压降系数）

前述表明，随着叶片转折角度的减小，折流板除雾
器的除雾效率和压降均有所上升；而对于给定粒径的液滴，
可通过增大风速以提升除雾效率，但这显然也会导致压力
损失增大。在工业应用时，设计除雾器时，应在能满足一
定除雾效率需求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减小压降以降低能耗。
为同时考虑除雾效率与压降，优选最佳形式的除雾器，B. 
Zamora 等 [4] 提出了一个评价指标 [KpPiRe2]。

风机功率（Pfans）定义为：

Pfans =                                         （6）

式 中：Q 为 风 量（m3/h）；p 为 压 降（Pa）， 可

知 Pfans ∝ (ΔP)(Ue)， 而 ΔP ∝ Kp(Re)2，Ue ∝ Pi， 因 此，
Pfans ∝ KpPi(Re)2，故 [KpPiRe2] 可表征风机功率，本文将利
用该指标评价不同叶片转折角度的除雾器。图 10 表示了叶
片转折角度为 30°~60° 的除雾器在不同速度下对各种粒径
液滴的除雾效率与 KpPi(Re)2 的关系。很明显，当达到相
同的除雾效率时，α =45° 的折流板除雾器对应的 KpPi(Re)2

最小，即 α=45° 的折流板所需的风机功耗最低。因此，在
能满足除雾需求的前提下，α=45° 的折流板除雾器是最佳
选择。

图 10   不同结构除雾器 KpPi(Re) 与除雾效率关系

4   结论
（1）通过与实验结果对比知，STD k-ε 模型模拟结果

与实验值差距较大，SST k-ω 模型模拟结果与实验值基本
相符，这表明 SST k-ω 湍流模型适用于本文的折流板除雾
器模拟；

（2） 对 于 特 定 结 构 的 除 雾 器， 粒 径 较 小（Dp<10 
μm）的液滴的除雾效率受进口速度影响较弱，原因是此
类液滴受流场作用主导，不易与气流发生惯性分离；粒径
较大（Dp > 14μm）的液滴的除雾效率随流速增大而明显
增大，主要原因是粒径增大时，液滴惯性系数增大较快，
运动受惯性影响更明显，有利于液滴与气流发生分离，并
与折流板碰撞而被捕集；

（3）随着叶片转折角度的减小，折流板除雾器的除雾
效率和压降均有所上升；

（4）通过采用 KpPi(Re)2 综合考虑除雾效率和压降可
知，对于本文研究的不同结构的折流板，当除雾器的效率
相同时，叶片折角为 α=45° 的除雾器所需的功耗最低，是
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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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室内舒适度要求也越来

越高，尤其是冬季采暖房间。实际建筑中供暖末段热表面
附近气流场会影响室内热环境以及人员舒适度。由于流场
自身的复杂性、测量技术手段上的局限性，关于热表面附
近气流场特性和机理的研究很不充分。

目前，国内外对于热表面附近流场的研究主要还是以
数值模拟和 PIV 为主，Sevilgen G[1] 采用数值模拟技术研
究散热器供暖房间内气流组织、热传导、湿传递以及热舒
适。通过数值模拟得到房间内部气流组织和温湿度分布。
王娟 [2] 通过 CFD 技术模拟散热器供暖房间内的速度场和
温度场，研究散热器附近墙壁表面出现积灰的原因。Sat-
tari A[3] 利用粒子图像测速技术测量安装在墙上散热器上方
的气流场。结果表明，一个典型的散热器供暖房间，在散
热器上方 N=5-6.25 处的气流变得扰动，其中 N 是基于散
热器厚度的无量纲长度。Mattsson M[4] 对使用对流风扇的
风冷热泵供暖系统和台式热水器与散热器结合的供暖系统
对室内空气流速的影响得研究中，得出两种供暖系统中都
存在沿着窗户和墙有一个 25cm 厚的倒灌空气流。

数值模拟总是依赖于准确的测量结果作为边界条件。
数值模拟需要相应的高质量实验数据验证，否则模拟的结
果不完全可信。因此，实验测量仍然是室内气流组织研究

的必要和基本步骤。尽管 PIV 技术用于各种流场的测量已
取得丰硕成果，但其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在白天测量流
场是困难的，由于光线太亮以至于不能捕获激光片上的粒
子图像。同时由于激光器的能量有限和 CCD 相机像素制
约，PIV 的测量区域大小限于约 1 平方米，测量整个测试
区域的连续粒子图像实际是困难的 [5]。

对于热表面附近流场的研究，CFD 模拟技术的结果可
信度不高，还需要实际测量结果进行验证。而对于流场实
际测量，针对固定测点测量对流场干扰大，而 PIV 等传统
场测量又设备复杂，足尺空间难以应用。故提出了一种基
于红外热成像的热表面附近自然对流场测量新技术。
1   红外热成像测速技术理论分析
1.1   红外热成像原理

自然界中任何物体只要温度高于绝度零度，就会通过
电磁辐射方式发射能量，产生电磁波。红外线是一种波长
为 0.75μm~1000μm 的电磁波，具有很高的温度效应，这
是红外热成像的基础。

红外热成像技术是利用光学器件和红外探测器接受被
测物体表面的红外辐射能量，通过信号处理系统将入射的
辐射能转换为电信号，进而被处理成红外热像图的一种技
术 [6]，红外热成像测温原理如图 1 所示。
1.2   热表面的能量方程

热表面与周围环境之间存在温差，使得热表面与周围
环境之间进行着辐射换热、对流换热以及导热。在热表面
上的能量平衡如公式（1）所示：

基于红外热成像的热表面附近自然对流场测量技术
的基础实验研究
朱长安 1，刘    京 1,2，吴    清 1 

（1. 哈尔滨工业大学市政环境工程学院，哈尔滨   150090；2. 哈尔滨工业大学城市水资源与水环境国家重

点实验室，哈尔滨   150090）

［摘   要］本文利用热表面温度分布与其附近气流场之间的关联性，提出基于红外热成像的热表面附近气流场测量理
论及应用技术。通过基础模型实验，初步建立基于红外热成像的热表面附近气流场测量技术方法。实验是通过基于红外热
成像的热表面附近气流场测量技术对自然对流工况下热表面附近气流场进行测量，同时利用 PIV 技术进行对比实验验证。
结果表明基于红外热成像的热表面附近气流场测量技术在自然对流工况下能够很好地测得热表面附近气流场。

［关键词］红外热成像；气流场；热表面；PIV

Fundamental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Measurement of Natural Convection 
Field Near Thermal Surface Based on Infrared Thermal Imaging

Zhu Chan-gan1, Liu Jing1,2, Wu Qing1

(1.School of Municipa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90; 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Urban Wate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90)

［Abstract］In this paper, consid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heated surface and its adjacent airflo
w, the principle and technique of flow velocimetry near heated surfaces based on infrared thermal image is proposed. By performing 
scale model experiments, a method of technique referred before is preliminarily established. In the experiment, the airflow field near 
heated surfaces under natural convection condition was measured by this new technique. Meanwhile, PIV was also used to compare a
nd validate the results from this techniqu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chnique of flow velocimetry near heated surfaces based on infr
ared thermal image can well measure the airflow near the thermal surface under natural convection condition.

［Keywords］infrared thermal image; airflow field; heated surface; P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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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 ρΔz        =[(1-a)Sdown+εLdown-εσTs
4]-λa(       )s|air

-λg(       )s|material+QV                                                    （1）

其中，Ts 是表面温度；Sdown 和 Ldown 分别表示向下的
短波辐射通量和长波辐射通量，Cs、ρ 和 λg 分别是材料的
比热容、密度和导热系数。为了简化，不考虑潜热通量。
α 和 ε 分别是材料表面的反射率和发射率。σ 是斯蒂芬玻
尔兹曼常数，λa 是空气的导热系数。其中，Ⅰ、Ⅱ、Ⅲ、Ⅳ
和 Ⅴ 分别表示蓄热量、辐射传热量、对流传热量、导热量
和内热源的发热量。第 Ⅰ 部分所示，当 Cs ρΔz 非常小时，
温度波动是导致得热或放热的主要因素。尽管严格定义有
效容积厚度（Δz）是困难的，但该值与材料的厚度和导热
率有关。第 Ⅱ 部分表示辐射换热，ε 越大可增加辐射换热，
当 Ts 为固定值时，红外热像仪可以测得该温度值。值得一
提的是 ε 的值越大会减少来自周围物体或大气层长波反射
的影响。第 Ⅲ 部分的对流换热是发生在物体表面与空气
之间。物体表面对流换热系数以及空气流速大小都会影响
对流换热量。第 Ⅳ 部分的导热是在物体表面与材料内部
进行。
1.3   红外热成像测速技术的提出

类比于 PIV 测速技术，提出基于红外热成像的瞬态、
多点、非接触式的流场测量技术 —— 红外热成像测速技
术（Thermal Image Velocimetry，简称 TIV）[7]，其原理是
根据热表面温度分布与其附近气流场之间的关联性，通过
在温度场中跟踪亮度温度的位移，然后根据图像之间的时
间增量，反推出气流场。此方法假定温度场表示连续流体
结构的“足迹”，产生一个与实际风速相关的速度，然后
再进行修正，得出实际速度。红外热成像测速技术原理如
图 2 所示。

图 2   红外热成像测速原理图

2   对比试验及处理过程
通过理论分析，基于红外热成像的热表面附近流场测

图 1   红外热成像测温原理图

速技术是可行的。对于实际使用基于红外热成像的热表面
附近流场测速技术测量流场的正确性，需要对比实验进行
验证。本文通过搭建基础模型实验台，利用 PIV 技术对基
于红外热成像的热表面附近自然对流场测量实验进行对比
验证。
2.1   实验台的设计与搭建

实验系统的组成有：模型空腔、静压箱、电热膜、风
机、风管、混合箱等，系统示意图如图 3 所示。模型实验
台的长 × 宽 × 高尺寸为：1200mm×500mm×1400mm。搭
建实验台所采用的材质选用厚度为 8mm 的有机玻璃，具
有一定的强度以及很好的透光性。在测试壁面对立面上开
了 3 个拍摄孔，直径为 100mm，分别距空腔底部距离为
250mm、600mm、950mm，同时每个拍摄孔都带有密封装置。
实验台中设置了送风口和回风口，尺寸为 60mm×40mm。
实验所用电热膜的尺寸为 500mm×200mm，电热膜厚度为
1mm，电热膜与壁面之间通过 3mm 厚的地暖反射膜隔离，
减少电热膜与壁面之间的导热量。电热膜表面温度最高可
达到 80℃，通过温控器控制其表面温度。实验空腔外设
有 2 个静压箱和 1 个混合箱。静压箱能够稳定风压形成稳
定的射流，同时还能降低风机喘振引起的送风不均匀的影
响。混合箱独立于实验台之外，用于散发的示踪粒子与气
流相混合。在实验台侧壁上开有尺寸为 500mm×1000mm
的侧门，用于空腔内部仪器的安装、检修，以及便于壁面
清洗。

1. 拍摄口； 2. 送风口； 3. 回风口；4. 风速计探头安装口；
5. 电热膜；6. 风管连接口；7. 风机； 8. 静压箱； 9. 混合箱

图 3   实验台示意图

2.2   TIV 实验
2.2.1   TIV 测试仪器
TIV 实 验 测 试 仪 器 采 用 FLIR-T400 红 外 热 像 仪，

如 图 4 所 示。FLIR-T1040 红 外 热 像 仪 的 分 辨 率 高 达
1024×768，每张图有超过 750000 个测温点。热灵敏度
＜ 0.02℃，可以分辨出的最小温差为 0.02℃。结构紧凑小
巧，方便手持测量。

图 4   FLIR-T1040 红外热像仪

2.2.2   TIV 测试仪器
实 验 所 测 得 热 表 面 尺 寸 为 500mm×1200mm。 红

外 热 像 仪 在 拍 摄 距 离 为 1200mm 处， 单 次 拍 摄 面 积 为
598mm×445mm，故将被测表面分 3 次进行拍摄，最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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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拼接，得到完整热表面的测量数据。
实验所测热表面附近的自然对流场是通过开启电热膜

实现。对于电热膜表面温度的设置，如果温度设置过低，
则电热膜周围空气受热不足，形成的热羽流无法沿着壁面
发展到上部。如果温度设置过高，则会使实验台存在安全
隐患。根据电热膜的面积以及保证热羽流能够沿壁面上升
所需热量，通过计算最终确定电热膜表面温度为 60℃，
利用温控器控制其表面温度。

2.2.3   TIV 技术测试方法
采用 TIV 技术测量热表面附近自然对流场的具体工程

如下：
（1）拍摄红外热成像视频获取帧图
运用 FLIR-T1040 红外热像仪拍摄测试壁面的红外热

像视频。拍摄前需要对红外热像仪进行参数设置，设置拍
摄距离为 1.2m，测试的环境温度为 21℃，玻璃的表面发
射率为 0.90。利用红外热像仪分三块进行拍摄，每次时长
30s，然后通过 Matlab 编程处理得到帧图。后续处理可以
选择任意相邻两张帧图进行处理。图 5 为自然对流场中热
表面的红外热像帧图。

（2）图像增强处理
对得到的帧图进行图像增强处理 [8]，将图像中不需要

的信息减弱或滤除，从而凸显图像中的重要信息，提高图
像的可读性。本实验的图像增强处理主要是图像滤波处理。
首先将图像离散化，使用二维离散快速傅里叶变换（FFT）
将其从空间域变换到频域，然后进行滤波处理。

本实验的滤波器选择高斯高通滤波器，其传递函数为：

H(u,v)=1-e-D2(u,v)/2σ2                                                                                                                                                                         

（2）

经过滤波处理后，再通过二维离散傅里叶逆变换，将
图像从频域变回到空间域。由于高通滤波是通高频信号，
抑制低频信号通过，所以经高通滤波器滤波后图像的背景
颜色会变成灰色。同时去除被测壁面以外的区域。图 6 为
经过滤波后的红外热像帧图。

（3）基于图像互相关计算获取初步速度矢量场
通过 Matlab 编程对滤波处理后的两张相邻帧图进行

互相关计算 [9]，利用峰值检测得到最大互相关峰值位置。
通过计算得到两幅图像之间的最大相关性值然后通过峰值
查询得到亮度温度的最大位移 s(x, y)，又已知两张图像之
间的时间增量为 Δt，这样就可以求出 x 和 y 方向的分速 u，

v。图 8 为初始得到的热表面附近自然对流场速度矢量图。
分析速度矢量图可以发现其中存在很多错误矢量和无效矢
量，所以需要进一步的修正。

（4）基于连续性方程的速度矢量的修正
对于速度矢量图中错误矢量和无效矢量的修正，首先

查找需要进行速度矢量修正的区域。在二维速度场中，有
些速度矢量可以通过肉眼直接识别出来，但这无法查找所
有的错误矢量和无效矢量，需要进行理论分析定量查找，
然后基于连续性方程对速度矢量进行修正 [10,11]。

图 7   速度网格示意图

本实验中，将流体看做不可压缩流体，则不可压缩流
体的流体的密度为常数。同时本实验所使用 TIV 技术测量
的是平面二维流场，故直角坐标系下流场中流体微分形式
的二维不可压缩连续性方程如下：

          +         = 0                                                           （3）

在二维速度矢量场中某区域如果不存在错误矢量，则
该区域速度矢量则满足二维不可压缩连续性方程。如图 7
速度网格示意图所示，对于网格节点（0,0）位置，将二
维不可压缩连续性方程离散化处理的公式如下：

         +        =∑[(ui, j-u0,0)sgn(i)+(vi, j-v0,0)sgn(j)]=0     （4）

其中 sgn(i) 和 sgn(j) 为符号函数。根据速度网格图将
公式（4）展开可得：

(u0,0-u-1,1)+(u1,-1-u0,0)+(u1,1-u0,0)+(u0,0-u-1,-1)
+(u1,0-u0,0)+(u0,0-u-1,0)+(u0,0-u0,1)+(u0,-1-u0,0)
+(v-1,1-v0,0)+(v0,0-v1,-1)+(v0,-1-v0,0)+(v0,0-v0,-1)
+(v1,1-v0,0)+(v0,0-v-1,-1)+(v1,0-v0,0)+(v0,0-v-1,0) =0          （5）

对上述公式取绝对值利用三角不等式然后整理得：

         +        ≤ ∑| ui, j | +∑| vi, j |                                     （6）

将公式（4）进行三角不等式变换处理可得：

         +        ≤ ∑| ui, j -u0,0 | +∑| vi, j -v0,0 |                      （7）

通过公式（6）和公式（7）可得到基于连续性方程的
公式（5）。

val =                                                                             （8）

u0,0 =                                                                             （9）

v0,0 =                                                                           （10）

对于公式（8），计算出二维速度矢量场中每一个网
格节点处速度的 val 值，将 val 值按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
排序，确定一个修正系数 a（a 是根据矢量场中无效矢量
和错误矢量的数量确定的），然后与二维矢量场中速度矢

（a）壁面上部区域 （b）壁面中部区域 （c）壁面下部区域

（a）壁面上部区域 （b）壁面中部区域 （c）壁面下部区

图 5   自然对流工况下红外热像帧图

图 6 自然对流工况下滤波后的红外热像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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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个数 N 相乘得到一个查询值 n，根据查询值 n 可以查
找到排序的 val 值进而可以确定其计算网格节点处的水平
速度 un 和 vn，得到的 un 和 vn 值就作为水平和竖直速度修
正的临界值。分别将二维速度场中每一个水平速度值和 un

进行对比，当二维速度场中的错误和无效矢量普遍大于正
确矢量时，则修正方法为水平速度小于临界值就不需要修
正，速度值大于临界速度则需要修正。当二维速度场中需
要修正的错误和无效矢量普遍小于正确矢量时，则水平速
度值大于临界值不需修正，小于则修正。需要修正的水平
速度统一使用公式（9）进行修正。对于竖直速度修正也
一样，最后利用公式（10）进行修正。修正后的速度矢量
图，如图 9 所示。

  

  
2.3  PIV 实验

2.3.1  PIV 系统设备
本实验采用的是德国 Lavision 公司生产的 PIV 测速系

统，该系统由光源系统、图像采集系统、同步控制系统、
示踪粒子发生系统和图像处理系统组成。PIV 系统的示意
图如图 10 所示。

图 10   PIV 系统示意图

2.3.2   PIV 测试方案
PIV 实验受电热膜遮挡影响，需要剔除电热膜所在区

域，测试平面尺寸变为 500mm×1000mm。
本 次 实 验 所 采 用 的 PIV 系 统 单 次 拍 摄 不 能 达 到

500mm×1000mm 的测量范围。如果 CCD 相机与红外热像
仪拍摄位于同一侧拍摄，由于空腔长度为 1200mm，即相
机与拍摄面的最小距离就已达到 1200mm，这样虽然 CCD
相机拍摄的面积增大，但会使粒子所占像素变小，系统无
法识别。为了尽可能少的分块拍摄，同时保证拍摄的粒子
图像清晰，CCD 相机位于红外热像仪对立侧拍摄，这样
相机与拍摄面之间的距离可调范围很广。经多次调试后确
定本实验将测量平面分为 8 个小平面分别进行测量，实际

需要测量的单块区域为 250mm×250mm，CCD 相机单次拍
摄范围为 280mm×280mm，留有一定的余量，有利于后续
拼接，分块示意图如图 3-23 所示。由于 CCD 相机与红外
热像仪位于不同侧拍摄，导致拍摄得到的数据结果呈镜像
对称关系。将测试的数据拼到一起并剔除测量平面以外的
数据，然后对数据作镜像对称处理，最后得到整个测量平
面的结果。

为了与 TIV 实验的结果进行对比，PIV 实验工况与红
外热成像测速实验工况设置一样。通过开启电热膜实现，
利用温控器控制其表面温度为 60℃。

PIV 实验时，分别测量在自然对流工况下距壁面 6mm
和 12mm 处平面上的二维速度矢量场。每一区域连续拍摄
300 次，得到 300 组示踪粒子图像对。通过 PIV 系统自带
的 Davis 软件对每一区域的 300 组粒子图像对进行图像增
强处理和互相关计算，得到各个区域的速度矢量。然后通
过 Matlab 图像拼接处理技术，剔除拍摄区域以外的数据，
将 8 个小区域拼接在一起，得到 300 个二维瞬时速度矢量
场。通过 Davis 软件处理可以得到 300 个瞬时速度矢量场
对应的时均速度场。
3   实验结果对比分析
3.1   实验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

通过对比实验来验证红外热成像测速技术的可行性，
对实验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对比分析。

对于速度的无量纲处理，采用选取基准速度来进行处
理。一般选取进风口处的速度作为基准速度，三个测量实
验进风口风速只是在最开始实验时进行准确设置为 5m/s，
所以理论上进风口风速都为 5m/s，但在实际每次测量时，
由于风机自身振动等影响可能会使进风口风速发生变化。
所以如使用理论值 5m/s 作为基准速度进行无量纲处理对
后续分析就无意义。所以综合考虑选择四个代表性测点（即
y =200mm、400mm、600mm 以及 800mm，如图 11 所示）
处的速度的平均值作为基准速度。

速度的无量纲化处理公式如下：

u*=                                                                                                                                       （11）

v*=                                                                                                                                       （12）

V *=     v*2 + u*2                                                                                                       （13）

其中 u 表示 x 方向分速度对应的均方根速度，v 表示
y 方向分速度对应的均方根速度。

对于流动特性的研究有很多表征物理量，湍动能能够
反映湍流流动的剧烈程度。为了对测得热表面附近的二维
速度矢量场进一步分析，通过计算其湍动能研究流场的湍
流特征。由于 TIV 与 PIV 都是测得二维速度矢量场，所
以湍动能的计算公式选用公式（14）计算。同时对湍动能
进行无量纲处理最，处理方法和速度一样，利用公式（15）
计算。

k =      (u2+v2)                                                             （14）

k*=                                                                              （15）

其中 u 表示 x 方向分速度对应的均方根速度，v 表示
y 方向分速度对应的均方根速度。kj 为基准湍动能，k 为实
际湍动能，k* 为无量纲湍动能。

（a）壁面上部区域 （b）壁面中部区域 （c）壁面下部区域

（a）壁面上部区域 （b）壁面中部区域 （c）壁面下部区域

图 8   初始速度矢量图

图 9   基于连续性方程修正后速度矢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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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平面处无量纲速度对比
分析 TIV 测得的热表面附近的二维自然对流场，取一

段时间的视频帧图进行处理得到瞬时速度矢量场，通过均
值化和无量纲处理得到热表面附近二维无量纲平均速度矢
量场。由于电热膜与壁面之间有一层 3mm 厚的地暖反射
膜，所以实际电热膜上的亮度温度图像和壁面的亮度温度
图像不在同一个平面上。为了避免这种影响，剔除电热膜
所在区域的速度矢量，最终得到如图 12（a）的自然对流
工况下二维无量纲平均速度矢量场。

自然对流工况下，通过 PIV 技术实验分别得到距壁面
6mm 和 12mm 处的二维速度矢量场，通过 PIV 系统自带
的 Davis 软件处理得到 300 个瞬时速度矢量场以及平均速
度矢量场，然后通过无量纲处理，得到二维无量纲速度矢
量场，如图 12（b）、图 12（c）所示。

为了更为直观的分析矢量图中速度值的变化情况，将
无量纲速度矢量导入到 Tecplot 中处理得到无量纲速度云
图。如图 13 所示。图 11   四个代表性测点位置示意图

（a）TIV 测得壁面附近速度矢量图 （b）PIV 测得距壁面 6mm 处速度矢量图 （c）PIV 测得距壁面 12mm 处速度矢量图 

（a）TIV 测得壁面附近速度云图 （b）PIV 测得距壁面 6mm 处速度云图 （c）PIV 测得距壁面 12mm 处速度云图

图 13   自然对流工况下

图 12   自然对流工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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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无量纲速度矢量图可知，TIV 技术和 PIV 技术测得
流场都是竖直向上流动，同时在上部两个角落处有旋涡产
生。从数值上分析，由无量纲速度云可知，TIV 测得速度
值与 PIV 测得距壁面 6mm 平面上的速度值非常吻合，都
是下部较大，沿着竖直向上方向，速度值逐渐减小。而距
壁面 12mm 处的速度场，由下向上速度值先增大后减小，
在 200~400mm 处速度值达到最大。TIV 测得速度场，在
下部中间位置速度值明显比两侧小。主要原因是由于受红
外热像仪拍摄口的影响，在该区域的热壁面对侧的壁面上
开有拍摄口，拍摄时拍摄口打开，会在热表面上产生投影，
影响红外热像仪拍摄的亮度温度波动

的视频，进而影响到速度场。流场上部速度值与 PIV
测得距壁面 6mm 平面速度场相比偏小，主要原因是由于
电热膜加热使得整个被测壁面温度升高，而上部壁面距电
热膜较远，温升变化不明显，导致亮度温度波动不明显，
使得测量产生误差。同时，通过云图可知 TIV 技术和 PIV
技术得到的流场都出现左右不对称现象，左侧速度值明显
小于右侧。主要原因是由于测试时开启外窗引入冷风使空
腔内快速达到稳态或准稳态。而窗户引入的冷风实际上是
从实验台左侧流入，导致左侧温度要比右侧温度低，相应
的影响了热表面附近气流场。综上所述，对于热表面附近
自然对流场的测量，TIV 技术测得结果与 PIV 技术测得距
壁面 6mm 处的速度场相吻合。

同时分析红外热成像测量结果与 PIV 测量结果可以发
现，自然对流工况下，周围空气与电热膜表面换热形成热
羽流沿着壁面上升。图 13（a）、图 13（b）可以看出下
部热羽流速度较大，在距电热膜上边缘 200mm 处速度值
减小。图 13（c）可以看出热羽流在 200mm 处增加，到
达 400mm 处又开始减小。热羽流在 200mm 处开始脱离距
壁面 6mm 处的平面，在 400mm 处开始脱离距壁面 12mm
处的平面，逐渐在空腔内形成一个循环流动。这与 Nasr K 
B[12] 等人利用 CFD 技术模拟散热器供暖房间内的温度场
和速度场的结果相吻合。

3.3   平面处无量纲湍动能对比
通过公式计算得到的湍动能，经过无量纲化处理后导

入到后处理软件 Tecplot 中处理得到云图。
图 14（a）~（c）分别表示 TIV、PIV6、PIV12 的无

量纲湍动能云图，图中纵坐标表示的是距电热膜上边缘的
距离。从图 14（a）可以看出，TIV 的无量纲湍动能偏大，
主要是由于选取的基准点处的湍动能较小所致。由图 14（b）
可知，PIV6 的无量纲湍动能自下向上逐渐减小。对于图
片边缘区域，由于 PIV 测量时激光在边缘处易产生散射和
反射，以及示踪粒子易吸附壁面导致异常值产生。对于中
间位置距电热膜上边缘 200mm 处出现一块偏大的值，这
是由于该区域壁面上设有热线风速计安装口影响 PIV 的测
量。由图 14（c）可以看出，距壁面 12mm 处平面上距电
热膜上边缘 300mm 以下区域湍动能较小。在中间位置距
电热膜上边缘 400mm 处出现一块偏大的值也是由于受风
速计安装口影响所致。对比可知 TIV 结果与 PIV 结果相
差较大，主要原因是 PIV 在做湍动能计算时是选取了 300
组瞬时速度处理，对于 TIV 技术目前没有完整的图像处理
软件，处理过程相对比较复杂繁琐，所以只选取了 50 组
瞬时速度进行处理，最终导致 TIV 计算得到的湍动能并不
能完全反映出流场的流动特性。
4   结论

本文利用热表面温度分布与其附近气流场之间的关联
性，提出基于红外热图像追踪的热表面附

近气流场测量理论及应用技术。通过基础模型基础实
验，初步建立基于红外热成像的热表面附近自然对流场测
量技术方法，同时利用 PIV 实验进行对比验证，可以得出
以下结论：

（1）利用红外热成像测温原理，基于热表面的能量平
衡，类比于 PIV 测速技术的原理和处理过程，得到基于红
外热成像的热表面附近流场测量技术，从理论上分析该技
术是可行的。

（2）自然对流工况下，通过基础模型对比实验验证，

（a）TIV 测得壁面附近湍动能云图 （b）PIV 测得距壁面 6mm 处湍动能云图 （c）PIV 测得距壁面 12mm 处湍动能云图 
图 14   自然对流工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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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 测得热表面附近流场和 PIV 实验测量距壁面 6mm 处
的流场相吻合。

（3）通过处理 50 组 TIV 技术得到的瞬时速度场得到
的湍动能与实际流场湍动特性相差较大，还需要处理大量
的瞬时速度场才能很好的得到自然对流场的湍动特性。

（4）相比于 PIV 技术，基于红外热成像的热表面附
近流场测速技术测试仪器少，操作简单，不需要反复调试。

综上所述，本文对热表面附近流场的测量提供了新的
技术，这是发展迅猛的红外测温理论及相关技术在流场可
视化领域的又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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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通风气流组织的发展，置换通风与地板送风已然

成为提供节能和高空气质量保障的高效气流组织 [1, 2]，设
计性能优良的置换通风或地板送风系统，并实时调控满足
全空间、工作区甚至局部区域温度或热舒适要求的热环境，
将能够更好地实现面向需求的室内环境营造。无论在设计
过程中对不同热工况保障效果的评估，还是在实际通风控
制过程中对工作区或局部需求区域的温度调控，对室内温
度分布的快速准确预测均能起到有效的辅助作用。

室内参数分布预测常采用 CFD（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模拟方法 [3, 4]，在已知边界条件情况下通过迭
代计算获取结果。由于迭代计算本身较为耗时，在需要进
行实时预测和多工况模拟的场合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在
通风房间流场可近似认为稳定的条件下，可采用线性叠
加原理进行温度预测。Kato 和 Sasamoto 等 [5, 6] 基于 CRI
（Contribution Ratio of Indoor Climate）指标建立了预测稳
态温度分布的叠加表达式，以快速预测各边界参数共同导
致的室内温度结果。Shao 等 [7] 基于温度可及度指标建立
了预测瞬态温度分布的表达式，用于快速预测任意时刻的
室内温度分布。上述方法仅需预先通过有限次 CFD 模拟
计算得到相应的特征指标值，即可在实际模拟中避免耗时
的迭代计算，实现快速预测。受热源引起的浮升力的影响，
室内流场容易发生改变，导致用于温度预测的固定流场假

设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从而影响预测精度。Sinha 等 [8]

以浮升力对流场本身的影响为目标，对典型二维房间内有
浮力和无浮力的流场的差异进行了模拟，其分析仅针对层
流状态，且仅有墙壁热源，无内热源的情况。Sasamoto 等 [6]

设计了热源强度为 20W 的一个算例进行分析，验证了稳
态预测方法在该工况下的可靠性；Shao 等 [7] 对典型三维
房间上送下回气流组织下，热源位置、强度、送风温度等
因素对稳态温度预测结果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初步揭示了
温度分布快速预测方法在不同情况下的预测精度。前期的
预测可靠性研究主要针对上送下回的混合通风形式，而在
置换通风和地板送风形式下，该快速预测方法的可靠性水
平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针对不同影响因素下，置换通风和地板送风房间
的稳态温度预测进行分析，得到关于预测可靠性的定量结
果。 
1   室内空气温度分布快速预测方法

Shao 等 [7] 定义了描述送风、热源、初始温度分布对
温度形成定量影响的温度可及度指标，并建立了快速预测
瞬态非均匀温度分布的表达式。在固定流场下，室内任意
位置温度的构成取决于三方面的贡献：送风贡献项、热源
贡献项、初始温度分布贡献项，各部分表达式见式（1）~
（3）[7]。

送风贡献项：θP(τ) = Σ [θS
nSaθ,S

nS ,P(τ) ]                            （1）

热源贡献项：θP(τ) = Σ [           aθ,H
nH ,P(τ) ]                    （2）

初始温度分布贡献项：θP(τ) = θI aθ, I
P  (τ)                    （3）

置换通风和地板送风下温度快速预测可靠性
郭宏皓，邵晓亮，张    舸，肖寒松

（北京科技大学土木与资源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置换通风和地板送风是节能高效的通风形式，准确预测其温度分布对于通风系统的设计至关重要。传统
CFD 模拟需要进行繁琐的迭代计算，不利于多个工况的快速模拟。本文采用基于固定流场下的叠加原理和可及度指标的温
度分布预测表达式，分别对置换通风和地板送风房间中稳态温度分布进行预测。考虑不同热源位置、固定流场构建方式的
影响，对不同工况下的温度分布预测的可靠性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将为置换通风和地板送风房间温度的快速预测提供
有效手段。

［关键词］通风；快速预测；温度分布；置换通风；地板送风

Adaptability of Temperature Fast Prediction under Displacement Ventilation 
and Underfloor Air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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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splacement ventilation and underfloor air distribution are energy-saving and efficient ventilation patterns. It is 
essential to predict th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precisely for the ventilation system design. Traditional CFD simulations require tedious 
iterative calculations, which have a higher computing cost especially when multiple cases are simulated. In this paper, an expression 
for th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based on the superposition theorem and an accessibility index for temperature is used to predict the 
steady-stat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in the room with displacement ventilation and underfloor air distribution, respectively.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heat source loc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ecified fixed flow field, the adaptability of the prediction 
of th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is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will provide the method for rapid prediction of th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the room with the displacement ventilation and underfloor air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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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3）分别表示每个送风口的送风温差通过
送风可及度 aθ,S

nS ,P(τ) 所产生的对目标位置 p 的定量影响之和，
每个热源引起的温差通过热源可及度 aθ,H

nH ,P(τ) 所产生的对
目标位置 p 的定量影响之和，以及初始温度分布的平均温
差通过初始条件可及度 aθ, I

P  (τ) 所产生的对目标位置 p 的定
量影响。

固定流场下，送风、热源、初始温度分布对房间任意
位置 p 的影响符合叠加原理 [7]：

θP(τ) = Σ[θS
nSaθ,S

nS ,P(τ) ]+ Σ[          aθ,H
nH ,P(τ)]+θI aθ, I

P  (τ)        （4）

在稳态情况下，初始条件贡献项，即式（3）为 0。
有关预测方法的详细介绍见文献 [7]。
2   算例设计 

建立置换通风和地板送风的典型气流组织房间进行数
值分析，房间尺寸为 4m（X）×2.5m（Y）×3m（Z），如
图 1 所示。无特别说明情况下，墙面设定为绝热，仅室内
热源起作用，热源强度设置为 1000W。

          

图 1   房间几何模型

（a）置换通风                        （b）地板送风
图 2   置换通风和地板送风形式几何模型

两种气流组织的几何模型见图 2。置换通风的送风速
度取 0.2m/s，地板送风的速度取 1m/s，送回风口具体位置
见表 1。

表 1   不同气流组织形式下的风口位置坐标

气流组织 风口
起始坐标 终止坐标

XS /m YS /m ZS /m XE /m YE /m ZE /m

置换通风

送风口
S1 0.0 0.0 1.3 0.0 0.5 1.7
S2 4.0 0.0 1.3 4.0 0.5 1.7

回风口
E1 0.9 2.5 1.4 1.1 2.5 1.6
E2 2.9 2.5 1.4 3.1 2.5 1.6

地板送风

送风口
S1 0.9 0.0 1.4 1.1 0.0 1.6
S2 2.9 0.0 1.4 3.1 0.0 1.6

回风口
E1 0.9 2.5 1.4 1.1 2.5 1.6
E2 2.9 2.5 1.4 3.1 2.5 1.6

为分析不同热源位置对于预测偏差的影响，在房间中
央平面（Z=1.5m）内选取了 5 个热源位置（图 1 中的 L1–
L5），坐标如表 2 所示。

表 2   热源位置坐标

热源位置
起始坐标 终止坐标

XS /m YS /m ZS /m XE /m YE /m ZE /m

1 0.95 1.50 1.45 1.05 1.60 1.55

2 2.45 0.90 1.45 2.55 1.00 1.55

3 1.95 0.30 1.45 2.05 0.40 1.55

4 0.45 0.30 1.45 0.55 0.40 1.55

5 3.95 0.05 0.00 4.00 2.50 3.00

在 Z=0.5m 和 Z=1.5m 平面内选取 9 个监测点，见图 3。
考虑不同的气流组织形式、热源位置，共设计 10 个算例。
每个算例中，仅在一个位置存在热源，分别基于 0W、
200W 和 600W 三种不同的热源强度构建固定流场（简称
为“0W 流场”、“200W 流场”、“600W 流场”），给
定热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后，依据式（4）对房间内各监
测点的温度进行预测，并将预测结果与直接 CFD 模拟结
果对比。预测可靠性评价采用相对温度偏差指标，即快速
方法预测温度与 CFD 预测温度之差的绝对值与送回风平
均温差的比值。

图 3   监测点位置

采用 CFD 计算工具 ——Airpak 进行模拟，湍流模型
采用 RNG k-ɛ 模型，采用 Boussinesq 模型以考虑浮升力的
作用，采用有限容积法对连续性方程和雷诺时均 Navier-
Stokes 方程进行离散，差分格式选用二阶迎风格式，采用
SIMPLE 算法进行迭代求解。采用上述方法的可靠性已经
多次验证，本文不再给出。经网格无关性验证，采用网格
数为 202852，不同算例之间略有不同。
3   结果分析
3.1   置换通风 

图 4 展示了置换通风下基于 0W、200W 和 600W 热
源形成的固定流场的预测偏差水平。

由图 4（a）可知，在置换通风下，热源处于位置 1 时，
采用基于 600W、200W、0W 热源形成的固定流场进行预
测，大部分位置的预测偏差分别在 15%~60%，40%~60%
及 50% 以上，表明置换通风下总体预测偏差较大。由图
4 （b）（e）可知，当热源处于位置 2、5 时，基于三种
热源形成的固定流场预测偏差也较大，彼此之间无显著的
区别。分析原因在于，置换通风强制对流作用偏弱，热浮
升力影响相对较强，导致构建固定流场时，只要构建固定
流场所选的热源强度与真实热源强度有差别，所形成的固
定流场即与真实流场中由浮升力引起的流动部分有较大差
别，从而引起较大的预测偏差。由图 4 （c）（d）可知，
当热源处于位置 3 和 4 时，对 200W 和 600W 流场，大部
分监测点的预测偏差在 30% 以下，总体预测偏差相对较小。
原因可能在于，置换通风的送风速度小，在房间下方形成
了较为稳定的“空气湖”，而热源 3 和 4 位于房间下部，
靠近送风口，其对房间其他区域的作用被送风射流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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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热源位置 1 （b）热源位置 2 （c）热源位置 3

（a）热源位置 1 （b）热源位置 2 （c）热源位置 3

（d）热源位置 4 （e）热源位置 5

（d）热源位置 4 （e）热源位置 5

图 4   置换通风下不同热源位置的预测偏差

图 5 地板送风下不同热源位置的预测偏差



| 建筑环境与能源 | 2017年第5期320

New Ventilation Technology通风新技术

因此在房间大部分区域的预测偏差较小。表明置换通风下
仍存在一定程度上适用所提预测方法的热源场景和室内局
部区域。总体而言，置换通风下，对于大多数热源释放场
景，室内各区域的温度预测偏差均较高；仅在部分热源场
景下，选择与真实热源强度相接近的 600W 热源强度构建
固定流场时，整体温度预测偏差在多数室内位置可接受。
3.2   地板送风 

图 5 展 示 了 地 板 送 风 下， 在 5 个 热 源 位 置， 基 于
0W、200W 和 600W 热源形成的固定流场的预测偏差水平。

在地板送风下，基于 0W 热源形成的固定流场的总体
预测偏差较大，基于 200W 形成固定流场的总体预测偏差
次之，基于 600W 热源形成固定流场的总体预测偏差最小。
该偏差水平对于 5 个热源位置均较为一致。由图 5（a）可知，
当热源处于位置 1 时，监测点 P10、P11、P17 处的预测偏
差较大，这是由于三个位置分别位于送风口 S1、S2 上方
较远处（竖直距离 1m 以上），这些区域受送风射流和热
源浮升力的双重影响。热源强度的不同决定了房间高处高
温区域的大小不同，因此送风射流能够到达的高度不同，
从而使这些区域的流场产生较大差别，导致温度预测偏差
较大。由图 5（b）（c）可知，当热源处于位置 2 和 3 时，
监测点 P10、P12、P16、P18 处的预测偏差较小（5% 以
下）。这是因为 P12 和 P18 分别位于送风口 S1、S2 正上
方不远处（竖直距离 1m 以内），该区域几乎完全由送风
射流控制；而 P10 和 P16 分别位于送风口 S1、S2 上方较
远处（竖直距离 1m 以上），但热源位置 2、3 均距此较远，
因此该区域仍主要由送风射流控制。总体而言，地板送风
下，对于多数热源场景而言，选择与真实热源强度相接近
的 600W 热源强度构建的固定流场的预测偏差均较低，而
选择 200W 热源强度构建的固定流场的预测偏差也在室内
多数位置可接受。
3.3   两种气流组织预测结果比较

为了更清楚地展示不同气流组织、不同热源位置、不
同流场构建方式下快速预测方法预测偏差的整体水平，对
每种工况所有监测点的平均预测偏差进行汇总结果见表 3。

表 3   各工况下的预测偏差平均值

气流组织形式 热源位置 0W 流场 200W 流场 600W 流场

置换通风

1 65.64% 51.04% 33.23%

2 41.12% 27.89% 37.52%

3 25.45% 33.71% 21.83%

4 21.87% 8.01% 16.94%

5 37.74% 44.14% 24.99%

地板送风

1 21.04% 13.49% 7.28%

2 25.24% 15.95% 8.00%

3 22.15% 12.64% 7.67%

4 23.18% 8.77% 7.79%

5 29.55% 8.50% 6.36%

对于置换通风，在 600W 流场下，热源位置 1、2 的
预测偏差平均值在 30% 以上，热源位置 3 和 5 的预测偏
差平均值在 20% 到 25% 之间，热源位置 4 的预测偏差平
均值在 20% 以下；在 200W 流场下，热源位置 1、3、5
的预测偏差平均值在 30% 以上，热源位置 2 的预测偏差
平均值在 20% 到 30% 之间，热源位置 4 的预测偏差平均
值在 10% 以下；在 0W 流场下，热源位置 1、2、5 的预
测偏差平均值在 30% 以上，热源位置 3、4 的预测偏差平
均值在 20% 到 30% 之间。不同热源位置下，预测偏差水

平差别较大，快速预测方法应用于置换通风时应谨慎使用，
主要适合用于预测偏差相对较低的热源场景和室内区域。

对地板送风，在 600W 流场下，对于不同热源位置，
所有监测点的预测偏差平均值均在 10% 以下，且随热源
位置的变化差异不大；在 200W 流场下，预测偏差平均值
在 8% 到 16% 之间，可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可接受；在 0W
流场下，因热源位置的不同，预测偏差平均值在 20% 到
30% 之间变化，偏差水平相对较大。因此对地板送风，基
于 600W 和 200W 流场预测时，在各种热源位置下，快速
预测方法都有良好的适应性。
4   结论

（1）快速预测方法的预测偏差与流场构建方式有关，
基于与真实热源强度 1000W 最接近的 600W 热源形成的
固定流场的总体预测偏差最小，200W 流场的次之，0W
流场的最大。因此在应用中应尽量使用相似度大的流场进
行预测。

（2）对于置换通风，在 0W 和 600W 流场下，快速预
测方法对房间下部、靠近送风口的热源位置 3 和 4 的适应
性较好，但在其他热源位置的适应性欠佳；在 200W 流场下，
该方法在热源位置 4 有良好的适应性，在其他热源位置的
适应性欠佳。

（3）对于地板送风，在 600W 流场下，各热源位置下
的预测偏差平均值都处于 10% 以下；在 200W 流场下，
各热源位置下的预测偏差平均值都处于 8% 到 16% 之间。
快速预测方法在采用一定热源强度构建的流场时，具有很
好的适应性；而采用无热源等温工况构建的流场时，预测
适应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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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人们现在花费 90% 的时间在室内空间中 [1]。热舒适

和室内空气品质成为了室内环境的重要影响因素。为了达
到室内环境舒适和良好的空气质量，传统的冷却系统需要
消耗很多能源 [2,3]，全球 60% 的能源用于住宅建筑中 [4]，
在建筑中主要关心的问题是怎样降低能耗、保持室内舒适
和良好的空气质量。

传统空调系统是将处理后的新鲜空气与室内空气混合
后送入工作区 [5]。这种系统没有足够的新鲜空气的供应，
导致室内会有高浓度的污染物生成，没有健康舒适的室内
环境。在置换通风系统（DV）中，通过提供全新风可获
得良好的室内空气质量 [6]，但是为了保持热舒适和避免工
作区有吹风感，其送风温度不低于 18℃；送风速度不超
过 0.2m/s[7]。这两个条件限制了 DV 的冷却能力，使消除
室内负荷不高于 40W/m2[8,9]。这种条件的限制促使研究人
员研发了由冷却顶板（CC）和 DV 组成的系统，消除室
内负荷达到 100W/m2 左右 [9-11]。然而在 CC/DV 系统中的
冷却顶板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当空气的露点温度高于顶
板温度时，冷却顶板容易发生凝结 [12,13]。尽管这种系统有
良好的效率，但是有很高的安装费和维修费。为了克服以
上问题，基于 M-cycle 的原则 [14,15]，本文提出了蒸发冷却
置换通风装置：通过干通道带走室内空气，通过湿通道中
的水蒸发吸收热量，传递到湿通道空气中，使得湿通道空
气温度接近露点温度；干通道空气及导热板温度降低，因
此 DV 系统不增加空调系统的能源消耗。   

新型蒸发冷却置换通风系统的冷却性能
张开通，郝小礼，黄敏华，杨    轲，邢庆伟

（湖南科技大学，湖南湘潭   411100）

［摘   要］本文介绍了由新型蒸发冷却装置与置换通风系统组成的新型蒸发冷却置换通风装置。该系统可以改善室内空
气品质，满足人体的热舒适性要求，是一种经济、节能、舒适性良好的空调系统形式。基于传热和传质的基本理论，根据
MATLAB 软件数值模拟结果的对比，可以优化该蒸发冷却装置的长度和通道空隙宽度。通过改变通道空气流速、通道空隙
宽度，室内温度、相对湿度和辐射冷负荷，模拟分析了蒸发冷却系统的冷却效果，其结果显示：该系统可有效提高室内的
冷却效果，降低能耗。

［关键词］蒸发冷却装置；置换通风；数值模拟；冷却效果

The Cooling Performance of a Novel Evaporative Cooling Displacement 
Ventil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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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novel evaporative cooling displacement ventilation system consisting of a novel evaporative cooled ceiling 
and displacement ventilation system was introduced. The system can improve the indoor air quality and meet the thermal comfort 
requirements of the human body. It is a kind of economical, energy-saving and comfortable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Based on the 
basic theory of heat transfer and mass transfer, the length of the evaporative cooling ceiling and the width of the channel gap could be 
optimized,according to the comparison of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of MATLAB software. By changing the air flow channel, 
channel gap width, the indoor temperature, relative humidity and radiation cooling load, simulation analysis of the cooling effect 
of evaporative cooling syst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stem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indoor cooling effect and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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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1   蒸发冷却置换通风空调系统的原理图与焓湿图

1   系统描述
图 1（a）是蒸发冷却置换通风空调系统的原理图，图

1（b）是蒸发冷却过程的焓湿图。在置换通风系统中，经
过处理后的的新鲜空气由送风口 1 直接送入工作区，并在
室内地板上形成一层较薄的空气湖。在室内热源 ( 人员及
设备 ) 的浮力作用下，促使新鲜空气向室内上部流动，形
成了室内空气运动的主导气流 [16]。室内空气污染物和热量
也随着主导气流上升到天花板的水平 [17]，由入口 2 进入蒸
发冷却装置。

如图 1（a）蒸发冷却装置为一空心长方体结构，蒸
发冷却装置的一侧壁采用的是绝热板，与绝热板相对的侧
壁采用的是导热板，蒸发冷却装置除导热板外其他侧面都
是绝缘的；蒸发冷却装置内平行于绝热板设有金属板，将
空心长方体结构分成两个相连通的通风干通道和通风湿通
道；金属板和绝缘板面之间的通道为通风干通道；通风干
通道的入口与空调房间连通，通风湿通道的出口与排风管
道连接，排风管道连接室外，通风湿通道中金属板和导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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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内表面上分别覆盖一层纯棉纤维层。如图 1（b）在干
通道中，空气由 2 到 3 发生等湿降温，使得干通道中空气
温度降低；在湿通道中，空气由 3 到 4 发生增温增湿，湿
通道中的空气温度、湿度增加。通过辐射和对流的作用，
在不需要额外消耗能源该系统移除了热源的热量，同时也
提高了该系统的冷却性能。

蒸发冷却置换通风系统是一种既能提高能源利用率又
能改善室内空气品质的新型空调系统。蒸发冷却系统在提
高人体热舒适方面的优越性和置换通风系统在提高室内空
气品质方面的独特优势，具有良好的节能效果。室内负荷
由蒸发冷却系统和置换通风系统共同负担，有效控制室内
温度和湿度；蒸发冷却系统消除部分显热负荷，另一部分
显热负荷、湿负荷及有害物通过置换通风来消除。
2   数值模拟
2.1   蒸发冷却装置的数值模拟

根据 Miyazaki 的开发模式等 [18]。蒸发冷却系统模型
是一维稳态模型，空气通道中温度和湿度的变化。本文根
据 MATLAB 软件数值模拟进行分析系统的冷却性能。

根据传热和传质的基本理论，该系统的边界条件为：
蒸发冷却装置的排风的整个过程采用的压力等于大气压
力；金属板、纯棉纤维层和导热板的水平方向热传导的影
响忽略不计；通风湿通道中的湿空气焓平衡能用显热平衡
和潜热平衡独立的表达；蒸发冷却系统外表面除导热板，
其余几面都为绝热材料。

干、湿通道中空气的显热平衡表达式为：

ρd cpd ud ad          = hd (TP-Td )                                        （1）

ρw cpw uw aw         =h1(T1-Tw )+h2(T2-Tw )                        （2） 

式中：下标 d、w 分别为干、湿通道；Z 为轴向坐标
的通道流动方向（通道的长度）；ρ 为通道中的密度（kg/
m3）；cp 为干空气的比热容（J/(kg·K)）；u 为通道中的流
度（m/s）；a 为通道的宽度（m）；hd、h1、h2 为对流换
热系数（W/(m·k)）。

湿通道中质量平衡表达式为： 

uwaw       =hm1(w1
*-w)+hm2 (w2

*-w)                               （3）

式中：w1
*、w2

* 为在温度下的饱和空气的含湿量（kg/
kg）；w 为湿通道中空气的含湿量（kg/kg）；hm1、hm2 为
表示是湿通道中的传质系数（m/s），由刘易斯得出。

传热板、吸水薄膜层和导热板的能量方程：

hd (Td -TP )+      (T1-Tp )=0                                          （4）

h1(Tw-T1)+      (Tp-T1)+rρDAhm1(w-w1
*)=0                       （5）

h2(Tw-T2)+      (Tp-T2)+rρDAhm2(w-w2
*)=0                       （6）

hr(Tr-Tc )+     (T2-Tc)+q=0                                            （7）

式中：r、c 下标分别指室内和天花板；r 为蒸发潜热（J/
kg)）；a1、a2 为传热板有效厚度（m）； K1、K2 为有效
导热系（W/(m·k)）；ρDA 为干空气密度（kg/m3）；hr 为
对流换热系 hr=1.52(ΔT )0.33[19]，（W/(m2·k)）；q 为室内辐
射冷负荷（W/m2）。

干、湿通道内的传热系数是按近似矩形通道层流条件

下均匀热流沿流动方向和横截面均匀的壁温所确定的努赛
尔数得出。因此，对于干通道的努赛尔特数为 5.38，湿通
道的努赛尔特数为 8.23[20]。入口区域的影响被忽视，因此
系统的冷却性能不能过高的估计。假设刘易斯等于 1，然
后传质系数可得：hm=h/(ρwcpw )。
2.2   系统的冷却效果

在辐射和对流的作用下，系统移除了室内热源（如人、
家具设备和电器用具）的热量。在模型中 q 表达辐射冷却，
另一方面是与室内空气之间形成的对流换热，其中局部
对流冷却的表达式：qc=hr (Tr-Tc )，平均对流冷却的表达式：
qc=∫0

L       。
3   结果与讨论
3.1   数值模拟条件

蒸发冷却装置的通道长度为 5m，宽为 1m，干、湿通
道的空隙宽度均为 25mm。参数分析时值被改变。传热板、
吸水薄层和导热板的材料、厚度及导热系数如表 1。蒸发
冷却置换通风系统的室内空气入口条件：假设室内的温度
26℃、相对湿度 50％。

表 1   蒸发冷却系统的材料和性质

组成 材料 厚度 /m 导热系数

传热板 铝合金 0.002 237
吸水薄层 棉纤维 0.002 0.4（含水）

导热板 石膏板 0.01 0.5

3.2   系统冷却表面的温度分布
如图 2 没有辐射冷负荷时，干、湿通道和导热板的温

度分布；其中通道长度 5m，干、湿通道的空隙宽度均为
25mm，空气流速为 0.5m/s，无辐射冷负荷。

图 2   没有辐射冷负荷时，干通道、湿通道和导热板的温度分布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空气首先进入干通道入口，在干
通道的末端空气流动方向改变，转至湿通道内，然后通过
湿通道出口进入排风管道。结果表明干通道内空气温度、
导热板的温度逐步减少，在末端达到最小；湿通道内空气
温度先降低再升高，并在 2.5m 处达到最低。
3.3  蒸发冷却系统几何参数的选择

通道长度、空隙宽度对系统的对流冷却能力和温度的
导热板影响如图 3、4、5。其中图 3、4、5 均保持空气流
速为不变，没有辐射冷负荷；其中图 3 干、湿通道的空隙
宽度均为 25mm，通道长度在 (3~6)m 之间变化。图 4 通
道长度为 5m 不变，湿通道的空隙宽度 25mm 不变，干通
道的空隙宽度与干、湿通道的空隙通道在 (15~30)mm 之
间变化。图 5 通道长度为 5m 不变，干、湿通道的空隙宽
度同时在 (15~30)mm 之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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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通道长度对系统的对流冷却能力和导热板温度的影响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蒸发冷却系统中不同的长度，导
热板的温度均逐步减小，在干通道末端达到最小；系统的
对流冷却能力的变化则与之相反；距离干通道入口处的相
同位置，其导热板的温度和对流冷却量几乎不变。所以蒸
发冷却系统的长度可根据室内空间几何参数设计，本文以
长度为 5m 为例。

图 4   干、湿通道空隙宽度与干通道空隙宽度对导热板的对流冷
却能力的对比影响

从 4 中可以看出：同时改变干、湿通道的空隙宽度或
者只改变干通道空隙宽度，对流冷却能力的变化趋势是一
样的，随着通道空隙宽度的增加而增加。当空隙宽度小于
25mm 时，同时改变干、湿通道的空隙宽度条件下比只改
变干通道空隙宽度的冷却能力高，反之则相反。

图 5   干、湿通道空隙宽度对系统的对流冷却能力和导热板温度

的影响

从图 5 中可以看出：同时增加干、湿通道的空隙宽度，
系统的对流冷却能力下降和导热板的温度增加。

该系统的通道宽度为 25mm，辐射冷却负荷为 30 W/
m2 的情况下对流冷却能力达到达到最大化 [21]。通道宽度
过大冷却能力下降，过小空气流量效率降低，本文干、湿
通道宽度为 25mm。

3.4   系统的冷却能力
3.4.1，通道中空气流速对系统的对流冷却能力和导热

板温度的影响
如图 6 是保持通道长度为 5m 和干、湿通道的空隙宽

度均为 25mm 不变，无辐射冷负荷，空气流速在（0.3 ～ 0.6）
m/s 之间变化。

图 6   通道空气流速对系统的对流冷却能力和导热板温度的影响

从图 6 中可以看出：随着速度的增加，系统的对流冷
却能力下降和导热板的温度增加。较低通道空气流速提高
了系统的冷却性能力，然而较低空气流速降低了系统的效
率；较高通道空气流速噪声比较大，而系统的冷却能力比
较小。两者均对室内热舒适产生负影响。

3.4.2   室内环境温度和相对湿度对系统的对流冷却能
力和导热板温度的影响

如图 7、8，其中保持通道长度为 5m，干、湿通道的
空隙宽度均为 25mm，空气流速为 0.5m/s 不变，无辐射冷
负荷；图 7 是室内环境温度在（25~28）℃ 之间变化，图
8 是室内相对湿度在（40%~60%）之间变化。

图 7   室内环境温度对系统的对流冷却能力和导热板温度的影响

图 8   室内相对湿度对系统的对流冷却能力和导热板温度的影响

 从图 7、8 中可以看出：不同的室内环境温度和相对
湿度对该系统的对流冷却能力和导热板温度变化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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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室内环境温度或相对湿度的升高，系统的对流冷却能
力下降和导热板的温度增加。然而室内环境温度和相对湿
度过大或者过小对室内热舒适都产生消极影响。

3.4.3   辐射冷负荷对系统的对流冷却能力和导热板温
度的影响

如图 9，保持通道长度为 5m，干、湿通道的空气流
速的空隙宽度均为 25mm，空气的流速为 0.5m/s 不变，辐
射冷负荷在（0~30）W/m2 之间变化。

图 9   辐射冷负荷对系统的对流冷却能力和导热板温度的影响

从图 9 中可以看出：通过增加辐射冷负荷，系统的对
流冷却能力下降和导热板的温度增加。系统整体的冷却能
力是对流和辐射冷却负荷的总和，整体冷却负荷随着辐射
冷负荷的增加而增加。然而随着辐射冷负荷增加到一定程
度，会对房间的热舒适产生消极影响，会导致导热板的温
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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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然通风是一种十分有潜力的通风方式，实现了被

动式制冷，在不消耗不可再生能源情况下降低室内温度 ,
改善室内热环境。国内外在此方面都有所研究：R. Ramp-
oni 利用对建筑自然通风的耦合模拟方法与风洞试验法进
行比对，研究验证数值模拟的准确性 [3]；P. Karava, T. Sta-
thopoulos, A.K. Athienitis 等人使用 PIV 方法来测试和分析
室内空气流动状况 [5]；王鹏，谭刚针对不同类型建筑 ( 不
同进深，不同高度 ) 从建筑自然通风这一特定的角度，对
建筑物的自然通风设计提供了一些意见 [7]；赵林，王新华
等，从不同季节，不同地区对自然通风的效果做了相关研
究 [1-2]；欧阳沁，龚波等人则从教学楼和高层建筑等的自
然通风和热舒适的方面做了研究 [6,8]；李晓锋，朱颖心通
过实测验证衰减实验法正确性并展示了开窗方式对于建筑
物室内通风的影响 [12]。本文借鉴前人所做研究的物理、数
学模型，做了相应的简化，研究在横向自然通风条件下，
多室区域不同的门窗开启组合情况下，室内的气流组织情
况，是否满足人门的舒适性以及健康要求。
1   数学模型：

当前研究室内使用的湍流模型主要有 RANS 模型和
LES 模型。在湍流模拟方法选取上，一般考虑经济和精度
两个方面。经济角度考虑，大涡模拟（LES）直接模拟（DNS）
耗时太长，通常实际工程中应用较少；标准的 k-ε 模型是
在一方称模型上加入了关于湍流耗散项 ε，比零方程和一
方程模型有了很大的改进，在科学研究及工程实际中得到
了最为广泛的检验和成功的应用 [2]。在不用于强旋流、弯
曲壁面流动或弯曲流线流动时，具有较好的真实性 [1]，且，

标准 k-ε 模型已经较多应用于室内空气流动的研究。因此
综合考虑适用范围、经济、精度拟定本文使用标准 k-ε 模型。

本文的压力速度耦合采用 SIMPLEC 算法。控制方程
的离散化采用有限体积法，选用标准格式进行压力插值；
动量方程、能量方程、连续性方程等所有求解方程均采用
一阶迎风格式进行离散，并采用规则的结构化网格进行网
格划分 [10]。
2   物理模型：

本次研究的模型，是以建环实验室的一层为模型
基础，并做了相应的简化而建立的简单多室的模型。本
模型共有 6 个房间，1 条走廊，且每个房间都有一对门
窗，共计 7 扇门，13 扇窗。房间尺寸为长 × 宽 × 高 =3m 
×4m×3m，走廊宽度为 1.8m，在走廊两侧有门，宽 × 高
=1.8m×1.02m，每个房间设有推拉窗一个，每一半的尺
寸为 1m×1m。在走廊两头分别设有一对门窗，长 × 宽
=1.8m×1.02m，窗户为一片，大小尺寸为 1m×1m，距地面
高度为 1m。本次模拟使用的房间尺寸，采用实验室实际
尺寸 2:1 建模。

（a）3D 房间                                   （b）房间门窗标号
图 1   房间物理模型

本研究，鉴于自己本身计算机软件能力和计算机软
件本身的限制，对模型进行如下简化：（1）建筑外墙材
料考虑为不传热材料，建设一层模型，不考虑上下楼层之

横向自然通风在简单多室区域下的气流分布
赵雨鑫，许芗芗，刘晓平

（合肥工业大学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合肥   230009）

［摘   要］本文利用计算流体力学的方法，建立了横向自然通风条件下的多室房间在不同开窗方式下的物理和数学的
简化模型，模拟了不同开窗方式下多室区域的气流组织情况和气流流动特征。通过比较不同条件下吹风感和污染物的可能
扩散情况，对室内的流动状况进行了分析对比。本文结果表明，在横向自然通风条件下，房间大部分区域人体吹风感不明显，
污染物扩散途径较好。不同开窗组合下多室区域的气流组织情况有较大差异，且室外风速较大情况下，简单多室区域可采
用自然通风的通风方式。

［关键词］横向通风；自然通风；多室区域；数值模拟

The Airflow in the Multi Room Chamber Under the Condition of Cross-Ventilation 
Zhao Yu-xin, Xu Xiang-xiang, Liu Xiao-ping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 China）
［Abstract］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method is used to simulate the cross-ventilation in a multi-room environment. The 

airflow patterns under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openings are simulated. In this paper, the flow conditions of the room were analyzed 
by comparing the draft sensation and the possible diffusion of pollutant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natural cross-ventilation conditions, human feel not obvious about draft sensation in most areas, and it had a good way to the diffusion 
of pollutants in most areas. The air flow in the multi room chamber area is different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window combinations. In 
the case of large outdoor wind speed, the simple multi-chamber area can be ventilated by natural ventilation.

［Keywords］Cross-ventilation; Natural ventilation; Multi-chamber region; 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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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传热和气流流动。 （2）建筑进风仅考虑垂直于进口方
向的来风。（3）建筑物整体简化为对称，对称进出口情
况想同，模拟一边即可。故，房间已被简化为一个外墙为
不导热材料的多室区域，上下楼板同样不导热，仅考虑因
建筑物不同侧相对开口而引起的横向通风。室内置换通风
（风压导致）分为四种基本流动形式，即全开，直通，右
短路和左短路通风。据此设置 12 组实验如下（7 组基础 5
组补充）：

表 1  算例设置表

组数 入口 内门（开） 出口（开） 编号 　

一组 W9

D6 D2 W1 W2 W13 Case1 　

D6 D2 D5 W1 W8 W13 Case2 补充

D6 D3 W3 W4 W13 Case3 　

D6 D3 D5 D7 W3 W8 W12 W13 Case4 补充

D6 D2 D3 W1 W2 W3 W4 W13 Case5 　

D6 D2 D3 D4 W1 W2 W3 W4 W5 W6 W13 Case6 　

二组 W11

D7 D2 W1 W2 W13 Case7 　

D7 D2 D5 D6 W1 W8 W10 W13 Case8 补充

D7 D3 D6 W3 W10 W13 Case9 补充

D7 D2 D3 W1 W2 W3 W4 W13 Case10 　

D7 D2 D3 D4 W1 W2 W3 W4 W5 W6 W13 Case11 　

D7 D2 D6 W1 W2 W9 W10 w13 Case12 补充

由于本区域进风仅考虑垂直于进口方向的来风，设
置入口为 velocity-inlet，并设置入口仅存在 y 方向均匀入
口速度，根据 Chia Ren Chu, Y.-H. Chiu ,Yu-Wen Wang 几
人利用风洞试验研究建筑迎风面孔隙率与建筑通风量的关
系 [4] 并结合合肥市年平均风力分布图，以及《实用空调设

计手册》[9] 关于室内换气次数的规定：设定入口风速分别
为 3m/s，2.5m/s，0.2m/s；假设流动在多室内是充分发展的，
设置出口为自由出流，设置出口条件为 pressure-outlet；
考虑建筑外墙材料为不传热材料，建立一层模型同时不
考虑上下楼层之间传热和气流流动，设置屋顶，墙壁及地
面都为无滑移的光滑壁面，且不考虑传热，设置热流为
零；由于本文研究关注于室内气流组织形式，且只考虑风
压驱动的自然通风，故根据仅根据合肥夏季一般温度设置
室内温度为 300k；本文考虑重力作用，设置重力加速度 g 
=9.81m/s2

本模型总共划分为 327789 个单元。网格为六面体网
格，适应性较好。收敛准则上，动量方程，质量守恒方程
残差均低于 10-3，观察进口流量和出口流量、监测面的平
均风速，当进口流量和出口流量相等，监测面平均风速随
迭代次数基本不变，且残差符合要求，则认为计算收敛，
室内流动达到稳定，本文所有 Case 均符合此要求。
3   结果处理

针对所做的 12 中不同的案例，考虑到文章篇幅有限，
本文中将甄选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来分析横向自然通风
状况下多室区域内的气流组织状况。

几个甄选案例分别为对侧少开口和相对应的同侧开
口的两种情况，以及对侧全开口的一种情况，总共三个
Case，分别对应表中的 Case1，Case4，Case6。

观察 Case1（图 4.1~ 图 4.3）。Case1 是对侧少开口
的情况，描述的是一侧中间房间与其对侧相邻房间开门窗
的状况。此状况下，入口房间的气流穿过门 D6 流入走廊，
后分为两股，分别流向对侧相邻房间和走廊尽头的窗户

D6 D2 开，风速 0.2m/s D6 D2 开，风速 2.5m/s D6 D2 开，风速 3m/s

D6 D2 D3 D4 开，风速 0.2m/s D6 D2 D3 D4 开，风速 2.5m/s D6 D2 D3 D4 开，风速 3m/s

图 2   case1 算例结果

图 3   Case1 算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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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3。在入口房间中，窗户和门的中间区域形成气流的高
速区；在房间的偏左一侧，形成一个涡流区；在 D6 与走
廊交界处，形成一个高风速区；在对侧相邻房间中，门和
窗户之间也形成一个高速区，房间两侧形成一些较小的涡
流，但房间内内整体流动较为分散。

观察 Case6（图 4.10~ 图 4.12）。Case6 是对侧多开
口的情况，描述的是一侧中间房间与其正对侧房间与对侧
所有房间全部开门窗的情况。此状况下，入口房间气流穿
过门 D6 进入走廊，后分为四股，其中大多数气流流向对
面房间，其余两股一部分流向走廊左侧进入对侧相邻房
间，一部分流向走廊右侧进入对侧相邻房间，最后一少部
分流向 w13。在入口房间中的情况也和 Case1 相似，在正
对侧房间中的气流在门和窗和之间较大的一块区域形成高
速区，房间其余较小范围有涡流，但是整体影响不大。在
D6 与走廊的交界处依旧形成一片高速区。在对侧相邻房
间中，D2 所在房间的左半侧，门和窗户之间形成穿堂风
流型，右侧几乎无风；D4 所在房间，气流从门流入后在
整个房间形成一个大型涡流，后从窗户流出。

观察 Case4（图 4.25~ 图 4.27），Case4 描述的是一
侧门窗全开，对侧只开正中间房间门窗的情况。此状况下，
入口房间气流穿过门 D6 进入走廊，后分为四股，大多数
气流流入对侧房间 ，少量气流流向左边走廊后流入左侧
相邻房间，另一部分气流流向右侧走廊后流入右侧相邻房
间，极少部分流向 w13 流出房间。在入口房间内，气流分
布情况和 Case1 类似，对侧中间房间流型和 Case6 类似，
在此不再做分析。左侧相邻的房间内，气流入口后沿墙流
动，随后流出房间；右侧相邻房间，在气流流入后形成无

规律涡流，最后流出房间。
4   基于吹风感和流型的分析

吹风感是评价室内人体热舒适感的一个重要标准，
吹风感一般来讲是“人们所不希望的局部降温”，从通风
的角度来看，根据 ASHRAE Standard 55 2010 标准 [13]，人
体“吹风感”的感受和温度以及风速有关 [11]。室内 27℃ 时，
风速 v ≈0.8m/s 时，人会感觉比较舒适，观察各位图室内
涡流内的风速，入口风速为 2.5m/s 和 3.0m/s 时涡流内有
较大区域风速在 -1~1m/s 之间，基本满足此风速要求。故
认为室内除入口外吹风感不明显。

在入口房间对侧开口而相邻侧不开口时，流向对侧
是气流的主要流向。当正对侧房间开口时，观察图 4.38。
可以看出气流几乎流向正对侧房间，少量流向其余开口房
间或是走廊两侧，在对侧房间内形成穿堂风 [11]，气流流型
较好，有利于污染物的排放。 

在入口房间对侧房间和同侧房间同时开口时，气流
依然是以流向对侧房间为主要的流动方式，小部分气流会
回流到相邻房间或着相邻隔间。看图可以明显看出同侧开
窗对气流的分流作用。总的来看，同侧开口对气流的整体
的流动情况影响不大，入口房间各位置风速和对侧房间风
速都无明显变化，但是对流向对侧房间的气流起到的分流
作用，可以使入口处气流扩散到所有开门房间，对稀释整
个房间的污染物浓度有帮助。
5   结论

影响室内气流组织的因素有跟多，本文采用数值模
拟的方式针对不同开窗方式下多室区域的气流组织情况进
行了模拟，通过分析气流流型和吹风感对人的影响，对建

D6 D3 D5 D7 开，风速 0.2m/s D6 D3 D5 D7 开，风速 2.5m/s D6 D3 D5 D7 开，风速 3m/s

（a）D6 D2 D3 D4 开口  y=4.8m  v=0.2m/s （b）D6 D3 D5 D7 开口  y=3.0m  v=0.2m/s

图 4 case1 算例结果

图 5 送回风截面纵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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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自然通风状况给出建议：
（1）横向自然通风情况下，形成“穿堂风”时气流流

速明显较快，气流在入口窗户，门口和走廊交界处形成高
速区，气流快速高效流动至对侧房间，形成多次“换气”，
建筑中可多考虑设置能引起对流的通风口。

（2）针对本文的门窗开启情况，横向自然通风在不同
开口状况下引起的室内流型有较大差异。

（3）针对自然通风下人体的舒适感，本文认为在合肥
夏季条件下，自然通风不会引起人们的不舒适感觉。

（4）针对本文流型的的分析可以看出，多室区域少部
分地域存在小型涡流，不利于污染物的排出，今后设计可
以从房间和走廊门窗的相对位置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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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气泡泵是 Einstein 制冷系统中的关键动力部件，逐渐

应用于电子设备冷却等领域中 [1~2]。在提升管内充满吸收
剂稀溶液，吸收外热源热量蒸发产生气泡，气泡上升并推
动稀溶液循环、冷凝放热，完成制冷。气泡泵工作性能重
要参数包括工作流体种类、结构形式、提升管管径、沉浸
比 ( 初始液面高度 H / 提升高度 L) 和热量输入等 [1-8]。

气泡泵构造形式：Lihuan An 等 [9] 提出变截面提升管
的气泡泵，改善气泡泵工作性能；赵荣祥等 [10] 认为提升
高度对于整个系统的性能有着重要影响：液体提升量与竖
直提升高度成反比，提升效率与提升高度成正比；平亚琴
等 [3] 设计并证明导流式气泡泵具有启动功率低、效率高、
节能等显著特点。Kuo 等 [11] 讨论单一流体充满的气泡泵。
Benhmidence 等 [12] 设计了包括气泡泵、冷凝器、NH3–H2O
工作流体、容器可连续进行实验的气泡泵。Garma 等 [13]

提出了气泡泵扩散吸收制冷系统简化设计图，包括发生器，
由分开设置的气泡泵和加热器构成发生器，冷凝器，蒸发
器，换热器，吸收器。这些气泡泵构造，可简化如图 1 所示：

气泡泵制冷循环系统包括液体受热蒸发、热表面液体
核沸腾产生气泡、气泡生长、气泡脱离热表面、气泡提升
过程，因此需要考察这些过程中影响工作性能的规律。

在气泡泵气泡提升过程中，气液两相流上升的流型分
为泡状、弹状、团块状、环状、雾状 [8,11-12]。实验验证加
热功率、热传递规律和沉浸比对这些流型、流量等性能产
生了影响。Delano[5] 认为：提升管中气液二相流为弹状流
时，气泡泵工作最有效。

不同流型或流型之间的转变对应气液比不同，而气液
比是较难确定的参数，其计算的模型多；在气泡泵循环周
期内气液比沿提升管高变化，应用气泡数平衡模型、破碎
模型和聚并模型描述；气液比的平稳性控制需要考虑多个
影响参数 [13-18]。

工作流体吸热产生气泡，在提升过程中具有不同的气
液比，影响气液两相流流型，因而影响气泡泵工作性能。
本研究认为：气液比受液体蒸发量、气泡生长函数、提升
中气液两相流动引起气泡破碎和聚并三个主要因素影响。
首先依据流量测量和气泡数计数数据，应用数理统计方法，
计算气泡泵一个循环周期内气液比；接着分析循环过程中
三个主要因素影响气液比规律：由 Clausius–Clapeyron 方
程计算蒸发量形成的气液比；由气泡生长函数分析气泡萎
缩概率；计算提升中气液两相流动引起气泡破碎和聚并概
率。由这些规律建立循环周期内气液比方程，进一步讨论
气液比最大化规则。
1   气液比数理统计

气泡泵循环周期 T、一个周期内气泡数 ni, i=1,2,…, N 
和 mi, i=1,2,…, N 流量都可以测量，因此认为是已知量。
由多个周期测量数据，假设气泡数服从古典概率模型，因
此统计得到在一个周期内，时间平均气泡数

ntime
average=      Σ ni                                                           （1）

气泡泵气泡提升过程随机特性分析
吴文忠

（西安科技大学，陕西西安   710054）

［摘   要］工作流体吸热产生气泡，形成气液比，影响流型，因而影响气泡泵工作性能。本研究认为：截面气含率受
液体蒸发量、气泡生长函数、提升中气液两相流动引起气泡破碎和聚并三个主要因素影响。首先依据流量测量和气泡数计
数数据，应用数理统计方法，计算气泡泵一个循环周期内气液比；接着分析循环过程中三个主要因素影响气液比规律：由
Clausius–Clapeyron 方程计算蒸发量形成的气液比；由气泡生长函数分析气泡萎缩概率；计算气液两相流动引起气泡破碎和
聚并概率。由这些规律建立循环周期内气液比方程，进一步讨论气液比最大化规则。

［关键词］气泡泵；气液比；最大化；控制策略

Analysis to Stochastic Property of Liquid-Lifting Process in Bubble Pump   
Wu Wen-zhong 

(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54, China)
［Abstract］Bubble pump performance is characterized by vapor mass fraction of working fluid with special flow type after 

heated. This study recognizes three factors for the mass ratio of vapor to fluid as evaporation mass, bubble growth rate and break 
and combination of lifting bubbles. At first, this ratio in one cycle of bubble pump is calculated by measurable flow rate and bubble 
number statistical data. Then, effects of the three factors are analyzed: the mass ratio of vapor to fluid by evaporation is calculated by 
Clausius–Clapeyron law, its discount rate is figured out of collapse of a vapor bubble, break and combination probabilities within lift 
process are presented. All of these come out to be equation of the mass ratio of vapor to fluid in one cycle of bubble pump. 

［Keywords］bubble pump; vapor mass fraction of working fluid; maximization; control strategy

作者简介：吴文忠（1991—），男，博士，工程师 / 讲师。
Email:wuwenzhong@tju.edu.cn。

图 1   气泡泵制冷循环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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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平均气液比：

xtime
average=     Σ xi =     Σ                                                  （2）

气泡在液体内提升过程中，气泡受到气泡碰撞、聚合、
破碎等因素作用，由积分中值定理得到空间平均气液比，
在提升管截面上气液比 xtime

average，由遍历理论知：等于时间
平均气液比，已经统计得到，因此也认为是已知量，并统
一用 xa 表示，即：

xa= xspace
average= xtime

average                                                    （3）

同理，得到流量服从同样的规律：

ma= mspace
average= mtime

average                                                （4）

选择整个气泡泵循环系统为控制体积，考察能量守恒
定律，得到：

 xterminal =                                                                       （5）

2   气液比影响因素
在气泡提升过程中，气液比表征气泡泵传热性能，受

液体蒸发量、气泡生长函数、提升中气液两相流动引起气
泡破碎和聚并三个主要因素影响。
2.1   液体蒸发量

液体相变达到气 – 液 2 相平衡时 Psat=Psat (T )，由 Clau-
sius–Clapeyron 方程描述对应的热力学关系：

       =                                                                           （6）

应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的微分形式，进一步得到蒸气
压 vs. 质量损失速率方程：

                  =                                                                （7）

式中：当气泡泵工作流体为 H2O 时，M=18g/mol，
R=8.314J/(mol·K)， 水 在 一 个 大 气 压（0.1MPa）100℃ 时
的气化潜热为 L=2257.2kJ/kg。

由式（6）~（7）可知：在饱和状态下，给定饱和蒸气压，
对应有确定的蒸发量，则气液比为：

x =                  =                                                           （8）

式中：m 是气泡泵一个循环周期内流量，测量得到。
3.2   气泡生长函数

Raj 等 [19] 在分析气泡生长函数一般形式时，考虑散热
因素包括：气泡表面对冷的液体传热或气泡周围非均匀温
度场引起冷凝散热，却没有具体分析这二种情形下散热规
律，只是在气泡生长函数一般形式中给出了散热表达式。
彭晓峰等 [20] 观察到微型空间中，受到空间壁面限制而缺
少发展空间 , 气泡生长、脱离方向、频率及运动规律全部
出现变异。

液体沸腾后产生气泡，脱离前，气泡与液体接触、与
换热空间接触、与相邻气泡接触。与液体接触，这些不同
部分共同影响气泡生长：底部薄蒸发层提供蒸发热；薄蒸
发层之上是过热区，对气泡传热；气泡顶部接触过冷液体，
冷凝传热。与换热空间接触、与相邻气泡接触，会引起气
泡受压缩冷凝、微空间挤气泡冷凝引起对流流量。因此气
泡生长时，冷凝散热包括：气泡顶部冷凝、受压缩冷凝、
微空间挤气泡冷凝。在气泡正常生长情况下，即气泡没有

压缩引起冷凝散热、没有换热空间冷壁面接触引起冷凝散
热，只有当 δt ＜ yb ＜ h 时，Qsuperheated ＞ 0，Qcap condensation ＞ 0，
Qcompress condensation=0，此时气泡顶部冷凝散热为

Qcap condensation=     (2+0.6Re0.5Pr0.3)(Tsat-Tbulk)(4πR2)(    -1)       （9）

选择单个气泡为控制体积，分析其能量守恒方程，得
到气泡生长函数：

        = [            pr-0.5+      (      )]( ja×      )

-(     -1)(2+0.6Re0.5Pr0.3)(             )[                        ]

·[            Pr0.5+     (   )-(    -1)(2+0.6Re0.5Pr0.3)]( ja×    )

上式右边第一项表示气泡因为得到热量生长的部分，
第二项表示气泡因为冷凝散失热量萎缩的部分，显然只有
第一项大于第二项，气泡才可以生存、生长，这个比例为

ηcondensaion·                                                                    （11）

因此定义由于气泡萎缩导致气液比减小的概率为

Pcollapse =                              ≈                                      （12）

式中：RE、Pr、ja 分别是 Reynolds 数、Prandlt 数和
Jacob 数，δt 是液体热边界层厚度，yb 是气泡高度，θ 是气
泡在加热面上的接触角，且由图 2 知 yb=(1+cosθ)R。上式
应用积分中值定理时取 0 ＜ Rξ ＜ Rmax。

图 2   换热空间高度和液体边界层与气泡高度的相互关系

在气泡生长到脱离加热表面的阶段，该比例影响气泡
生存数量，进而影响气液比。
2.3   提升中气泡损失概率

讨论气泡生长、脱离过程主要对单一气泡做出描述。
气泡脱离后，在液体中提升，经历碰撞聚合或破碎、相变
等变化，气液比因此发生变化。

进入提升阶段，气泡处于等温气液两相流中，由湍
流导致气泡之间相互随机碰撞和气泡尾流夹带引起气泡聚
并，而由湍流涡旋引起气泡破碎 [18]。气液相变主要发生在
液体蒸发和气泡生长阶段，因此忽略提升阶段由于相变所
导致的气泡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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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地，定义发生聚并的气泡碰撞数和总的碰撞气泡
数之比为气泡聚并概率，表示为：

Pcombination =                              ≈                                  （13）

式中：tc 是气泡间的液膜排液时间；τc 是气泡间的接
触时间。

定义气泡破碎概率为：

Pbreak =                              =                                        （14）

式中：Weber 数表征湍流剪切力与表面张力的比值：

We =

3   气液比变化方程与控制策略
由式（8）和式（12）-（14）建立循环周期内气液比方程：

x(1-Pcollapse-Pcombination-Pbreak)=xterminal                          （15）

对应上式，气液比控制策略有二种：构造气液比平稳
过程或者最大化规则。吴文忠 [15] 讨论了平稳过程构造与
控制策略，此处讨论气液比最大化规则。

由上式可知：气液比最大化规则对应三类概率：
Pcollapse、Pcombination 和 Pbreak 的合理组合，即：选择三类

概率，使得：

max x(1-Pcollapse -Pcombination -Pbreak)                             （16）

其概率约束为：

0 ＜ Pcollapse + Pcombination + Pbreak ＜ 1                            （17）

应用 Lagrange 乘数法求解：

x(1-Pcollapse -Pcombination -Pbreak) 

+λ(1-Pcollapse -Pcombination -Pbreak)                                   （18）

对 λ 求导数，并令其等于 0，得到关于 Rmax 的方程：

e               +e                    +e                 =Rmax                     （19）

这就是满足气液比最大化规则的控制方程，求解得到
Rmax。例如：取工作流体为 H2O，ρl =1kg/m3，σ =0.01N/m，
ε=0.216m2/s3，yb=1.2δi，θ=π/4，上式改写为：

y1=e-2.5Rmax+e-0.3R     +e-33.48R      ，y2=Rmax，且 y1=y2。

由上述函数作图如图 3，取交点得到 Rmax ＜ 1m，且
当 σ 减小和 ε 增大时，Rmax 有减小的趋势。

为了最大化气泡泵循环周期内气液比，式（19）允许
我们采取一个概率对另一个概率的替代率，即：当气液比
不变时，该式可用来确定三个概率中如何变动其中二个概
率，例如：已知气液比和气泡萎缩概率，该式将给出气泡
聚并概率和破碎概率的相互制约关系。
4   结论

工作流体吸热产生气泡，形成气液比，影响流型，因
而影响气泡泵工作性能。本研究首先依据流量测量和气泡
数计数数据，应用数理统计方法，计算气泡泵一个循环周
期内气液比；接着分析循环过程中三个主要因素影响气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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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的规律：由 Clausius–Clapeyron 方程计算蒸发量形成的
气液比；由气泡生长函数分析气泡萎缩概率；计算提升中
气液两相流动引起气泡破碎和聚并概率。由这些规律建立
循环周期内气液比方程，包含液体蒸发量、气泡生长函数、
提升中气液两相流动引起气泡破碎和聚并三个主要因素，
进一步给出了气液比最大化的控制策略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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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现如今在节能减排的社会需求下，自然通风由于其优

良的节能特性在建筑中被越来越多的用到。针对自然通风
的通风特性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区别于机械通风，自然通
风的能量来源全部为大自然中可再生能源。按照能量来源
或者驱动方式自然通风可以分为热压驱动、风压驱动以及
风压热压联合驱动。在风压驱动自然通风中，通风口的位
置对于室内流动结构的影响至关重要，不同的风口布置会
影响流速、压力、以及通风换气的效率等。故本文的研究
重点就放在了不同风口位置对贯流通风的影响上。

Evola[1] 等人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了迎风面通风、
背风面通风和贯流通风的通风特性，并且着重比较了不同
的湍流模型对于室内自然通风拟合的影响，得出 RNG 模
型与实验数据更加匹配的结论。故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
四种不同的工况，加以相同的边界条件，用 RNG 模型来
研究其通风特性。
1   模型

本文所要研究的对象是处于大空间自然通风环境下
的建筑物，考虑到建模以及计算的需要，将模型简化为
一 3m×4m×5m 的立方体，四种不同工况的贯流通风的通
风口的位置如图所示。根据 Tominaga[6] 等人的研究，以建
筑物高度作为基本尺寸，确定计算域在建筑物后部为 15H
（45m）, 即背风面到计算域的距离，建筑物侧面以及迎
风面到计算域的距离均为 5H(15m)。建筑物顶部到计算域

风压驱动贯流通风特性与建筑风口布置关联研究
马晓煜，仲怀玉，赵福云，刘呈威

（武汉大学动力与机械学院，武汉   430072）

［摘   要］建筑物通风口的位置设计对于建筑物的通风环境以及通风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数值模拟的
方式研究了贯流通风条件下的不同通风口位置的通风特性。在验证计算方法与网格独立性之后本文分析比较了四种贯流通
风工况的质量流量与流场，结果显示，在来流速度高的同一水平位置上布置通风口使房间的通风率最高，但室内的扰动效
果不强，形成了封闭的回流区。上下布置的通风口在保证通风率的基础上，室内空气的扰动效果更好，通风性能更加。该
项研究对建筑通风结构与通风口的位置布置具有指导意义，具体研究工作将为发展未来低碳建筑环境提供较好的思路与途
径。

［关键词］自然通风；CFD；贯流通风；开口位置

Full Numerical Investigations on the Opening Positions of Wind Driven Natural 
Cross Ventilation 

Ma Xiao-yu, Zhong Huai-yu, Zhao Fu-yun, Liu Cheng-wei   
(School of Power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The opening lo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f buildings’ environment and ventilation effect. This research 
studied the influence of opening positions to cross ventilation. The study investigated three cases of cross ventilation for fixed wind 
velocity, focusing on the effect of opening position on the ventilation rat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ase 2 which both the openings 
near the top of the building has the highest ventilation rate, but the air movement is not as strong as case 3 and case 4 which have 
great performance in both ventilation rate and air movement. According to these results, the study gives some guidance for building 
design on natural ventilation and provides some useful ideas as well as approach and methodolo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ergy-
efficient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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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为 5H(15m)。
本文所划分的网格的节点数为 882000，为了验证所

选取的网格是满足计算精度要求的，本文又设置了两组对
照网格模型。通过计算表明，粗糙网格和精细网格在建筑
物进口处随着高度变化的速度的最大误差不超过 1%，这
也说明了本文所使用的网格数量是满足计算精度的速度边

图 1   工况一 图 2   工况二

图 3   工况三 图 4   工况四

图 5   计算域大小

15H5H

5H
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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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条件设置在计算域的入口处。根据计算的需要，来流的
风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高度的增加，速度的大
小也在增加。速度大小随高度的变化关系为：

 Uz =UH (      )
α                                                              （1）

其中，UH =1.656m/s ，H 是建筑的高度为 3m，α 的大
小为 0.35。 

湍流动能以及湍流耗散率的边界条件按照如下的公式
定义：

k =       (1-     )                                                           （2）

ε =       (1-     )                                                           （3）

其中，δ=0.77m，U* = 0.19m/s，k 是 von Kàrmàn 常数，
其大小为 0.4，Cμ=0.09。
2   四种工况流动结构

通过 CFD 的计算后，本文在建筑物的中心位置分别
截取竖直与水平两个不同的截面，具体分析了其流动结构
的不同，如图 6 所示。

水平截面上工况一的流场情况如图，流线从下面的通
风口进入，分成两股沿着左右墙面流动，左边的流线向上
发展进入左上角的回流区，右边的流线沿着墙面逆时针流
出建筑物。我们可以大致把工况一的室内环境分成两个部

分：通流部分和回流部分。通流部分的速度较高，空气经
过通流部分流入与流出建筑物，通流部分位于建筑物的下
部，由于回流区域的影响但与通风口的水平位置并不相同，
通流部分的位置比通风口要低。

在工况二中，最明显的现象就是“分层”。不论是水
平流场还是竖直流场，其流动的结构都十分的鲜明。在竖
直流场中，上部流线大体成直线从进风口流向出口。建筑
物下部是一个整体的回流区，可以看出回流的中心在靠近
背风面一侧。回流区中的流体绕中心顺时针运动。

工况三的通风口呈“一上一下”布置。即迎风面通风
口在建筑物的上端，背风面通风口在建筑物的下端。整体
呈现两个趋势：上部的空气进入建筑物后沿着上部绿色区
域到背风面，之后折转约 90 度向下流动，之后从通风口
的上部流出。在建筑物的下端，有一片湍流区，湍流区的
运动趋势为绕近地面的中心作顺时针运动，通风口的下部
流出的气体都是从湍流区发出的。

工况四是本文所研究的最后一种工况：通风口呈“一
下一上”布置，即迎风面通风口在建筑物的下部，背风面
通风口在建筑物的上部。首先来看竖直截面的流场。空气
由迎风面通风口进入房间内，经由下部的通流部分到背风
面墙附近，之后折转 90 度向上运动，并且从背风面通风
口的下半部分流出。在转弯的时候，有一部分的气体被卷
吸进入右下角的涡流，在涡流中作逆时针绕流。

z
H

z
δ
z
δ

u*
2

Cμ

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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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四种工况流动结构对比

a   工况一竖直流场 b   工况一水平流场 c   工况二竖直流场

d   工况二水平流场 e   工况三竖直流场 f   工况三水平流场

g   工况四竖直流场 h   工况四水平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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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四种工况速度分布
本小节主要分析不同贯流通风工况下的速度分布。本

文从迎风面位置，中心位置以及背风面位置分别选取 30
个观测点，提取其速度的值。速度分布如图 7 所示。

可以看出工况一与工况四的速度分布相近，工况二与
工况三的速度分布相近。这是由于在迎风面位置上开口对
流动的影响十分巨大。当开口位置在下端的时候，迎风面
位置上小于 1.5m 处速度比大于 1.5m 处的速度更大。同理，
当开口位置在上端的时候，大于 1.5m 处的速度更大。工
况二与工况三在近地面处速度方向与来流方向相反，形成
了回流，工况四在近地面处速度方向与来流方向相同。在
大于 1.5m 处，工况二的速度最大，在顶部的区域速度逐
渐减小，这与本文在流场部分的讨论结论是一致的。有一
点值得注意，就是在近地面处工况四与工况二、工况三的
速度方向一致，即工况二与工况三在建筑物的中心位置的
近地面处存在回流区。工况一与工况四的速度分布图呈中
心对称的形式分布，可见其在背风面处的速度分布正好上
下相反。在有通风口的位置速度大，没有开设通风口的位
置速度几乎为零。工况二在高度小于 1.5m 处速度几乎为
零，可见此处并没有存在回流区，当大于 1.5m 处，工况
二的速度达到最大值。工况一与工况四在距离地面约 0.3m
处，可以从图上看出有一个折点，这部分的速度大小是正
值，通过速度从正值变化到负值这一点，可以分析得出这
一部分存在着回流。工况三在整个中心位置的速度都大于
零，其在建筑物中心的沿竖直方向的速度分量的方向向上。
工况二在中心位置上的沿竖直方向的速度分量的方向先向
上之后向下，随着高度的增加又出现向上的方向。

这一现象说明了工况二上下出现了分层，即上层的
速度与下层的速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工况四在高度大于

0.8m 的位置上的竖直方向速度分量的速度向下，这是其
与别的工况所不同的。工况二与工况四在背风面的速度分
布与工况一和工况三正好相反，其在高度小于 1.5m 处的
速度几乎为零。可见影响背风面速度分布的最主要因素就
是通风口的位置。

在分析完四种工况之后，不同的风口布置对贯流通风
的影响也渐渐明晰。若想获得较大的质量流量使得换气的
频率更高，可以在流速高的水平位置等高布置两个对立的
通风口，但是这样布置带来的弊端就是出了通流区域的通
风效果较好之外别的区域扰动和换气的效果较差。若想或
得更好的室内扰动效果，可以采用诸如工况三和工况五的
上下布置，这样在保证质量流量的同时还能够获得较好的
扰动效果，室内的换气效果会大大加强。
4   质量流量

表 1 给出了工况一到工况四的质量流量的大小。分析
表中数据可得，工况二的质量流量最大，工况一与工况四
的质量流量相差无几。

表 1   贯流通风工况质量流量对比

工况一 工况二 工况三 工况四

质量流量 (kg/s) 1.289 2.274 1.712 1.357

首先从迎风面通风口位置的角度分析。工况二与工况
三的迎风面通风口的位置都在建筑物上部，其质量流量比
另外两种迎风面通风口在建筑物下部的工况要大。在第三
节的速度边界条件的定义中，式 3.1 给出了速度的变化关
系，从公式中可以看出，速度随建筑物高度的变化呈幂函
数的形式增加，即建筑物高度越大，那么流过这一位置的
速度也就越大。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对比柱状图 4.30 直观
的看出，流过通风面的速度与质量流量呈正相关的关系。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工况二与工况三的差距比工况四与工

图 7   不同位置速度分布

a   迎风面来流方向速度分布 b   迎风面竖直方向速度分布 c   中心位置来流方向速度分布

d   中心位置竖直方向速度分布 e   背风面来流方向速度分布 f   背风面竖直方向速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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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一更加明显，而且工况四的质量流量比工况一的质量流
量更大。这一现象的得出表明，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同一水
平面布置贯流通风的通风口就会使通风效果更好。
5   结论

本文通过数值计算的方法深入讨论和分析了通风口的
位置对风压驱动自然通风的影响。随着能源消耗带来的环
境问题日益加重，自然通风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通风方式
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在经过计算方法以及网格独立性的
的验证之后，本文讨论了不同的通风口布置对贯流通风的
影响。

工况一到四对比分析了通风口位置对贯流通风的影
响。来流的速度与贯流通风中通风量的变化呈正相关，来
流速度越大，贯流通风的质量流量越高。工况二与工况一
的分析表明通风口布置在同一水平位置时速度过大会使得
室内的气体得不到完全交换，即室内空气混合与扰动效果
不强。在工况一中由于回流区的影响，下部的空气流速更
高。室内混合效果较好的为工况三与工况四。上下布置的
通风口使得室内空气得到充分交换，又由于工况三的进口
布置在速度较高的上部故工况三的通风量与室内扰动均较
好。所以，为了使室内的气流得到充分的混合以达到良好
的通风换气的效果，贯流通风的通风口应布置在不同的高
度处，进风口的高度应当与室外空气流速较大位置的高度
相同。

本文对比分析了处于墙面中心位置的贯流通风，没
有提及水平位置有所变化时的通风情况，例如在左下角布
置的通风口的单侧通风或者对角线布置通风口的贯流通风
等。相信通风口水平位置的不同也会对自然通风产生相应
的影响。另外，数值计算的方法虽然进过验证，但与实际

情况还是存在误差，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本文的能结论
通过实验的方法得到验证，与实验相结合的数值模拟会在
今后的发展中应用到越来越多的工程实际中，也会在未来
自然通风领域的研究中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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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和城市

化进程也在不断的加速，与此同时，城市污水污泥的污染
问题也变得十分突出。由于受生态、环境和经济因素的限
制，污泥堆肥技术在处理固体废弃物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
也大 [1]。污泥堆肥其实质就是堆体在受控的条件下，污泥
中的有机物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过生化反应来实现减量
化、稳定化和无害化的过程 [2, 3]。

温度是污泥堆肥过程中微生物代谢活动产生热量和散
热平衡的标志因素之一 [4]。污泥在好氧堆肥的过程中有机
质的分解主要是在中温（45℃ 左右）阶段完成的，但是考
虑到对病原体的杀灭效果，堆肥仍然需要经历一段高温时
期（55℃ 以上）[5]。污泥在堆肥腐熟的过程中，有大量的
热量放出，出，污泥本身也含有大量的水分，在堆肥过程
中需要将含水率 60%~80% 的污泥干化为含水率 20%~30%
的肥泥，导致整个生产工艺过程中会有大量的水以水蒸气
的形式散发出来 [6]。整个堆肥车间形成了一个高温、高湿
的高大空间，在寒冷的冬季，当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小于
室内的露点温度时，围护结构就会出现结露现象。墙体壁
面结露，可能导致墙体表面剥落、发霉、围护结构腐蚀等
现象，降低建筑物的使用寿命，此外内表面结露严重，水
滴从围护结构内表面滴入堆料中，从而影响堆肥工艺。故
保证污泥堆肥车间围护结构内表面不结露具有很重要的意
义。
1   堆肥车间热量平衡的分析

污泥在堆肥腐熟的过程中释放出大量的热，堆肥车间

内的热量也随着全面通风及围护结构的散热而损失。根据
污泥堆肥工艺的放热特性以及车间围护结构的散热特征，
对某时刻车间内的热量平衡建立方程式为：

Qt +Qd+Eb=Q1+Q2+Q3+Q4+Qw                                                          （1）

其中：Qt 为某时刻给堆体通风所带入车间内的热量（J/
S）；Qd 为某时刻堆体表面与车间内空气的对流散热量（J/
S）；Eb 为某时刻车间太阳板辐射得热量（J/S）；Q1、
Q2、Q3、Q4 为某时刻室内通过堆肥车间的外窗、太阳板、
外墙、屋面分别向室外扩散的热量（J/S）；Qw 为某时刻
车间的全面通风从车间带走的热量（J/S）。

由热平衡方程式（1）可得出污泥堆肥车间某时刻热
量平衡的微分方程式（2）如下：

Σ                      ·        +ΣKd F·              e0 F2·

=ΣKi Fi·                +                      ·                              （2）

其中：Gt 为堆体腐熟所需的通风量（m3/s）；Fi 为车
间围护结构的表面积（m2）；G 为车间的全面通风量（m3/
h）；m 为表示堆体的 5 个不同的发酵阶段；n 为表示车间
的外围护结构外窗、阳光板、外墙和屋面；eo 为某时刻车
间围护结构水平面的总辐射强度（w/m2）；Cp 为空气的
平均比热容，取 1.007kJ/(kg·℃)；Ma 为空气的相对平均分
子量（Ma=28.84g/mol）；Ti、Tn、To 为某时刻堆肥车间的
堆体温度、室内温度、室外温度（℃）。
2   模型的求解及分析
2.1 车间物理模型的选取

以郑州市某污泥堆肥车间为研究对象，其物理模型的
参数如下： 

污泥堆肥车间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的研究
宋高举 1，付梦菲 2,1

（1.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郑州   450008；2. 中原工学院，郑州   450007）

［摘   要］为了研究污泥堆肥车间围护结构内表面的结露情况，根据堆肥工艺特性及车间的散热特征，建立堆肥车间
的热平衡方程；通过理论分析计算的方法，化简求解车间内的温度。选取全国五个气候分区的代表城市分别为：沈阳、郑州、
杭州、昆明、广州，在保证围护结构内表面不结露的情况下，对其室外气象参数、室内温湿度和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等进
行分析，计算得出代表城市污泥堆肥车间围护结构最大传热系数的变化规律。

［关键词］堆肥车间；热平衡；温度；结露；传热系数

Study on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of Enclosure Structure in Sludge Composting 
Workshop

Song Gao-ju1, Fu Meng-fei2,1

(1. Machinery Industry Sixth Design Institute Limited, Zhengzhou 450008; 2.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07)
［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condensation of the inner surface of the sludge composting workshop, according to the 

composting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heat dissip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rkshop, the heat balance equation of the compost 
workshop is established；The temperature in the workshop is solved by means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alculation. Select the five 
climate zones on behalf of the city were: Shenyang, Zhengzhou, Hangzhou, Kunming, Guangzhou, In the case of ensuring that the 
inner surface of the envelope is not condensed, the outdoor meteorological parameters, the indoor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and the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of the envelope are analyzed, The change rule of the maximum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of the envelope of 
urban sludge composting workshop is calculated.

［Keywords］Compost workshop; Thermal equilibrium; temperature; Condensation;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m

i=1

m

i=1

m

i=1

Ma Cp(Ti -To)
22.4

Ma Cp(Tn -To)
22.4

∂Gt

∂t
∂(Ti -Tn)

∂t
∂(G/3600-Gt)

∂t
∂(Tn -TO)

∂t

∂Eb

∂t



| 建筑环境与能源 | 2017年第5期338

New Ventilation Technology通风新技术

（1）车间的平面尺寸为 216.65m×99.9m，外墙高度最
低为 5.8m，最高为 9.4m；

（2）发酵槽共 66 个，呈左右对称，两侧各 33 个发
酵槽，中间设置 11.9m 宽的装载机运行通道，两侧各设
置 9m 宽的翻抛机运行平台，两侧发酵槽区域的尺寸均为
174.7m×33.6m×2.2m；车间的平面布置如图 1 所示。 

图 1   污泥堆肥车间平面布置示意图

根据污泥堆肥车间的实际尺寸可知，污泥堆肥车间外
围护结构的主要参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车间外围结构的主要参数

序号 名称 面积 /m2

1 外窗 702
2 阳光板 1470
3 外墙 5722
4 屋面 16838

2.2   模型求解
根据相关研究 [7]，堆体的发酵周期可分为五个阶段，

不同腐熟期的温度及所需通风量如表 2 所示。假设某时刻
有相同数量的不同阶段的堆体同时进行腐熟，且堆体的内
部温度和表面温度均匀，根据不同发酵阶段堆体的平均温
度，计算出某时刻一个堆肥周期内的堆体通风量和对流散
热量。

表 2    不同发酵阶段的温度范围及通风量

发酵阶段 温度范围 堆体通风量 时间 / 天

起爆阶段 0℃ ﹤ T ﹤ 15℃ 0.01m3/m3·min 3
缓慢升温期 15℃ ﹤ T ﹤ 35℃ 0.02m3/m3·min 5
快速升温期 35℃ ﹤ T ﹤ 60℃ 0.04m3/m3·min 4
高温维持期 T =60℃ 0.17m3/m3·min 6

降温阶段 0.04m3/m3·min 3

根据郑州市某污泥堆肥厂选取的设计参数，外窗传
热系数 k1=2.2w/(m2·k)；阳光板传热系数 k2=3w/(m2·k)；外
墙的传热系数 k3=0.8w/(m2·k)；屋面的传热系数 k4=1.9w/
(m2·k)；根据相关文献研究 [9]，选取污泥堆肥车间的全面
通风量为 G =60 万 m3/h，根据表 1、表 2 及相关参数化简
求解式（2）可得出污泥堆肥车间内的温度 tn。

tn = 14.00 + 0.62·to +                                                     （3）

在堆肥车间的外围护结构中，屋面的传热系数大于外
墙的传热系数，且屋面的传热量也是最大的，故选择屋面
为研究对象，保证屋面不结露则外墙也不结露，根据围护
结构内表面温度的公式 ，计算得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为：

τn = 0.78tn+0.22to                                                                                                      （4）

其中：an 为维护结构内表面的换热系数，一般取值为
7.5kcal/(m2·h·℃)。
2.3   计算结果的分析

根据《建筑气候分区》（GB 50178–93）及《民用建
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2016），将全国的气候分

为严寒、寒冷、夏热冬冷、夏热冬暖、温和五大气候区，
选择代表城市分别为沈阳、郑州、杭州、广州和昆明。

分别选取冬至日前后（1 月 5 号 ~1 月 10 号）及夏至
日前后（7 月 11 号 ~7 月 16 号），以围护结构内表面温
度为研究对象，根据中国建筑热环境分析专用气象数据集
导出的逐时气象参数，由式（3）和式（4）可计算出代表
城市污泥堆肥车间围护结构内表面的温度如图 2、图 3 所
示。

图 2   1 月 5 号 ~10 号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

图 3   7 月 11 号 ~16 号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

由图 2 和图 3 可知：
（1）在冬季各城市堆肥车间围护结构的内表面温度相

差较大，其中广州的温度最高，沈阳的温度最低；在夏季
广州堆肥车间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却不如郑州的高，可能
是由于广州位于南方，夏季多阴雨天气，太阳辐射量大大
减少所致；

（2）夏季各城市温度曲线变化趋势较为一致，重合也
较为紧密，可能是因为在夏季，室外的温度高，堆肥车间
内污泥腐熟过程中也放出大量的热，室内外的温差较小，
故车间全面通风带走的热量及围护结构损失的热量也较
少，因此夏季围护结构内表面的温度相差不大；

（3）无论是在冬季还是夏季，图 2、图 3 都显示白天
围护结构的内表面温度都高于晚上，可能是由于白天太阳
光照度强，辐射吸收较多的热量，而晚上没有太阳辐射；

（4）把同一个热平衡方程的模型应用于五个不同气候
区的城市，在冬季，不同城市的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差距
较大，由于室内外的温度也相差较大，可能会出现结露现
象。
3   围护结构内表面结露问题的分析
3.1   典型城市围护结构结露现象的分析

污泥在堆肥腐熟的过程中有大量的热和湿放出，整
个车间形成了一个高温高湿的高大空间。已知当室内围护
结构的内表面温度低于露点温度时，围护结构的内表面
就会出现结露现象。选取污泥堆肥车间的相对湿度为 RH 
=90%，由式（3）和式（5）可以计算出车间内空气的露
点温度 Td。

1470·eo

33042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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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237.3/[7.5/log(RH×6.11×10[7.5tn/(237.3+tn)]/6.11)-1]   （5） 
冬季的室外温度较低，车间围护结构内表面容易出现

结露现象。选取全年最冷月中的典型日 1 月 5 号 ~1 月 10 号，
对比分析车间外墙内表面温度与室内露点温度，结果如图
4~ 图 8 所示：

图 4   沈阳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与露点温度的比较

图 5   郑州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与露点温度的比较

图 6   杭州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与露点温度的比较

图 7   昆明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与露点温度的比较

由图 4 至图 8 可以看出：在同一个热平衡模型的计算
条件下，在冬季的 1 月 5 号 ~10 号，五个城市的温度变化
呈现出不一致性，沈阳、郑州、杭州堆肥车间的屋面在冬
季都会出现结露现象；昆明堆肥车间白天不会出现结露，
晚上屋面会结露；广州几乎不会出现结露现象。故不同城
市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应取适合的值，才能够保证围护结
构的内表面不会出现结露现象。
3.2   结露临界状态的分析

通过对污泥堆肥车间围护结构的传热机理及内表面结
露临界状态的分析，已知污泥堆肥车间室内的露点温度，
当围护结构的内表面温度等于室内露点温度的时候，可求
出围护结构的最大传热系数 Kmax。

根据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的公式 τn=tn-   ×(tn-to) ，为
了保证冬季围护结构不结露，令 τn=td，可以求出围护结构
的最大传热系数：

Kmax =              ·αn                                                         （6）

其中：td 为室内空气的露点温度（℃）； 
3.3   保证不结露的条件分析

选取全国五个不同气候分区的典型城市，为保证各城
市污泥堆肥车间的围护结构内表面在全年中每个时刻都不
产生结露现象，把全年逐时刻传热系数中的最小值作为这
个城市的最大允许传热系数，由式（3）~ 式（6）及中国
建筑热环境分析专用逐时气象参数计算结果如下所示：

沈阳：Kmax =min{k1,k2,k3,…………k8760,}=0.58w/(m2·k)
郑州：Kmax =min{k1,k2,k3,…………k8760,}=0.82w/(m2·k)
杭州：Kmax =min{k1,k2,k3,…………k8760,}=1.0w/(m2·k)
昆明：Kmax =min{k1,k2,k3,…………k8760,}=1.0w/(m2·k)
广州：Kmax =min{k1,k2,k3,…………k8760,}=1.14w/(m2·k)
各城市污泥堆肥车间屋面允许的最大传热系数变化规

律如图 9 所示：

图 9    典型城市屋面最大允许传热系数

4   结论
本文针对污泥堆肥车间围护结构的内结露问题，对污

泥堆肥车间的堆肥工艺及堆肥车间的热量传递进行分析，
建立了堆肥车间的热平衡方程，求出车间内的温度；通过
分析围护结构结露的临界状态点，求出围护结构的最大允
许传热系数。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根据全国气候的热工分区选择五个气候区的城
市，在选取相同传热系数建立的热平衡模型下，可计算出
在冬季堆肥车间内的温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广州、昆明、
杭州、郑州、沈阳；

（2）五个城市的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在夏季重合较为
紧密，在冬季温度差距较大，主要是由于夏季的室内外温
差较小，散热损失较少；但无论是在冬季还是夏季，车间
夜晚的温度都低于白天，主要是由于夜晚室外气温较低，图 8   广州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与露点温度的比较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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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太阳辐射量；
（3）通过对污泥堆肥车间的热量平衡及围护结构的传

热特性进行分析，保证围护结构内表面不结露，需要满足
车间围护结构屋面的最大允许传热系数，五个不同气候区
城市的最大允许传热系数分别为：沈阳 Kmax =0.58w/m2，
郑州 Kmax =0.82w/m2，杭州 Kmax =1.0w/m2，昆明 Kmax =1.0w/
m2，广州 Kmax =1.14w/m2。

（4）不同城市气候相差较大，对于相同的物理模型，
车间围护结构内表面结露的情况不一致。污泥堆肥车间围
护结构内表面不结露的影响因素，不仅包括室外的气象参
数、室内的温湿度，还和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有关。在工
程设计时，可由式（2）~ 式（6）计算出围护结构最大允
许传热系数，供设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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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吹吸式通风系统由送风罩（push hood）和排气罩（pull 

hood）组成。送风射流控制并携带污染物，排气罩排走射
流与之携带的污染物。由于吸风汇流的控制能力小，而送
风射流的作用范围大、控制能力强，因此，相对于其它形
式的局部排风罩，吹吸式通风系统节能效果显著，吹吸式
通风相对于局部排风罩可以节约 50% 的风量 [1-4]。

障碍物会对吹吸式通风系统流场特性产生重要影响。
当气流绕过障碍物后会产生漩涡或回流区，在这些区域，
污染物一旦进入就不易离开，会使得区域内的污染浓度物
大幅提高 [5-8]。回流区对污染物分布有重要影响，Welling[9]

预测了自由来流速度为 0.3~0.5 m/s 范围内，假人后回流
区尺寸为 1.1~1.4 m。小风口高风速送风的吹吸式通风系
统，当遇到障碍物后，会使射流发生较大偏转，造成吹吸
流场失效，因此设计标准禁止在吹吸式通风系统存在大型
障碍物。大型障碍物，譬如人、工作台、工件等有时不可
避免，这样大大限制了吹吸式通风系统在实际工程中的应
用。然而有研究表明，若采用大风口低风速送风，较大障
碍物的存在可不使吹吸流场失效。

本文研究大风口低风速的吹吸式通风系统中，操作者
后的回流区的流场特性。
1   物理模型与计算方法

通风房间长 11m、宽 5.5m、高 3.3m。吹吸式通风系
统送风口与排风口的尺寸都为 0.96×0.96m（H×W）；排
风口处法兰外围为 1.50×2.00m。吹风口到排风口的距离为
L=3.8m。操作者以坐姿放置在吹吸式通风系统的吹吸流场

中，坐姿假人高 1.4m，肩宽 0.45m。以假人头部中心位置
代表障碍物位置。假人放置在吹吸流场的中轴线上。假人
的位置从吹风口逐渐向吸风口移动，位置工况一共设定为
4 种，距离吹风口的位置见表 1。

表 1   操作者位置

工况 位置 x (m) 无量纲位置 x/L
Case 1 0.95 0.25
Case 2 1.55 0.41
Case 3 2.15 0.57
Case 4 2.75 0.72

本文采用商业流体力学软件ANSYS Fluent进行计算。
由于存在障碍物的流场会发生绕流现象，流线弯曲，因而
湍流模型选用 RNG 模型，该模型在处理流线弯曲度大和
具有高应变率的流动时具有良好的特性。壁面附近采用标
准壁面函数法进行处理。送风口与排风口均采用速度边界
条件，其它为壁面边界条件。压力与速度采用 SIMPLE 算
法，对流项和扩散项的离散采用 QUICK 格式。

数值计算中采用体网格划分技术，Tgrid（混合网格）
划分方法，网格单元为 Tex/Hybrid，并采用局部加密。为
保证得到网格独立解，进行了变网格数目的考核。最终确
定网格数为 190 万，网格数量对吹吸流场速度场的影响的
对比结果如图 1 所示。

操作者位置对吹吸式通风系统流场特性的影响
周    宇，王曼宁，王梦影，王    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   710055）

［摘   要］障碍物会对吹吸式通风系统流场特性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大风口低风速送风的
吹吸式通风系统中，气流绕过操作者后产生的回流区的流场特性。结果表明操作者距离送风口越远，回流区越小，并且回
流区长度线性下降；减少送风速度或者增加吸风速度可以降低回流区长度。研究结果为吹吸式通风系统中操作工人的位置
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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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定量给出了不同障碍物位置时障碍物后回流区的
长度 Rx。从图上看当障碍物位置越靠近吹风口时，回流
区长度 Rx 越大；图上显示了四个断面的回流区长度，其
中断面 z/H=0.42 是通过人腿部的吹吸流场断面，断面 z/
H=0.83 是通过人腹部的吹吸流场断面。从图上看腿部断
面比腹部断面上的回流区长度大，这是因为，一是由于腿
部相对于腹部离地面较近，气流受地面粘滞阻力的影响较
大，因此形成的尾流区与腿部相比更长；二是由于假人是
坐姿，腿部位置相对于腹部位置靠前，更靠近吹风口。从
图上看，随着障碍物位置远离吹风口，回流区长度 Rx 线
性下降。

图 3   不同操作者位置时障碍物后回流区的长度

图 4 考察了送风速度与吸风速度不同时对障碍物后
回流区的长度 Rx 的影响。图中给出的是典型断面位置 z/
H=0.83 上障碍物后回流区的长度 Rx。从图上看当送风速
度不变，回风速度增加时，回流区长度 Rx 基本都下降；
当回风速度不变，送风速度增加时，回流区长度 Rx 增
加。增大送风速度会增加回流区长度 Rx，由于吸风作用，
增大回风速度减小回流区长度 Rx，因此在实际工程中可
以通过降低吹风速度或增加吸风速度来减小回流区长度
Rx，但增大吸风速度会增大系统的能耗。

图 1   网格独立性

2   数值计算结果及分析
图 2 为数值计算得到的操作者在不同位置时的速度等

值线图与流线图。图 2（a）为 z/H=0.42 断面上的速度等
值线图与流线图。当操作者离吹风口越近，操作者后面回
流区的范围也越大。图 2（b）为对称面 y/W=0 断面上的
速度分布与流线图。从图上看在操作者的头部位置，边界
层发生了分离，在头的后部形成了涡流区，当障碍物位置
越靠近吹风口时，假人头部后形成的回流区的范围越大，
障碍物越靠近吸风口，回流区的范围越小，在 x/L=0.72 时，
对称面上的涡流区基本消失，流体沿着操作者背部流动，
最后被吸风口吸走。

（b）y/W=0 ( 对称面 )
图 2   不同操作者位置时的速度等值线图与流线图

图 4   送回风速度对不同障碍物位置时障碍物后回流区的影
响（z/H=0.83） 

（a） z/H=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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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本文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了大风口低风速送风的

吹吸式通风系统中，气流绕过操作者后产生的回流区的流
场特性，得到了以下结论：

（1）操作者位置距离送风口越远，回流区越小，并且
回流区长度 Rx 线性下降；

（2）减少送风速度或者增加吸风速度可以降低回流区
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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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采用合理的通风量和气流组织模式实现高效通风是建

筑通风的基本目标 [1]。由于不同的建筑对象的空间构造、
风口位置、内部负荷、气候条件等因素存在差异，达到高
效通风的技术途径也将不同，因此需要进行针对性研究分
析 [2-3]。

目前国家电网公司提出系统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工业化”，即“两型一化”变电站的要求。在世
界范围内能源问题日益急迫、建筑能耗不断增长的今天，
讨论变电站建筑节能问题意义十分重大，尤其对特殊气候
条件的变电站而言，如高海拔寒冷地区，尤为如此。另一
方面，变电站建筑合理通风是实现变电站建筑节能的重要
方面，国内外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还十分缺乏 [4-6]。本文针
对高海拔寒冷地区变电站建筑 , 拟研究分析其合理的通风
量、气流组织模式以及通风有效性，为该气候条件下的变
电站建筑通风和节能设计提供指导。
1   变电站建筑通风负荷与模式

变电站建筑通风的目的包括去除室内设备的散热（如
表 1 所示）和排除设备释放的氟硫、氧、碳等很多种元素
组成的化合物，如开关室、配电装置室，因此通常可以划
分为运营通风和事故通风。就通风负荷而言，涉及室内热
源负荷强度和分布状况。根据变电站建筑室内设备分布情
况，可以简化为两种形式：（1）单线源或点源，如变压器室、
配电装置室；（2）多线源或点源，如主控室、开关室。
另一方面，变电站建筑自然通风主要包括 2 种模式：（1）
外墙低处和高处分别设置百叶窗；（2）外墙低处设百叶
窗屋顶设排风孔。在变电站建筑中，主要应用的机械通风

形式包括：（1）自然进机械排；（2）机械进自然排。
表 1   变电站主要设备散热水平

主要设备名称 散热量（W）

变压器 1~1.5% 容量

电力系统远动通讯屏 200~300W/ 台

高压开关柜 200W/ 台

低压开关柜 300W/ 台

GIS 配电装置 112W/m

变电站建筑在通风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包括：排风
换气次数不足、散热气流组织不合理。引起这些问题的原
因包括：通风口面积与有效面积存在差异、进出风口面积
不合适、进出风口位置布局不正确、通风工况条件差和未
对通风需求和条件作出及时响应。
2   变电站建筑动态通风模型

高寒地区变电站建筑通风的风量需求取决于通风负
荷、高原通风条件、环控目标、通风效率，如图 1 所示。

图 1   变电站建筑通风原理

建筑室内空气流动与污染物扩散过程满足以下假设：
① 室内空气为不可压缩流体，即认为流体体积变化不足以
影响计算结果的精度，此时体积的变化可以忽略不计；② 
室内空气视为连续介质，即服从连续性定律，在单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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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各断面上流过的空气质量不变；③ Soret 和 Dufour 效应
可以忽略，即温度（浓度）的变化对浓度（温度）场不产
生影响；④ 空气的所有热物理性参数均视为常数，但密
度随温度和组分浓度的变化遵循 Boussinesq 假设。对于室
内三维空气流动与污染物扩散过程，其无量纲控制方程如
表 2 所示。

表 2   无量纲控制方程组

非稳态项 对流项 扩散项 源项

连续性方程 0 0 0

动量方程

-       +        (Pr        ) 0

-       +        (Pr        ) 0

-       +        (Pr        ) PrRa[θT+Brθc]

能量方程                (        ) 0

组分输运
方程

            (             )

0

SR

（化学反应）

针对特定的建筑空间，从室内热环境与污染物控制角
度考虑，确定所需的送风量应以始终“保障室内温度、污
染物浓度达标”为目标；同时，室内气流组织的输运特征
决定了通风调控室内热环境与污染物所形成的是非均匀分
布环境，即面向需求的动态通风分布参数模型来反映，如
图 2 所示。

图 2   变电站建筑通风原理

3   变电站建筑所需通风量确定
选择表 3 所示的无量纲房间尺度和源尺度作为分析对

象，以理塘（海拔 3950m）、甘孜（海拔 3394m）、马
尔康（海拔 2664m）、拉萨（海拔 3658m）、昌都（海
拔 3240m）、西宁（海拔 2295m）地区 7 月 30 日的气象
参数作为分析条件，依据面向需求的动态通风分布参数模
型，对变电站建筑的需求通风量进行计算分析。值得指出
的是，上述地区最热月的月平均温度均不高于 20℃，且
全年 5~10℃ 和 10~15℃ 干球温度范围出现时间数最多，
由此表明这些地区在夏季和过度季节进行建筑通风具有非
常好的气候条件。

表 3   变电站建筑通风分析对象

功能房间尺度 源尺度

长 × 宽 × 高
（m）

无量纲
长 × 宽 × 高
（m）/ 台

无量纲

主控室 12.8×10.55×4.3 1.00×0.82×0.34 0.8×0.6×2.26 0.06×0.05×0.18
开关室 33.62×12.55×6.1 1.00×0.37×0.18 0.8×0.6×2.26 0.02×0.02×0.67

配电
装置室

36.2×9×8.3 1.00×0.25×0.23 6.5×3.99×3.26 0.18×0.11×0.23

变压器室 8.4×6.4×6.95 1.00×0.76×0.83 4.2×3.25×4.05 0.50×0.39×0.48

依据上述条件，可以得到典型主控室、开关室、配电
装置室和变压器室的夏季设计通风量，如表 4 所示。可以
发现，若按照传统的稳态条件进行通风量设计，将会出现
通风量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因此，采用动态条件进行通
风量设计可以避免这一问题，同时满足变电站建筑的实际
通风需求。

表 4   夏季设计通风量（h-1）

典型功能房间 拉萨 昌都 康定 理塘 色达 西宁

主控室
基于稳态条件 4.8 6.6 3.4 2.5 2.4 6.9
基于动态条件 4.4 7.4 3.6 3.7 2.6 15.7

开关室
基于稳态条件 1.4 1.6 1.2 1.0 1.0 1.6
基于动态条件 1.4 1.7 1.3 1.3 1.1 2.0

配电装置室
基于稳态条件 0.03 0.03 0.03 0.02 0.02 0.04
基于动态条件 0.21 0.18 0.20 0.16 0.14 0.24

变压器室
基于稳态条件 3.2 3.6 2.8 2.4 2.4 3.6
基于动态条件 3.1 3.7 2.9 2.9 2.5 4.2

4   通风有效性评估
为了评估变电站建筑通风的效果，从通风对室内环境

的保障效果角度提出通风有效性评估指标，即正向偏离时
均温降，如图 3 所示。

图 3   通风房间设备周围代表点位分布

正向偏离时均温降的提出是为了考虑变电站建筑设备
周围空气温度不均时，其周围平均空气温度与目标设定值
之间的正向偏离程度，定义式为：

ΩT =                                (0 ≤ τ ≤ t, Ti ≤ Tset)           （1）

当然，该指标也可沿用到污染物浓度控制，此时的定
义式为：

ΩC =                                (0 ≤ τ ≤ t, Ci ≤ Cset)           （2）

上述式中：t 为通风时间；T 为空气温度；C 为空气
中污染物浓度；n 为设备周围代表性点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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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单线源或点源，如变压器室、配电装置室，考虑
四种情形的气流组织模式，如图 4 所示，（a）外墙顶部
排风、（b）外墙顶部与中部联合排风、（c）屋顶排风、（d）
屋顶与外墙中部联合排风。针对变压器室（代表高热源强
度）、配电装置室（代表低热源强度），可以得到其在四
种气流组织模式下的无量纲正向偏离时均温降，如图 5 和
图 6 所示。

可以看到，在 3 种风量比情况下，外墙顶部与中部联
合排风以及屋顶与外墙中部联合排风的正向偏离时均温降
最高，外墙顶部排风的正向偏离时均温降次之，而屋顶排
风的正向偏离时均温降最低。由此表明，对于单线源或点
源的通风，如变压器室、配电装置室，应优先选择使用外
墙顶部与中部联合排风以及屋顶与外墙中部联合排风的气
流组织模式。

另一方面，对于多线源或点源，如主控室、开关室，
对于考虑两种情形的气流组织模式，如图 7 所示，（a）
外墙顶部排风、（b）外墙顶部与中部联合排风。

针对主控室、开关室，可以得到其在两种气流组织模
式下的无量纲正向偏离时均温降，如图 8 和图 9 所示。

图 4   单线源或点源条件下的气流组织模式

（a） （b） （c） （d）

图 5   变压器室在四种气流组织模式下的无量纲正向偏离时均温降 图 6   配电装置室在四种气流组织模式下的无量纲正向偏离时均温降

图 7   多线源或点源条件下的气流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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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在 3 种风量比情况下，外墙顶部与中部联
合排风的正向偏离时均温降要高于外墙顶部排风的结果。
由此表明，对于多线源或点源，如主控室、开关室，应优
先选择使用外墙顶部与中部联合排风的气流组织模式。
5   结论

针对高海拔寒冷地区变电站建筑，本文对其通风策略
及有效性进行了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建立了变电站建筑动态通风模型，合理确定了高
原变电站建筑所需通风量，结果表明，与传统的稳态条件
进行通风量设计相比，采用动态条件进行通风量设计可以
满足变电站建筑的实际通风需求。

（2）对于单线源或点源的通风，如变压器室、配电装
置室，应优先选择使用外墙顶部与中部联合排风以及屋顶
与外墙中部联合排风的气流组织模式。

（3）对于多线源或点源，如主控室、开关室，应优先
选择使用外墙顶部与中部联合排风的气流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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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对建筑室内外环境有重要的影响，合理的建筑群布

局应该充分利用自然通风，改善建筑群区域的微气候，让
整个建筑群处于良好的风环境下 [1]。建筑群和构筑物会显著
改变近地面风的流程。近地风的速度，压力和方向与建筑
物的外形、尺度、建筑物之间的相对位置及周围地形地貌
有着很复杂的关系 [2-3]。当有较强来流时，建筑物周围某些
地区会出现强风，如果强风出现在建筑物入口、通道、露
台等行人频繁活动的区域，则可能使行人感到不舒适，甚
至形成风灾 [4]。因此，需要对建筑群进行合理布局，营造良
好的室外风环境，满足建筑自然通风和冬季防风的需求。

另一方面，高海拔寒冷地区变电站作为一类对风环境
有重要要求的建筑群，在高寒地区的气候条件下，实现合
理的室外风环境对促进变电站建筑夏季通风和降低冬季采
暖需求有重要意义 [5-7]，这也符合国家电网提出的“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工业化”，即“两型一化”变电站
建设目标。为此，本文将以炉霍县贡唐岗光伏电站、色达
110kV 变电站、甘孜 220kV 变电站为研究对象，结合风环
境评价标准与模拟方法，对高海拔寒冷地区变电站建筑群
风环境进行分析并确定合理的优化布局形式，为该地区变
电站建筑布局提供理论指导。
1   风环境评价标准与模拟方法
1.1   风环境评价标准与舒适度

按照《GB/T 50378–2014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要求，

室外风环境应该达到的标准包括：
（1）场地内风环境有利于室外行走、活动舒适和建筑

的自然通风；
（2）过渡季、夏季典型风速和风向条件下，场地内人

活动区不出现涡旋或无风区，50% 以上可开启外窗室内外
表面的风压差大于 0.5Pa；

（3）在冬季典型风速和风向下，建筑物周围人行区（距
地面 1.5m 高处）风速小于 5m/s，且室外风速放大系数小
于 2；除迎风第一排建筑外，建筑迎风面与背风面表面风
压差不大于 5Pa。
1.2   风环境模拟方法

首先，对变电站建筑群进行建模；然后，基于 CFD
方法，合理确定控制方程组（包括连续性方程、动量方程、
k 方程和 ε 方程）和边界条件；最后，假设流体不可压缩
且稳态流动，结合当地的气象条件等进行模拟分析。在上
述过程中，控制方程的离散采用六面体和四面体相结合的
网格单元，保证在流程变化剧烈的区域网格做到细化，网
格的变化呈现渐变趋势，以保证网格质量，同时满足网格
独立性要求。压力离散采用标准格式，速度离散采用二阶
迎风格式，压力与速度耦合采用 SIMPLE 格式。此外，来
流边界选用大气梯度变化的指数来流风速进行设置，并根
据建筑所处的地形条件，选取不同的幂指数；出流边界假
定出流面上的流动已充分发展，其出口压力设为大气压；
上空面和两侧面的空气流动几乎不受建筑物的影响，设为
自由无滑移表面；建筑壁面与地面边界对于未考虑粗糙度
的情况，采用指数关系式修正粗糙度带来的影响，对于实
际建筑的几何再现，应采用适应实际地面条件的边界条件，
对于光滑壁面，应采用对数定律。

高寒地区变电站建筑群风环境与布局优化
王    军 1，卢    敏 2，陈    军 2，敬成君 1

（1.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成都   610065；2. 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成都   610041）

［摘   要］风环境是影响高海拔寒冷地区变电站建筑群外环境人员舒适度以及建筑能耗的重要因素之一，实现良好风
环境是建设绿色变电站的客观要求。本文以炉霍县贡唐岗光伏电站、色达 110kV 变电站、甘孜 220kV 变电站为研究对象，
结合风环境评价标准与模拟方法，对高海拔寒冷地区变电站建筑群风环境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得到建筑群合理布局的原则，
研究结果为高海拔寒冷地区变电站建筑群规划布局提供了理论指导。

［关键词］风环境；变电站建筑群；规划布局；高海拔寒冷地区

Wind Environment and Layout Optimization of Converting Station Building 
Group in High Altitude Cold Region 

Wang Jun1, Lu Min2, Chen Jun2, Jing Cheng-jun1

 (1.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Environment,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2. Sichuan Electric Power Design & 
Consulting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Chengdu 610065, China)

［Abstract］Wind environment is one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external environment human comfort and energy 
consumption of converting station building group in high altitude cold region. It is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of building green 
converting station for achieving great wind environment. In this study, Luhuo photovoltaic power station, Seda 110 kV converting 
station and Ganzi 220 kV converting station were chos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combined the evaluation standard and simulation 
method of wind environment, wind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of converting station building group in high altitude cold region was 
analyzed, the reasonable layout principle of building group was obtained. The research results may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planning layout of converting station building group in high altitude cold region.

［Keywords］wind environment; converting station building group; planning layout; high altitude cold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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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风环境模拟对象与条件
2.1   风环境模拟对象

选择炉霍县贡唐岗光伏电站、色达 110kV 变电站、甘
孜 220kV 变电站作为典型分析对象，三个变电站的建筑信
息如表 1 所示。同时，根据炉霍县贡唐岗光伏电站、色达
110kV 变电站、甘孜 220kV 变电站的建筑信息，建立计算
分析建筑群模型，分别如图 1 ～图 3 所示。

表 1   典型分析对象建筑信息

变电站 建筑群构成

炉霍县贡唐岗
光伏电站
面积 /m2

主控通信楼及
35kV 配电室

SVG 室 办公楼 生活楼

340.58 94.40 360.70 244.38

色达 110 千伏
变电站

面积 /m2

主控通信楼
35kV 及 10kV
配电装置室

110kVGIS
配电装置室

302.0 396.0 334.8

甘孜 220 千伏
变电站

面积 /m2

主控通信
综合楼

220kV 配电装
置室

110kV 配电
装置室

35kV 配电
装置室

集控
中心

501 1427 1171 170 400

2.2   风环境模拟条件
依据 GB 50736-2012《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设计规范》，以理塘、甘孜、马尔康、拉萨、昌都、西宁
地区的室外风环境参数为参照，可以看到，高寒地区在夏
季条件下室外平均风速在 1.7~3.1m/s 范围内变化，而在冬
季条件下室外平均风速在 1.7~3.3m/s 范围内变化。因此，
在风环境模拟计算分析过程中，室外风速条件选择以下 3
种情况：1.5m/s、2.5m/s 和 3.5m/s。
3   变电站风环境模拟结果分析
3.1   炉霍县贡唐岗光伏电站

图 4 ～图 7 分别给出了炉霍县贡唐岗光伏电站在 A 向、
B 向、C 向和 D 向最大风速（3.5m/s）条件下距地面 1.5m
位置的风速矢量分布。可以看到，在最大风速（3.5m/s）
条件下整个变电站内没有出现明显涡流区，从 4 个方位吹
来的空气没有形成风场死角。

图 8 ～图 9 分别给出了炉霍县贡唐岗光伏电站在四个
朝向不同风速条件下站内产生的最大风速、风速放大系数、

图 1   炉霍县贡唐岗光伏电站 图 2   色达 110kV 变电站 图 3   甘孜 220kV 变电站

图 4   A 向最大风速条件下的风速矢量分布 图 5   B 向最大风速条件下的风速矢量分布

图 6   C 向最大风速条件下的风速矢量分布 图 7   D 向最大风速条件下的风速矢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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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风面和背风面最大风压差、室内外表面最大风压差。可
以发现，B 向产生的站内风速最大，A 向产生的站内风速
最小，风速放大系数也有类似大小关系，相应地，B 向和
A 向分别引起了迎风面和背风面最大风压差以及室内外表
面最大风压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由此表明，在以冬季供
暖需求为建筑节能的主要矛盾角度考虑，应减少站内风速
以及渗透风进入室内，那么在建筑群布局时，当采用 U 型
布置时，应让 U 底朝向主导风向。
3.2   色达 110kV 变电站

图 12 ～图 15 分别给出了色达 110kV 变电站在 A 向、

B 向、C 向和 D 向最大风速（3.5m/s）条件下的风速矢量
分布。从图中可以看到，在绕流作用的影响下，将引起迎
风面建筑两侧局部空气流速增大。整个变电站内没有出现
明显涡流区，从 4 个方位吹来的空气没有形成风场死角。

图 16 ～图 19 分别给出了色达 110kV 变电站在四个朝
向不同风速条件下站内产生的最大风速、风速放大系数、
迎风面和背风面最大风压差、室内外表面最大风压差。可
以发现，B 向产生的站内风速最大，而 C 向产生的站内风
速最小，风速放大系数也有类似大小关系，相应地，B 向
和 C 向分别引起了迎风面和背风面最大风压差以及室内外

图 8   不同风速条件下站内产生的最大风速 图 9   不同风速条件下站内风速放大系数

图 12   A 向最大风速条件下的风速矢量分布 图 13   B 向最大风速条件下的风速矢量分布

图 10   不同风速条件下站内迎风面和背风面最大风压差 图 11   不同风速条件下站内室内外表面最大风压差

图 14   C 向最大风速条件下的风速矢量分布 图 15   D 向最大风速条件下的风速矢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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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最大风压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这一结果再次表明，
在以冬季供暖需求为建筑节能的主要矛盾角度考虑，应减
少站内风速以及渗透风进入室内，那么在建筑群布局时，
当采用 U 型布置时，应让 U 底朝向主导风向。
3.3   甘孜 220kV 变电站

图 20 ～图 23 分别给出了甘孜 220kV 变电站在 A 向、
B 向、C 向和 D 向最大风速（3.5m/s）条件下的风速矢量
分布。可以发现，整个变电站内没有出现明显涡流区，从
4 个方位吹来的空气没有形成风场死角。此外，在绕流作
用的影响下，将引起迎风面建筑两侧局部空气流速增大。

图 24 ～图 27 分别给出了甘孜 220kV 变电站在四个
朝向不同风速条件下站内产生的最大风速、风速放大系数、
迎风面和背风面最大风压差、室内外表面最大风压差。

可以发现，B 向和 D 向产生的站内风速最大，A 向和
C 向产生的站内风速最小，风速放大系数也有类似大小关
系，相应地，B 向和 D 向会引起迎风面和背风面最大风压
差以及室内外表面最大风压差的出现最大值，而 A 向和 C
向带来了迎风面和背风面最大风压差以及室内外表面最大
风压差的最小值。这一结果表明，在以冬季供暖需求为建
筑节能的主要矛盾角度考虑，应减少站内风速以及渗透风

图 16   不同风速条件下站内产生的最大风速 图 17   不同风速条件下站内风速放大系数

图 20   A 向最大风速条件下的风速矢量分布 图 21   B 向最大风速条件下的风速矢量分布

图 18   不同风速条件下站内迎风面和背风面最大风压差 图 19   不同风速条件下站内室内外表面最大风压差

图 22   C 向最大风速条件下的风速矢量分布 图 23   D 向最大风速条件下的风速矢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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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不同风速条件下站内产生的最大风速 图 25   不同风速条件下站内风速放大系数

图 26   不同风速条件下站内迎风面和背风面最大风压差 图 27   不同风速条件下站内室内外表面最大风压差

进入室内，那么在建筑群布局时，当采用 II 型布置时，应
让 II 垂直于主导风向。
4   结论

本文通过对高海拔寒冷地区变电站建筑群风环境进行
模拟分析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和建议：

（1）三个变电站内均为出现明显涡流去，而且四个
方位吹来的空气没有形成风场死角；在最大风速（3.5m/s）
条件下不同风向对站内产生的最大风速、风速放大系数、
迎风面和背风面最大风压差、室内外表面最大风压差有所
不同；以冬季供暖需求为建筑节能的主要矛盾角度考虑，
应减少站内风速以及渗透风进入室内。

（2）高海拔寒冷地区变电站建筑群布局设计的原则
宜达到：当建筑群采用 “U 型 ” 布局时，应让 U 型底朝向
主导风向；当建筑群采用 “II 型 ” 布局时，应让 II 型垂直
于主导风向；当建筑群采用其他形式布局时，建筑设置外
窗侧应避开冬季主导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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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然通风是被动式建筑设计的重要手段之一，不仅可

以降温、除湿，改善室内热环境 [1]，而且可以改善室内空
气质量，满足人们对空气品质的要求 [2]。古代江南劳动人
民利用自然通风改善居住环境，获得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营造经验。传统民居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聚落的
布局角度出发，合理布置建筑内部空间，将建筑形式与自
然环境相结合，适应当地气候条件并满足人们对采光、通
风等的基本需求。对传统民居热物理环境实测，有利于剖
析设计建造的技术内涵，将其中被动降温措施应用于现代
建筑，对设计绿色建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近年来，对于江南传统民居建筑及其环境特征的研究
逐渐受到重视，在被动设计策略方面的研究取得较多成果。
林波荣 [3]、张莹 [4]、宋冰 [5, 6] 等以徽州传统民居为研究对象，
分别在夏季或者冬季对室内热环境参数进行了测试，对传
统民居热环境特征及成因进行了定量分析，对室内环境条
件的现状提出改进措施。在对湖南、浙江传统民居建筑群
连续监测的基础上，焦胜 [7]、解明镜 [8]、马全明 [9] 等肯定
了天井的生态调节功能，认为天井具有“气候缓冲区”的

作用。李峥嵘等 [10, 11] 选取浙中山区传统民居作为研究对
象，对其夏季室内热环境和部分室外气象参数进行现场
实测和调研，发现 PMV 风速修改模型与调研结果吻合较
好。通过对典型民居的热环境实测，一些学者尝试把传
统天井原理应用到现代设计当中。曾志辉等 [12] 通过测试，
揭示了传统天井改善室内微气候的作用原理与实际效果，
并证实了天井应用在现代建筑中同样具有热缓冲作用。戴
薇薇等 [13] 通过计算机模拟与实测相结合的方法从通风效
果的角度比较了泉州传统手巾寮南北走向巷道与“S”型
巷道的差别，并对屋顶设计形式提出了建议。

尽管众多学者对江南传统民居进行了研究，但对于民
居室内热环境与通风换气以及围护结构热量传递的相互关
系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明确。此外，对天井热环境参数测量
大多基于单一水平测点沿垂直地面方向分布，事实上天井
具有一定的空间尺度，内部流场的描述还缺乏测试数据支
撑。本文通过对一处赣南民居的实地测试，尝试分析通风
换气与围护结构对室内状态参数的影响，比较了太阳位置
发生变化对天井空间内部温度分布的影响，并提出了江南
传统民居设计及控制策略。
1   民居的环境特征

赣南地区地处中亚热带丘陵山区季风湿润气候区，气
候温和，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年均气温 19.3℃，年均日

赣南传统民居夏季热环境实测分析
刘    洋，袁健华，吴金平，欧阳腾

（江西理工大学建筑与测绘工程学院，赣州   341000）

［摘   要］以赣南传统民居为实测对象，研究民居夏季被动冷却能力并评价人体热舒适性。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厢房、
厅堂、天井及阁楼，对温湿度、空气流速等参数进行了测量。测试结果显示，二层阁楼的最高气温比一层厢房的最高气温
高 0.4℃，降温速率也低于厢房的降温速率。在接近室外最高气温时天井不同位置最大温差为 1.4℃，在室外最低气温时刻
温差最小。利用 PMVe 修正模型对各测点进行热舒适性计算，测试结果与人们的主观感受一致。通过分析测试结果，认为
民居内部气流的基本流动方向为巷道 - 房间 - 天井。利用墙体和地面的蓄热能力降低巷道内空气温度，在炎热的夏季白天
关闭门窗抑制热量通过通风传递，是保持传统民居热舒适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传统民居；热环境；天井；自然通风；围护结构

Field Study of Thermal Performance of a Gannan Traditional Vernacular 
Dwelling in the Summer

Liu Yang, Yuan Jian-hua, Wu Jin-pin , OuYang Teng 
 (School of Architectural 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zhou, 341000, 

China)   
［Abstract］A field study of thermal environment was carried out on a traditional vernacular dwelling in the south region 

of Jiangxi province to analyze the principles of passive-cooling and to evaluate thermal comfort. By the measurements of air 
temperature, relative humidity and wind velocity in some dwelling places such as bedroom, hall, courtyard and garret, some thermal 
performances of the traditional dwelling were revealed. Above all, the highest air temperature in a garret is 0.4℃ higher than tha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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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1092 小时，四季常青。赣南是客家先民南迁的第一站，
是客家民系形成的摇篮，也是客家人最大的一个聚居地。
赣南民居是客家人把中原地区的合院式住宅与南方天井式
民居相结合的产物，它以天井式民居为主体，串联成多进
的厅堂，并横向扩展和加建，形成多种井厅式院落，成为
一个大型的井厅组群。

本次测试选择的白鹭古村位于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东
北角，接壤于兴国和万安。古村选址背靠玉屏山，面朝鹭
溪河，村南是龙岗山，有五条山脚伸至村后，重峦叠嶂绵
延形成弧状拱卫着村庄。白鹭村建筑的正大门大多面向东
南或东北向，后门开临后街。白鹭村彼此相连的许多狭窄
通道，巷道两侧高高的山墙有一定程度的互遮阳效果。

白鹭村民居建筑材料以青砖木板墙为主，建筑外墙为
用青砖砌筑的承重空斗砖墙，内中的大部分隔断墙都采用
木质樘板分隔。多数民居底层铺设墁砖，每扇木板墙下都
垫有一层青砖；二层阁楼则为木地板。白鹭古村民居在望
板青瓦构造下方采用木板作为二层阁楼的天花，仰瓦与木
板之间存在一层空气夹层，起到防风与隔热作用。
2   传统民居的热环境测试
2.1   测试对象

为探究白鹭村传统民居的室内外热环境现状，本文选
取村内中部的拱祥堂作为建筑单体测试对象，测试时间选
择在 2017 年 7 月 6~7 日进行，测试期间晴间多云。拱祥
堂坐北朝南，建筑主体仍保存原始风貌，属于五开间两堂

式的民居组合形式，前院位于整个建筑南面，院内不栽种
花木，前院东侧有一入口；正厅前有一大天井，左右各有
一个靠壁小天井，其后有三个靠壁小天井，东侧有一侧门
可供出入。主体建筑外墙南面、西面和东面均有开窗，北
面采用三个靠壁天井采光通风。辅助用房集中分布于主体
建筑西侧，与主体建筑通过两个西侧门相连通。

建筑占地面积约为 650m2。建筑主体为砖木结构，建
筑外墙为 270mm 厚的青砖空斗墙，内部隔墙采用 50mm
厚的木质樘板。两栋正屋屋顶形式为双坡式，天井处多向
披檐，由青瓦铺设；一层厅堂、厢房以及前院地面铺墁砖，
中央大天井四周采用青石铺砌，西院采用鹅卵石铺地。
2.2   测点布置及测试仪器

测点布置如图 1 所示，图中实心圆圈代表测点，旁边
数字代表编号。每个测点测量的参数包括温度、湿度、黑
球温度、风速。厅堂及厢房室内温湿度测试仪及风速测速
仪均与墙壁和地面距离 1.5 米。天井水平方向布置 4 个测
点，垂直方向对应布置两组测点，测点垂直距离地面分别
为 1.5 米和 3 米。

测试参数及仪器如表 1 所示。在室外露天测量空气
温度时采用遮阳装置防止太阳辐射的影响。室外空气温湿
度每 30 分钟记录一次，室内温湿度、风速每 1 小时记录
一次。利用热成像仪，白天每两小时对包围天井的四个方
向的屋檐进行热成像拍照，测点在二层平面上以 A、B、C、
D 表示。

表 1   测试参数及仪器

测试参数 测试仪器 量程 仪器精度 采样方式

空气温湿度 Shinyei TRH-AZ 温湿度测试仪 0~50℃，0~100%RH ±0.5℃，±3% 人工

室内风速 Sentry ST732 热线风速仪 0~40m/s ±(3%+0.03m/s) 人工

室外风速 Prova AVM-05 风速仪 0.3~45m/s ±(3%+0.1m/s) 自动

黑球温度 衡欣 AZ8778 黑球温度计 0~50℃ ±1.0℃ 人工

热成像 Flir i3 热成像仪 -20~250℃ ±2.0℃ 人工

壁面温度
Sentry ST732
红外测温仪

-30~500℃ ±2.0℃ 人工

图 1   拱祥堂平面测点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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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测试结果及分析
3.1   室内空气温度

从布置的测点中选取室外、厢房、厅堂、天井、阁楼
进行对比，各测点的气温测试结果如图 2 所示。测点 1 所
在的厢房是主人居住的场所，而测点 17 所在房间在二层
阁楼中热环境最为恶劣。在测量期间，室外气温波动最大，
峰值 36.1℃，谷值 24.2℃，日较差为 11.9℃；阁楼的气温
波动幅度最小，峰值 31.6℃，谷值 26.2℃，日较差为 5.4℃。
对比不同测点白天和夜间温度的极值，白天气温按照从室
外、天井、厅堂、阁楼、厢房的顺序依次降低。值得注意
的是，测试结果发现不仅阁楼的最高气温比厢房的最高
气温高 0.4℃，降温速率 0.35℃/h 也低于厢房的降温速率
0.39℃/h。也就是说在室内气温降低的过程中阁楼与厢房
温差在不断增大，这也是使人感觉到阁楼更为闷热的一个
原因。

图 2   夏季室内外气温变化对比

对比 4 个测点气温对室外气温的延迟发现，室内厢房、
厅堂、天井、阁楼的气温峰值滞后时间分别约为 15、30、
30 和 70min，气温谷值的滞后时间也基本与峰值的滞后时
间对应一致。本文的测试结果小于文献中室外温度传至室
内的延迟时间，其原因在于本文所选取的民居门窗均为开
启状态，而室内热环境受到民居周围微气候环境以及自身
围护结构的影响。由于门窗开启，室内外空气流动阻力减
小，空气流动伴随的热量传递使室内空气温升速度加快。
本文在后面对比空气流动速度和围护结构温度分布，以进
一步分析通风传热过程对室内温度场的影响。
3.2   室内空气湿度

室内外各测点相对湿度测试结果如图 3 所示，总体
上相对湿度变化和温度变化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对比不
同测点，室外相对湿度波动幅度最大，峰值 92.7%，谷值
42.0%，日较差为 50.7%；阁楼相对湿度波动幅度最小，
峰值 78.2%，谷值 63.1%，日较差为 15.1%。不同测点的
谷值大约发生在下午 14~15 点之间，相对湿度从阁楼到厢
房、天井、厅堂、室外依次降低；峰值在清晨 6 点钟左右，
相对湿度从阁楼到厢房、厅堂、天井、室外依次升高。测
试的时间内拱祥堂内部基本无家具和物品，可以认为室内
湿度变化主要受到室外湿度高低和室外空气通风速率的影
响。通常认为在一天当中绝对湿度基本保持不变，根据水
蒸气饱和压力与温度的关系，空气的相对湿度随温度升高
而降低，因此相对湿度最低点的时刻对应于最高气温产生
的时刻。

图 3   夏季室内外相对湿度对比

3.3   天井温度
天井作为传统民居建筑内部与外界的过渡空间，同时

满足室内的采光和通风的需要。测试选择沿天井四周垂直
地面高度 1.5 米处水平布置 4 个测点，各测点温度随时间
变化如图 4 所示。测试结果显示，在上午 9 点至中午 13
点范围内，测点 6 和测点 8 的气温上升速度约为 1.46℃/h，
大于测点 10 和测点 12 的升温速率 1.10℃/h。测点 6 在 15
点左右达到 31.9℃ 的峰值后迅速下降，降温速率明显大
于其他测点。而测点 12 在升温过程中气温低于其他测点，
在 15 点左右最高温度达到 32.2℃。导致天井空间不同位
置处温度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太阳高度角以及方位的变化，
当太阳升高到可以直射天井内部的时候，测点 6 处得热最
多，导致温升速度最快。初始升温速度较慢的测点 10 和
12 在太阳高度角下降的过程中接受更多的太阳辐射，导致
温度下降的较慢。通过对屋檐的结构进行测绘发现，房檐
最低处天井口的长宽分别为 5.9 米和 1.9 米，大于一般天
井的长宽。五开间两堂式结构的拱祥堂比通常的四合院式
的民居体型更大，因此也需要更大开口的天井满足采光的
需求。测量同时发现，上层屋檐处天井距地面高度达到 6.9
米，也高于一般民居的天井高度。天井选择这样的结构形
式，使得夏季太阳高度角较低时天井底部气温温升速度不
致过快，而在中午时分阳光最为强烈时将空气温升限制在
较小的空间范围内。

图 4   天井测点温度比较

对比同一时刻室内温差（厢房、厅堂、阁楼）与天井
不同测点的温差发现，室内温差的范围在 0.7~1.7℃ 之间，
而不同天井位置的温差在 0~1.4℃ 之间，天井范围内附近
不同测点的温度差异也应给予足够的关注。图 2 和图 4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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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在接近室外最高气温时刻，室内温差最小而天井温差
最大；在室外最低气温时刻，室内温差最大而天井温差
为 0，而且垂直距离地面 3 米处不同测点的温差也为 0，
这一规律是否具有普遍性需要进一步研究。垂直高度测点
温度之差如图 5 所示，以天井上部大于天井下部温度为正。
天井布置四个测点，测试结果与单独在天井中部布置一个
测点相比要复杂的多。人们一般认为白天天井高处的气温
高于低处的气温，而在夜间高处的气温低于低处的气温。
本文的测试结果发现，测点 6/7 和 8/9 在上午 11 点左右
出现下层气温高于上层气温的现象，结合实地观察，确定
是测点 7 和测点 9 受到屋檐的遮挡，而近地面处空气受到
太阳辐射的加热温度升高，导致逆温现象发生。在天井中
心布置一个测点，其测试结果是天井中不同位置动态接受
太阳辐射以及空气流动作用的综合结果。

图 5   天井不同测点垂直高度温差比较

3.4   民居内部风速
风速主要受到太阳辐射的影响，局部地区受热不均产

生水平方向的气流。利用风速仪测试了室内外不同位置处
的风速，测试结果发现，无论民居内部还是室外，白天风
速较大，而夜间则明显减小。室外最大风速为 1.80m/s，
发生在上午 10 点钟左右，白天平均风速为 0.95m/s。民居
内不同测点风速比较如图 5 所示。测试结果发现民居一层
房间内风速普遍大于对应阁楼风速，体现最明显的是厢房
测点 1 的最大风速、平均风速分别为 0.56m/s 和 0.18m/s，
大于阁楼测点14的最大风速0.12m/s以及平均风速0.03m/s。
对比图 2 显示的室内不同测点气温差别，本身阁楼的气温
高于一层民居，再加上平均最大风速只有一层民居风速的
1/4，这加剧了阁楼上的闷热感。

近地面处天井测点最大风速在 0.09~0.14m/s 范围内，
明显小于在 0.22~0.57m/s 范围内的首层民居室内风速，但
垂直距离地面 3 米处天井测点的风速大约为近地面处风速
的两倍，表明天井的确起到“拔风”的作用。通常人们认
为位于民居平面内的天井向天空开放，作为过渡空间实现
室内外空气交换和热量交换，白天天井与室外露天处的空
气存在一定的温差，降低了与天井相邻的户内空间温度。
通过分析测试结果，本文认为除了增强采光之外，天井的
主要作用是利用热压通风确定风的基本流动方向。天井内
部受到太阳辐射加热，其气温明显大于室内气温（图 2），
天井内空气产生向上浮升的动力，带动与天井相邻的房间
内空气进入天井底部补充，形成民居内部热压空气流动，
有利于产生阴凉感。对于可能产生的加热天井周围空气的
情况，可以减少天井的开口长宽，以及增大高宽比来减弱
不利影响。
3.5   围护结构温度

赣南民居的围护结构部分通常采用青砖空斗墙，墙体
内部设置空气夹层，而屋顶采用双坡式屋顶，“望砖”屋
面下部铺设木板作为天花。为说明围护结构对室内温度的
影响，首层民居分别测试了室内温度、墙体内外壁温、巷
道内气温，二层阁楼还测量了木制天花板温度。厢房测点
1 室内外气温及室内外壁温对比如图 6 所示，测点 1 室外
气温指的是通过窗口与厢房联通的巷道中距离墙面 0.5 米
远处的气温，而室外气温指的是白鹭村村落前面小广场距
墙面 5 米远处的气温。室内的气温全天小于巷道内气温，
最大差值不超过 1℃，厢房内气温主要受到巷道内气温的
影响。由于测试的民居所有门窗均为开启状态，同时一层
厢房内风速远大于二层阁楼的风速，导致室内温度紧随室
外气温而改变。一层民居白天室内气温均高于墙壁内表面
温度，最大温差 4.1℃，围护结构对室内环境起到降温的
作用。本测试的民居室内温度接近室外巷道温度，白天夏
季室内环境较为严酷，体现出营造民居微气候环境的重要
性。传统民居采用紧凑的街巷布局、山墙和屋檐的遮蔽，
减少太阳的直接照射，充分利用墙体和地面的蓄热作用，
降低巷道空气温度，实现改善室内环境的目的。

图 7   墙体表面温度变化

对比全天天井四周屋檐热成像照片发现，除清晨上下
屋檐的最高温度基本一致外，大部分时间下屋檐的温度高
于上屋檐温度。通过对民居的建筑测绘发现，上下层屋檐
与水平面的角度分别为 26.4º 和 20.5º，下层屋檐接受太阳
入射的角度更大，受太阳直接辐射的下层屋檐瓦片的温度
高于上层瓦片温度。通常人们认为天井中空气受到太阳辐图 6   不同测点风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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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温度高于巷道内气温，产生热压通风，实际上天井口
坡顶屋面受太阳辐射而加热壁面附近空气产生的浮升力也
需要予以考虑。

利用热成像仪于 7 月 7 日下午 14:30 拍摄的照片如图 
7 所示，拍摄位置在图 1 中以 A、B、C、D 标注。对比
最高温度的颜色可知，此时南面上屋檐的最高温度 64.5℃
大于北面屋檐的 55.8℃，这组温度也接近全天的最高温度。
对比下午 14:30 二层阁楼南面和北面的平均木制天花板温
度 32.4℃ 和 31.9℃，拱祥堂民居屋檐设置空气夹层分别
可以降温 32.1℃ 和 23.9℃。此时天花板内表面仅比室内
气温高 0.1-0.2℃，拱祥堂民居采用木板作为二层阁楼的天
花，比传统安徽、浙江民居的望板青瓦构造具有更好的隔
热效果。

图 8   房檐热成像照片

3.6   热舒适性分析
对于室内环境热舒适性的确定，通常有两种方法：一

种是 Fanger 提出的平均预测投票（PMV），另一种是 de 
Dear 提出的适应性模型。为突出多项因素指标对人体舒
适性的影响，本文选择 PMV 作为判断的理论依据。由于
常规的 PMV-PPD 模型是在空调环境下得出的，对于自然
通风建筑中预测结果偏大，这里采用对原模型乘以修正系
数 e 的方法以适应传统民居的热舒适状况。期望因子 e 根
据测试地区是否普及空调以及夏季炎热时间长短可以在
0.5~1 之间选择，本文期望值选择中等，期望因子取 0.7。
利用非空调房间的 PMV 修正模型，其中服装热阻取 0.5clo，
代谢率取 1.2met，计算得到的各测点 PMV 随时间变化如
图 8 所示。

图 9   不同测点平均预测投票对比

民居内各测点的 PMV 在 0~2.0 之间波动，天井、厅
堂、阁楼和厢房测点的最大值分别为 2.0，1.7，1.5，1.3。
天井作为民居室内与室外的过渡空间，中午时刻热环境较
为恶劣。选取 PMV 指标 +1 为标尺，小于该数值的最大时
长是厢房的 20 小时，只有下午的 6 个小时人有较热的感
觉，其他时段人感觉周围环境温度可以接受。尽管阁楼降

温速率较慢，低于微暖数值的时长也达到了 12 小时。据
当地村民反映，即便在白天最高温度达到 36℃，夜间民
居内也无需使用空调、电扇等电器，甚至还需要盖被。测
试结果中，厢房测点 1 在 PMV-PPD 指标推荐值在 -0.5-+0.5
之间的时长达到了 11 小时，也就是在此期间，仅仅在自
然通风条件下人体也处于最佳的热舒适状态，测试结果与
人们的主观感受一致。
4   结论

（1）测试结果发现二层阁楼的最高气温比一层厢房的
最高气温高 0.4℃，降温速率也低于厢房的降温速率。其
原因一方面是二层围护结构较底层围护结构更易接受太阳
辐射，其温度更高，另一方面平均空气流速仅为底层房间
风速的 1/4，通风换热能力较差。

（2）天井依靠巷道侧面开口处与天井内空气温差产生
热压通风，形成气流的基本流动方向为巷道 – 房间 – 天井，
室内温度分布受到通风换热和围护结构作用的双重影响，
而天井内主要受到太阳辐射的影响。

（3）对比同一时刻天井不同位置的温差在 0~1.4℃ 之
间。在接近室外最高气温时刻，室内温差最小而天井温差
最大；在室外最低气温时刻，室内温差最大而天井温差为 0。
天井内部空气受到太阳垂直入射加热产生浮升力，除此之
外，太阳时角变化导致与天井底部相邻部分空气也受到辐
射加热，热量的大小受到天井长宽和高宽比的影响。

（4）提出传统民居设计及控制策略：重视民居微气候
的营造，利用墙体和地面的蓄热能力，降低紧邻民居侧面
开口的巷道气温。在室外炎热的夏季，白天关闭门窗抑制
热量通过通风传递，夜晚开启门窗加强通风散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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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HVAC（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HVAC）系统是典型的非线性、强耦合、运行过程中受强
扰动影响的复杂系统，因其应用广泛、结构复杂及对建筑
能耗研究的重要意义，它的自动控制系统研究一直备受关
注 [1,2]。传统的 HVAC 系统采用 PID 对空调房间温湿度进
行控制，被控量容易产生超调甚至振荡，特别是对于温湿
度要求较高的空调环境，无法保障高等级的环境要求，从
而造成不必要的能耗。为解决上述问题，有学者对 HVAC
系统控制算法的改进进行了不同尝试，如文献 [3,4] 研究
了简化模型下 HVAC 系统的模糊控制，文献 [5] 利用遗传
算法整定 HVAC 系统中模糊控制器参数。这些研究均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但同时也反映出了一定的局限性。

自抗扰控制（active rejection disturbance control,ADRC）
算法是中科院韩京清先生 1998 年提出 [6]，现已逐渐显现出
优于其它控制算法的控制性能，特别是有很强的鲁棒性 [7]、
解耦能力 [8,9]，对非线性、强耦合、受强扰动的复杂不确
定系统有很好的控制能力 [10-12]。ADRC 的核心思想是利用
扩张状态观测器（the extended state observer，ESO）主动
地估计系统的总扰动（包含内部和外界的所有扰动），并
通过控制律及时消除它。最初的 ADRC 采用的是非线性

的 ESO 和非线性控制律，展现出了较强的鲁棒性和抗扰
能力。然而，该算法复杂的结构和参数整定制约了 ADRC
的发展。2001 年，Gao 将该控制器简化为线性自抗扰控制
（linear active rejection disturbance control，LADRC）[13]，不
仅简化了控制器的设计，而且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及抗干扰
能力，应用领域日益广泛。ADRC 用于复杂 HVAC 系统控
制的研究才刚起步，文献 [14] 将 ADRC 用于解耦之后的
变风量空调系统温度控制，文献 [15] 献将 ADRC 运用于
空调房间温度控制中，但其非线性控制器结构复杂，且参
数整定量大。

本文将具有强抗扰、自解耦且结构简单的 LADRC 用
于非线性、强耦合且受强扰动影响的复杂 HVAC 系统的
温度控制，建立空调房间、风机、热盘管、管道以及传感
器的物理模型，根据 HVAC 系统非线性、强耦合、受强
扰动等特点，设计该系统的 LADRC 方案，利用 Matlab/
Simulink 进行仿真实验，并将仿真结果与 PID 控制和积
分 -Fuzzy 控制算法比较。仿真结果表明，LADRC 在该系
统温度控制的调节时间和抗阶跃扰动能力明显优于 PID 控
制和积分 -Fuzzy 控制算法，为复杂 HVAC 系统的高精度
调节、抗强扰动和优化建筑节能控制提供理论依据。
1   HVAC 系统模型

考虑冬季空调系统温度控制的情形，控制场景为在出
现扰动情况下，通过调节空调机组内部盘管的供水，保持
房间内室温在 20℃。HVAC 系统模型主要包括空调房间、
风机、热盘管及温度传感器的模型，其结构框图见图 1。

通风空调房间温度自抗扰控制仿真研究
黄春娥，李春旺，马晓钧，梅玉婷，陈    程

（北京联合大学  生物化学工程学院，北京   100023）

［摘   要］HVAC 系统的温湿度控制对建筑能耗研究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冬季 HVAC 系统房间的温度控制，建立空
调房间、风机、热盘管以及传感器的物理模型，根据 HVAC 系统的非线性、强扰动等特点，选择对被控对象模型信息要求低、
强抗扰、控制结构相对固定和控制器参数易整定的线性自抗扰控制算法，提出 HVAC 系统房间温度的线性自抗扰控制方案，
利用 Matlab/Simulink 仿真环境进行仿真实验，并将仿真结果与经典的 PID 控制、积分 -Fuzzy 控制算法做比较。仿真结果表
明，线性自抗扰控制算法在调节时间、超调量以及受阶跃扰动的调节时间上明显优于 PID 控制和积分 -Fuzzy 控制算法。本
研究为有强扰动、要求精度高的空调系统控制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HVAC 系统；线性自抗扰控制；PID 控制；积分 -Fuzzy 控制；温度控制

Temperature Simulation Controlling of HVAC System Using Active-Rejection-
Disturbance-Control Algorithm 

Huang Chun-E, Li Chun-wang, Ma Xiao-jun, Mei Yu-ting, Chen Cheng
(College of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100023, China )   

［Abstract］HVAC system is significant to the energy efficiency in buildings. In this paper, temperature simulation controlling 
of HVAC system is studied in winter, the physical model of the zone, the fan, the heating coils and sensor are built. HVAC system 
is complex, including non-linear model, strong-disturbance influenced and so on, linear active-rejection-disturbance-control is an 
appreciate control algorithm which can adapt to less information, strong-disturbance influenced, and has relative-fixed structure and 
simple tuning process of the controller parameters. Active-rejection-disturbance-control of HVAC system is proposed, simulation in 
Matlab/Simulink was don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linear active-rejection-disturbance-control was priority to PID and integral-
fuzzy con-trollers in rising time, overshoot and response time of step disturbance. The study can provide fundamental basis for the 
control of the air-condition system with strong-disturbance and high-precision needed. 

［Keywords］HVAC system; Linear active-rejection-disturbance-control; PID control; Integral-Fuzzy control; temperatur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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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HVAC 结构框图

1.1   房间温度控制模型
本文以体积为 36m3 的典型实际房间为算例，房间内

人员负荷为 150W，灯光负荷为 500W。根据房间能量和
质量守恒方程，可得如下方程 [5]：

ρaCpaV        = maCpa(Ts-Tz)+KF(To-Tx)+q(t)                 （1）            

其中参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方程 (1) 中参数信息

参数 名称 单位

ρa 室内空气密度 kg/m3

Cpa 室内空气比定压热容 kJ/(kg·℃)
V 房间的体积 m3

Tz 房间空气的温度 ℃
ma 送入房间空气质量流率 kg/s
Ts 送风温度 ℃
K 房间与外墙传热系数 W/(m2·℃)
F 房间与外墙直接接触的传热面积 m2

To 室外空气温度 ℃
q(t) 房间设备和人员的冷负荷 W

对（1）式进行 Laplace 变换，可得房间的传递函数模
型如下：

Tz(s) = Gz(s)[λT(s)+γTo(s)+q(s)]                                             （2）

其中 Gz(s)=                                =                    ；λ =maCpa；
γ =KF。房间框图如图 2 所示。

图 2   房间框图

1.2   风机和传感器模型 [16]

考虑风机转动对空气温度的影响，一般会导致空气温
度增加 1~2℃，它的传递函数为一阶传递函数：

GF (s)=   

传感器用于检测房间的实际温度，提供给控制器用于
温度的控制，其传递函数为：

Gs (s)=   

1.3   热盘管的热平衡模型 [16]

本文中只考虑冬季加热的情况，热水在热盘管中流
动，通过传导和对流方式热盘管与流过盘管的空气进行热
交换，热空气被送入空调房间，达到调节空调房间空气温
度的目的。为了建立热盘管简化的热平衡模型，假设：（i）
通过盘管的水流量为常数；（ii）通过热盘管的空气温度
为常数。从而可以获得简化的热平衡方程：

Cah        =fswρwCpw(Twi-Two)+(UA)ah(To-Tco)+fsaρaCpa(Tm-Tco)   （3）

其中参数如表 2 所示。
表 2   方程（3）中参数信息

参数 名称 单位

Cah 热盘管的热容 kJ/C
Tco 通过热盘管的空气温度 ℃
fsw 盘管水流量 m3/s
ρw 水的密度 kg/ m3

Cpw 水热值 kJ/(kg·℃)
Twi 盘管进水的温度 ℃

(UA)ah 机组的传递影响因子 kJ/(s·C)
fsa 空气流量 m3/s
Tm 进入热盘管的空气温度 ℃

对（3）式进行 Laplace 变换，可得热盘管的传递函数
模型如下：

Tco(s)=GA(s)[αTwi(s)+(UA)ahTo(s)+βTm(s)]                     （4）

其中 GA(s)=                                 =                    。

同理可得加湿器的传递函数为：

Gp(s)=

本文 HVAC 系统模型中参数取值如表 3 所示。
表 3  HVAC 模型中的参数取值

Cah=4.5kJ/C Cpa =1.005kJ/(kg·℃) F =30m2

fsa =0.192m3/s Cpw =4.1868kJ/kg·℃ ρw =988kg/m3

ma =0.24kg/s K=2W/(m2·℃) ρa =1.25kg/m3

V =36m3 (UA)ah=0.04kJ/(s·C)

2   HVAC 系统温度控制方案
2.1  HVAC 温度控制的线性自抗扰控制方案

本文中选用三阶的 LADRC 来控制空调房间的温度，
其 ESO 表达式如下：

z1= z2+β1(-z1+y)+b0u
z2= β2(-z1+y)                            

其中有 u 和 y 分别为被控对象的输入和输出，β1 和 β2

是观测器增益，z1 和 z2 分别是对输出和系统总扰动的估计
量。二阶 LADRC 的控制律如下：

u  = (-z2+u0)/b0

u0= kp(Tr -z1)                            

本文中 LADRC 的框图如图 3 所示。
3.2   HVAC 系统温度的积分 -Fuzzy 控制方案

模糊控制器 [17] 自出现之后被广泛应用于许多实际系
统的控制中，本文设计的积分 -Fuzzy 控制器包括 Fuzzy 控
制器及误差的积分两个部分。

（1）Fuzzy 控制器的设计

dTz

dt

dTco

dt

1
ρaCpaVs+maCpa+KF

1
Cah s+[(UA)ah+β]

1
45.23s+60.24

1
4.5s+0.28

1
0.63s+0.21

1
s+1

1
s+1

（5）

（6）

{

{

·
·

新风

风机

排风

盘管

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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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s

gamma

lambda
TZG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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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AC 系统中 Fuzzy 控制器输入量为回风 Tz 与房间设
定温度 Tr 的误差 e 和误差的变化率 de/dt。温度误差 e ∈
[-2, 2](℃)，语言 e 的取值：{ 负大，负小，零，正小，正
大 }={NB, NS, ZE, PS, PB}, 隶属函数选择三角形；误差变
化率的范围 de/dt ∈ [-0.5, 0.5]，语言 de/dt 的取值：{ 负大，
负小，零，正小，正大 }={NB, NS, ZE, PS, PB}, 隶属函数
选择三角形；输出量 u 的取值：{ 关闭，小开，半开，大开，
全开 }={CB, CS, M, OS, OB}, 隶属函数选择梯形，它们的
隶属函数如表 4 所示。

表 4   Fuzzy 控制器输入输出的隶属函数

变量 隶属函数 变量 隶属函数

e de/dt

u

选用的模糊控制规则库如表 5 所示。
表 5   Fuzzy 控制器的规则表

u
e

NB NS ZE PS PB

de/dt

NB OB OB OB OS CB
NS OB OS OS M CB
ZE OB OS M CS CB
PS OB M CS CS CB
PB OB CS CS CS CB

（2）误差的积分
HVAC 系统控制中为了消除系统稳态误差，本文中加

入了误差的积分作为控制量的一部分，具体控制框图如图
5 所示。

图 5   HVAC 系统温度的积分 -Fuzzy 控制框图

2.3  HVAC 系统仿真实验 
本文假设室外温度为 0℃，房间设定温度为 20℃，

在 Matlab/Simulink 环境下搭建 HVAC 温度控制的 PID、
积分 -Fuzzy 控制和 LADRC 仿真模块，进行仿真实验。

HVAC 系统在稳定运行之后，受外界因素干扰，如门窗开
启导致室外冷空气进入房间等，假设在 t 为 500 秒时受取
值为 2 的阶跃扰动，观察控制器的抗扰动能力。根据经验
整定控制器参数如表 6 所示。

表 6   设置 HVAC 系统温度控制器参数

控制器 控制器参数

PID
kp ki kd

2.3 0.15 6

LADRC
b0 kp β1 β2

2.8 0.053 15 380

积分 -Fuzzy 控制
fkp fkd fki fp

2.20 0.70 0.20 0.5

仿真实验结果如图 5 所示。表 4 给出 HVAC 系统每
种控制方法仿真曲线的超调量、调节时间及受阶跃扰动的
调节时间。

图 6   HVAC 系统仿真曲线
表 7   HVAC 系统仿真曲线参数比较

控制方法 调节时间 /s 超调量 /℃ 受阶跃扰动的调节时间 /s

PID 240 1.04 180

积分 -Fuzzy 控制 340 0.27 235

LADRC 150 0 80

3   结论
在 HVAC 系统温度控制中，表 7 的 PID、积分 -Fuzzy

控制和 LADRC 三种算法仿真实验数据结果表明，LADRC
调节时间最短，且曲线平缓上升无超调；当系统在 500 秒
处受阶跃扰动时，LADRC 能在 80 秒内迅速回调，且回调
曲线无波动。LADRC 在 HVAC 系统温度控制中，表现出
反应迅速、强抗扰、高精度的能力，为复杂 HVAC 系统的
控制及建筑节能提供理论基础。

图 3   LADRC 框图 图 4   HVAC 系统温度的线性自抗扰控制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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