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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ＣＦＤ的多孔管热风数值模拟与设计方法
王新坤，许文博，赵坤，李俊红，许颖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１１程技术研究巾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针对目前温室热风采暖效率较低的现状，提出将多孔管应用于温室热风采暖的设计方
法．利用Ｐｒ０／Ｅ软件完成多孔管造型，应用ＦＩｕｅｎｔ ６．２软件并设置三维雷诺平均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
方程、ＲＮＧ ｋ一占紊流模型和ＳＩＭＰＬＥＣ算法对多孔管内部流扬进行了数值模拟．采用二分法搜索
原理、数值传热学理论、流体力学和逆递推法对多孔管热风采暖进行设计计算，并运用ＶＢ ６．０软
件对其进行编程计算，得到了多孔管滴灌器的流态指数为０．５０７，性能良好；当设定进、出口压力
分别为１０，０ ｋＰａ，进、出口温度分别为３００，２７８ Ｋ，边界壁面传热系数为０．０５５时，多孔管各出风

孔口温度值几乎不变，压力值沿多孔管产生压降，约为２００ Ｐａ．设计方法所得结果比数值模拟结
果略高，各出风孔１：２处压力值和温度值的设计曲线和模拟曲线趋势一致，且压力值和温度值的均
匀系数均大于０．８，满足多孔管热风流动均匀性的要求．
关键词：多孔管；温室采暖；逆递推法；数值模拟；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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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冬季生产需要消耗大量能量，能鼍利用效

型，应用前处理器Ｇａｍｂｉｔ生成网格．滴灌器尺寸较

率仅为４０％一５０％…．为此，选择一种合理且高效

小，内部流道结构复杂，且不规则，所以采用非结构

的温室采暖系统，可以促进生产、节约成本．与传统

化四面体网格划分计算区域．多孔管结构较为简单，

的热水采暖方式相比，热风采暖一次性投资小，安装

出风口处镶有滴灌器，整体划分网格数黾太大．为了

简单，在面积较小的温室内使用的热效率较高．利用

简化计算量，便于模拟，将多孔管和滴灌器分开进行

多孔管热系统进行热风采暖，加热空间在植物冠层

网格划分，且在出风口处进行网格局部加密处理．经

以下，相对整栋温室采暖而言，更加节约能源．

过前期计算校核，确定滴灌器模型网格总数在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多孔管的水力计算方面作

１．２×１０５左右，多孔管（不加入滴灌器）网格总数在

了大量的研究旧Ｊ，主要有：基于毛管水头线多段折

１．８×１０５左右，可得到稳定的计算结果．网格划分

线模型的水力特征量计算方法【３’４ Ｊ、应用计算机采

如图ｌ所示．

用进步法或退步法逆推逐步逼近的试算方法”Ｊ、中
孑Ｌ比法【６１和遗传算法＂１等．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本
文采用二分法和逆递推法对多孔管进行设计计算．
二分法是常用而高效的一种查找或搜索算法，可以
快速方便地寻找到需要计算的目标位置；逆递推法
可以从多孔管末端利用已知条件向进口处层层递

图１计算区域网格图

推，求出所需未知量．

Ｇｒｉｄ ｏｆ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ｉｇ．１

本研究采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对多孔管进行数值模
拟，计算多孔管内部的热风流动性能，分析其内部流

１．３计算方法

场，同时提出一种简便的多孔管热风流动设计方法

利用Ｆｌｕｅｎｔ ６．２进行数值模拟计算．选择分离

并使用辅助计算机程序ＶＢ ６．０快速、准确地计算，

式求解器，湍流模型为ＲＮＧ居一占模型，压力一速度

再将其计算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进行对比，以便为

耦合使用ＳＩＭＰＬＥＣ算法，动量方程、湍动能与耗散

今后温室多孔管热风采暖的设计、优化提供一定的

率输运方程的离散均采用二阶迎风格式，迭代过程

参考．

采用欠松弛因子进行调整旧】．在迭代过程中，通过
检测残差图和进出口流量变化情况来判断计算是否
收敛，松弛系数需要根据收敛情况作适当的调整，以

多孔管热风数值模拟

便满足要求∽Ｊ．
１．４控制方程

１．１基本参数
多孔管滴灌器选择屯河扁平滴头，材料为

对于多孔管热风环境这样带有传热的流动问

ＤＮＤＢ７１４９；流道形式为迷宫式流道，迷宫流道宽

题，从流体力学和传热学的一般原理方程上着手研

ｍｍ，进口处设有格栅，出口处设有消力池，具有

究，基本方程包括连续方程、ＲＮＧ ｋ一占方程和能量

０．８

消能的作用；滴灌器尺寸为３３

ｍｍ×７．９ ｍｍ×３．３

ｍｍ，滴灌器出口孔口直径ｄ为ｌ ｍｍ；多孔管长度厶
为１０

１７０

ｍｍ，进口直径Ｄ为１６ ｍｍ；滴灌器间距ｆ。

为３３０ ｍｍ，开口距第一个滴灌器的层巨离ｓ。为４５０
ｍｍ．滴灌器数目ｎ为３０；多孔管一端开口，另一端
封闭．
１．２网格划分
利用Ｐｒｏ／Ｅ软件对滴灌器和多孔管进行三维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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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
连续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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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相邻两孔口之问管段的压降较为均匀；温度值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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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ｏｔｋ＝ａ。＝１．３９，Ｃｌ。＝１．４２，

乎保持在２９９ Ｋ左右，与进Ｕ温度近似，故可认为在
多孔管热风流动中，温度损失几乎呵以忽略不计．
３

多子Ｌ管热风流体力学计算

ｃ２。＝１．６８，叼ｏ＝４．３７７，ｐ＝０．０１２．
能量守恒方程为

３．１热风流动特点

幽ｃｇｔ＋ｄｉＶ（ｐＵＴ）＝ｄｉＶ（等ｇｒａ叫＋ＳＴ，

效应、膨胀功与摩擦功相等的特殊性质，所以在计算

由于气体具有特殊的黏温特性、焦耳一汤姆逊
（４）

式中ｃ为比热容；Ｔ为温度；Ｋ为流体的传热系数；Ｓ，
为流体的内热源及由于黏性作用流体机械能转换为
热能的部分．简称黏性耗散项ｉ１０】．

方法上必须采取特殊处理手段．
（１）输气多孔管单位长度的压降和摩阻损失不
是常数，随压力的变化而变化；
（２）输气多孑Ｌ管的温降计算，由于其膨胀功与
摩擦功相等，因此不考虑摩阻损失的增温作用；

２

模拟结果及其分析

（３）在压降计算中，高差与摩阻损失不是独立
因素，两者互为因果，且都会影响压降的大小．

对滴灌器边界条件进行设置．气体进口温度为
３００

３．２计算内容

Ｋ，出口温度为２７８ Ｋ，进口压力在ｌ一１０ ｋＰａ范

以一条带有迷宫流道滴灌器的多孔管作为热风

围内，出口压力为０ ｋＰａ，得到滴灌器流量一压力变

流动计算对象，通过分析滴灌器的流量一压力关系，

化曲线，见图２．图２中ｇ耐为滴灌器质量流量，Ｐ；为

设置适当的多孔管进口压力和进口温度，从而推导

压力值．

出各个滴灌器的压力、温度和流量值．通过计算均匀
系数来检验多孔管热风流动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３．３基本计算公式
滴灌器质量流量为
ｑ耐＝印；，

（５）

达西摩阻系数¨２１公式为

去一·ｇ（警＋器），
图２
Ｆｉｇ．２

滴灌器流量一压力曲线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ｌｕｘ ｏｆ ｅｍｉｔｔｅｒ ｃｕｒｖｅ

由此得到流量一压力计算式为ｑ耐＝５×
１０一菇０‘蜘．流态指数为０．５０７，具有较好的消能效
果一¨，且由于气体在滴灌器内运动剧烈，通过时间
很短，温度变化不明显，基本保持在３００ Ｋ左右，故
可忽略温度的变化．

㈩

多孔管沿程压力损失公式¨３１为

卸ｉ：塑娑旦掣×ｓｉ，（７）
卸ｉ。—瓦萨舯ｔ’（７）

多孔管各管段压力值为
Ｐｉ＝Ｐ¨＋△以，

（８）

多孔管各管段质量流量值为
ｑ“＝ｑ。（¨）＋ｑ二（Ｈ），

（９）

多孔管各管段温度值。１３１计算为

对多孔管设置边界条件：进口温度为３００ Ｋ，出
口温度为２７８ Ｋ，进口压力为１０ ｋＰａ．需要采用较好

挚．０２３Ｒｅｏ·８ ｐｒｏ ３订协ｉ（ｋ一正）＝

的保温材料对多孔管进行保温处理，暂取塑料传热
（１０）

系数为模拟参数，边界壁瞬传热系数设为０．０５５，壁

÷竹Ｄ２ｐ。Ⅱｒｃ（Ｉ一。一ｔ）．

面外温度为２７８ Ｋ．可以得出各出风口处压力值和

以上式中口耐为滴灌器质量流量，ｋｇ／ｓ；ｑ＂为末端孔

温度值，见图３．

口滴灌器质量流量，ｋｇ／ｓ；ｋ为滴灌器流量系数；ｐ。为

由图３可知，多孔管压力变化较为明显，从进口

各滴灌器的压力值，Ｐａ；ｘ为滴灌器流态指数；Ａ为达

到出口处压力变化近２００ Ｐａ，且压力值呈递减趋势；

西摩阻系数；ｎ为管道的绝对粗糙度，ｍｍ；Ｄ为多孔

万方数据

管直径，ｍｍ；Ｔ为实际温度值，Ｋ；ｐ为实际压力值，

计算机语言编程进行计算，得出压力值和温度值，其

Ｐａ；ｓｊ为滴灌问距，ｍｍ；ｑ。为实际流琏值，ｋｇ／ｓ；￡为

中系数取值Ｚ＝ｌ，Ａｆ＝０．０５５，ｃ＝１．４１２，Ｐｒｆ－

多孔管长度，ｍｍ；Ｐ。，７＂ｏ，Ｐ。各为标准状态下气体的

０．７．数值模拟结果与设计计算结果对照见图３．

压力、温度和密度；Ｚ为压缩因子；Ａ，为导热系数；

尺ｅ，为雷诺数；Ｐｒ，为普朗特数；％为管壁温度；Ⅱ，为
气体流速．
３．４计算步骤
这里不考虑坡降的影响．首先确定已知条件，然
后依次从末端滴灌器处向进口处递推，完成整条多
孔管的压力、温度和流馈的计算【Ｉ

４。．

（１）确定已知条件：多孔管进口温度正。，进口
图３多孔管压力与温度曲线

压力Ｐ∽长度￡，滴灌器间距Ｚ。，人口距第１个滴灌器
Ｆｉｇ．３

的距离ｓ¨滴灌器质量流营指数ｋ和流态指数戈．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ｌａｔｅｒａｌ

由图３可知，由于进口压力为１０ ｋＰａ，气体在多

（３）由式（５）计算末端滴灌器质量流量，并设
２

Ｏｉｌ

ｃｕｒｖｅ ｏｉｌ

（２）设Ｐ’＝Ｐ．ｎ’Ｐ”＝０，则Ｐｏ＝（Ｐ’４－Ｐ”）／２．

ｑ。ｌ

Ｂａｓｅｄ

孔管内的运动速度较快，每经过一处滴灌器即损失

ｑ’柚．

（４）由式（６），（７）计算Ａ和末端两滴灌器间管
段的压降△ｐ；．

掉一部分压力，曲线呈下降趋势；在不考虑多孔管内
外气流温度影响的前提下，压力损失几乎可以忽略
不计；气体温度受多孔管内气体互相作用力和较高

（５）由式（８），（９）分别计算Ｐ．，ｑ。．，ｑ砣．
（６）重复步骤（２）一（５），由多孔管末端向进口
递推，可计算所有滴灌器的压力值Ｐｉ和流垣值ｑ。．
（７）由式（１０）可推得各滴灌器处温度值ｔ．
（８）若ｐ，ｎ—Ｐ讯≤占，则计算结束．否则，若ｐ：。＜
Ｐ¨令Ｐ”＝Ｐ。；若Ｐ二＞Ｐ¨令Ｐ’＝Ｐｏ，重复（２）一（８）

压力的影响下，温度沿运动方向呈递减趋势，温降不
明显．经校核，压力、温度均匀系数均大于０．８，符合
要求‘１
４

２】．

结论

的步骤．其中占为设定的计算精度．
３．５

校

通过对多孔管热风流动数值模拟和设计计算，

验

利用均匀系数校验压力、流量和温度控制指标．

得到以下结论：
（１）得到滴灌器流鼍一压力关系式，流态指数

均匀系数不应低于Ｏ．８．式（１１），（１２）为均匀系数

较好，流鲢系数较低，在保证进口压力和温度恒定的

计算公式：

＿
一
一
ｃ叩：ｌ一竺ｃ岬。：ｌ一墼ｃ∥ｌ一掣，
ｃ叩＝ｌ＿ｊ
ｃ岬。＝ｌ一芒ｃ。ｒ＝ｌ一警，
Ｐ

ｑ。

作物采暖的基本要求．

ｌ

（２）对多孔管热风流动进行数值模拟，单条多

（１１）

Ａｐ＝ｉ１∑Ｉ

情况下，－日ｒ以得到较好的出口压力和温度，满足温室

孔管设置目标流量，分别求得压力和温度的曲线图，
由多孔管内热风流动特性可知，多孔管沿程压降和

Ｐ‘一ｐ Ｉ Ａｑ。＝

温降较小，且整条多孔管的温度和压力较为均匀．各

÷∑ｌ ｇ“一ｇ。Ｉ△ｎ

出风孔口压力值与温度值和进口处相比基本保持不
变．

｛宝ｌ

Ｉ矧，

（１２）

（３）通过理论公式推导，设计出了多孑Ｌ管热风
流动的计算方法，并用ＶＢ ６．０编程计算．由计算结

以上式中ｃ。为多孔管均匀系数；△ｐ，△ｇ。，△７１为压

果町知，计算值与进口处压力值和温度值十分接近，

力、流量和温度平均偏差；ｐｉ，ｑ而，Ｉ为压力、流酵和

损失较小，效率较高．

温度计算值；ｐ，ｑ。，Ｔ为压力、流量和温度平均值．

（４）利用多孔管进行温室热风采暖，可以有效

３．６计算结果与分析
本算例以多孔管斌本参数为条件，采用Ｖ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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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能源，对爷能减排具有承要意义．本研究为今后
６．０

多孔管热风温窀采暖的深入研究，可在基础理论依

［９］

据上提供参考．

王福军，王文娥．滴头流道ＣＦＤ分析的研究进展与
问题［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６，２２（７）：１８８—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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