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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性热作用下
相变材料内部相变传热特征实验研究
冉茂宇，赵红利( 华侨大学 建筑学院，厦门 361021)

［摘 要］ 为了揭示周期性热作用下相变材料内部相变传热特征，为建筑外表相变隔热设计和计算提供支撑，本文设计
制作了能模拟太阳运行、提供周期性加热的装置，并将正 18 烷封装于塑料圆桶容器中，使容器底部和侧面绝热，制作了测试试
件。利用热电偶和巡检仪自动记录了周期性热作用下相变材料内部各层温度的变化。测试结果表明，在稳定周期性热作用
下，材料内部相变传热特征主要可表述为: 1) 材料在非稳态周期性相变传热阶段，各层温度在达到相变温度点之前，温度变化
明显; 相界面会随着周期性加热次数的增加间断性地向内部扩展; 温度平均值和振幅值向稳态周期性相变传热时的平均值和
振幅值靠近。2) 材料在稳态周期性相变传热阶段，内部各点温度也表现出与外界热作用等周期性变化，温度振幅从外到内依
次减小。这与发生在固体中的周期性传热特性类似。但材料内温度变化呈现折转现象，在温度明显升高前出现等温滞后，在
温度降低时会出现等温冷却。这与发生在固体中的传热现象有很大的区别。3) 材料在稳定周期性热作用下，内部不会出现
多个相界面共存现象。4) 空气流速对相变材料中温度振幅和相界面移动速率都有较大影响，提高空气流速可以降低温度振
幅和减慢相变进程。这意味着当相变材料用于建筑外表进行相变隔热时，可以通过组织自然通风减少其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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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hase Change Heat Transfer in PCM with
Outside Periodic Heating and Cooling
RAN Mao-yu，ZHAO Hong-li( School of Architecture，Huaqiao University，Xiamen 361021，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reveal the phase change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in PCM with outside steady periodic heating and
cooling，and provide some suports for thermal insulation of building skin with PCM，an apparatus which can simulate the sun running
and provide periodic heating was designed and made in this paper; a test specimen was also fabricated by encapsulating the octadecane
into a plastic circular container with its bottom and side thermal insulation． The temperature variations of each layer in the PCM were
automatically recorded by thermocouples and instrument during the steady periodic heating and cooling process．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hase change heat transfer in PCM can be mainly described as followings: 1) at the unsteady periodic phase
change stage，the temperature of each layer in PCM changes obviously before it reach es the phase transformation point; the phase
change interface movies intermittently from outside to inside with the increase of times of periodical heating and cooling; the value of
average temperature and temperature amplitude in PCM changes gradually closing to the value of that at the steady periodic phase
change stage． 2) at the steady periodic phase change stage，the temperature of each layer in PCM changes periodically with the same
period of outside heating and cooling; the temperature amplitude in PCM decreases from outside to inside． Those are similar to that
occurred in solid． However，the temperature changes with folding phenomena; the isothermal lag occurs before temperature obviously
rising and isothermal cooling occurs during temperature dropping． This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ccurred in solid． 3 ) with outside
steady periodic heating and cooling，multiple phase change interfaces will not happened in PCM． 4) The air velocity has great influence
on the temperature amplitude and the moving rate of the phase change interface，increasing the air flow rate can reduce the temperature
amplitude and slow the phase change process． This means that when the PCM is used in the exterior skin of building to prevent the solar
heating，its dosage can be reduced by the organization of natural vent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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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相变材料( phase change material，PCM) 是指在

一个相对稳定的温度下发生物态转变能吸收或释放

大量潜热的材料。它具有良好的热能保存和热缓冲

器的作用，在能源、航天、军事、农业、化工、冶金等领

域得到广泛研究［1］。近 20 年来，随着能源匮乏和建

筑节能受到重视，在建筑中利用相变材料也得到了

持续关注和极大发展［2］。相变材料在建筑中有多

种用途，可以用来进行主动式储热储冷，减小采暖空

调设备容量，对电力起到“削峰填谷”作用［3-5］; 可以

用于寒冷地区吸收太阳能，实现被动式采暖，抑制室

内温度波动，提高室内热舒适度［6-11］; 可以用于围护

结构中，增加热惰性，衰减室外温度波动［12-15］; 还可

以用于炎热地区建筑外表防热，对气候进行缓冲，实

现建筑轻质隔热［16-18］。然而，无论是在建筑领域中

利用相变材料，还是在其他领域中利用相变材料，相

变材料所受到的热冷作用大多是外界周期性热冷作

用，而据现有文献看来，尚未见到周期性热作用下相

变传热的实测研究。早期文献［19］基于温度的误

差函数分布假设，导出了恒温边界条件下固—液相

界面位置随时间移动的理论关系。冉茂宇曾用拉普

拉斯变换导出了恒温边界条件下固—液相界面移动

速率随时间的变化关系，得出相变速率随时间推移

而减小的结论［20］。林辉，等利用数值计算和实测方

法研究了恒热流边界条件下相变传热过程，指出相

变速率随时间推移而增加［21］。关于变温边界条件

或第 3 类边界条件下相变传热研究，目前的文献无

例外都是基于数值计算方法而进行的［22-25］。在数

值计算方法中，依能量方程中比热的处理可分为焓

法、显热容法或等效热容法，而计算结果也因处理方

法不同有所差异。周期性热作用下相变材料内部相

变传热有哪些特征是需要明确的重要课题，而究竟

用哪种方法来处理能量方程中比热参数较为合理也

需要实验验证。本文的目的之一是在创建稳定的周

期性热作用条件基础上，对周期性热作用下相变材

料内部温度变化进行测试，以揭示周期性热作用下

材料内部相变传热特征，明确材料内部温度变化和

相界面移动规律; 目的之二是为变温第 3 类边界条

件下相变传热数值计算中比热处理方法的选用提供

实验依据，进而为建筑外表相变隔热设计和计算提

供支撑，也可供其他相关研究参考。

2 周期性热作用装置及其性能

笔者自行设计和制作了能模拟太阳运行、提供

周期性加热的装置，如图 1a 所示。将试件 6 置于图

1 中旋转臂中间位置，设置控制器运行周期和运行

圈数，启动装置，模拟灯便东升西落模拟太阳运行、
周期性加热被测试件。调整支撑架倾斜度可以模拟

任意时节太阳赤纬角，调整模拟灯罩口与试件上表

之间的距离 L，可以调节灯的辐射加热大小。太阳

模拟灯是由旋转抛物面灯罩和金属卤化物灯组成，

旋转抛物面灯罩口直径 0. 4 mm，焦距为 0. 196 m。
为了提高模拟灯辐射加热均匀性，采用内锥半球壳

反射体遮挡中心辐射，同时提高灯罩非中心区域的

辐射能力，如图 1b 所示。

图 1 周期性加热装置及太阳模拟灯

图 2 示出了模拟灯距试件不同距离 L 处垂直照

射试件上表面形成的光斑辐射能流分布。在距离 L
为 1. 126 m 条件下，辐射光斑直径小于 0. 16 m 范围

内，辐射能流分布均匀，相对误差为 0. 057%。图 3
示出了距离 L 为 0. 58 m 和 1. 126 m 模拟灯运转时

在试件水平面上产生的辐射强度变化。图 3 显示，

水平面受到的辐射强度随模拟灯运转符合余弦变化

规律。由此可知，周期性加热装置具有良好的周期

性加热性能。

图 2 太阳灯辐射光斑能流密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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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模拟灯运转时水平面辐射强度变化

3 相变材料及试件制作

有机石蜡正 18 烷是适于建筑用的相变材料，其

相变温度范围为 27 ～ 28. 5 ℃，相变热焓在 242. 67
～ 243. 6 kJ /kg 之间，其具有无毒、无腐蚀、多次热循

环试验后仍能保持优良的的相变性能。本文选用其

作为相变材料进行测试，以便进行后续的理论分析

和计算模拟。试件制作时，先用聚乙烯泡沫切割成

底座和保温圆环筒。底座尺寸为 439 mm ( 长) ×
439 mm( 宽) × 350 mm( 高) ，保温圆环筒高 56 mm，

外直径 439 mm，内直径 138 mm。将保温圆环筒叠

加在底座泡沫上，形成试件绝热体。后将装有正 18
烷的塑料圆桶嵌入到绝热体中，形成完整的被加热

试件，如图 4a 所示。相变材料的盛装及测温热电偶

布置见图 4b。用壁厚为 2 mm 透明塑料圆桶制成盛

装容器，容器外直径 136 mm，内直径 132 mm。容器

顶面是厚 0. 2 mm 的镀锌铁皮圆片，铁皮圆片通过

强力粘胶剂与圆桶壁粘接。在铁皮圆片与圆桶壁粘

接前，先布置和固定测温热电偶。沿塑料圆桶高度

打小孔，将热电偶端头固定在细铁丝上，细铁丝和热

电偶穿过小孔并胶结在圆桶壁上，这样可保证热电

偶线在圆筒内部平直以及容器的密封性。1#热电偶

用于测试室内空气温度，在图 4b 中没有标示出来，2
#热电偶贴于顶面铁皮圆片上表面，位于圆片中心，

其他热电偶位于相变材料中。为了观察热量向材料

内部传递是否均匀，在同一高度层布置了 2 对热电

偶，分别是 5#和 6#、8#和 9#。盛装正 18 烷相变材料

时，先将其加热至液态，然后从预留的壁孔处注入，

直至气泡全部排除。确保液态相变材料在容器中无

渗漏。冷却相变材料，将盛装容器放入泡沫绝热体

中，用铝箔剪出中心圆口，贴盖在泡沫绝热体上，完

成试件制作和位置安装。

图 4 试件及热电偶布置固定

4 测试方法与实测工况

将制作好的试件放置到周期性热作用装置下，

调节模拟灯使灯罩口距试件表面距离为 1. 126 m。
将热电偶接入热工巡检仪进行温度监测。用室内气

候仪监测试件附近气温和空气流速。热工巡检仪和

室内气候仪布置及现场实测见图 5。

图 5 监测仪器布置及测试现场

测试工况是在稳定周期性热作用下进行的，包

括工况Ⅰ—材料非稳态周期性相变传热、Ⅱ—材料

稳态周期性相变传热、Ⅲ—风速对材料稳态周期性

相变传热的影响。稳定周期性热作用是这样实现

的: 室内气温用空调维持在 25 ℃附近; 稳定的热作

用周期设置为 24 h，太阳模拟灯在试件上半空间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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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时，定时控制器接通电路，模拟灯通电，辐射加热

试件表面; 而在试件下半空间运转时，定时控制器断

开电路，试件表面不受辐射加热自然冷却。图 6 示

出了对应于工况Ⅰ的周期性热作用条件。工况Ⅱ和

工况Ⅲ的辐射加热强度与工况Ⅰ相同，只是室内气

温波动稍有不同，参见图 8 和图 9 中气温变化。测

试期间，房间门窗关闭，设置热工巡检仪和室内气候

仪每隔 20 min 自动记录 1 次。实测工况Ⅰ和工况

Ⅱ的风速是室内自然风速，平均值分别为 0. 068 m /
s 和 0. 062 4 m /s; 工况Ⅲ的风速是在离试件适当距

离处使用风扇吹送水平气流，平均风速为 0. 957 5
m /s。

图 6 工况Ⅰ试件表面周期性加热与冷却条件

5 实测结果及其分析

图 7 是工况Ⅰ的实测结果。从图 7 可以看出，

在稳定的周期性热作用条件下，材料内温度变化呈

现以下温度变化特征: 1) 各层温度从固相初始温度

迅速上升，在未达到相变温度点之前，温度变化随时

间推移一直处于上升状况，上升到相变温度点时，出

现平缓现象。这是因为，在材料达到相变温度点之

前，依靠固相导热获得显热，因此温度升高表现显

著。固相温度上升到相变温度点时，材料吸收的热

量用于相转变表现为潜热，故而温度变化平缓。2 )

材料层发生固—液相变是从外到内依次进行的，接

近表层的材料较先发生固—液相变( 2#和 3#在第 1
个周期就发生了相变) ，远离表层的材料较后发生

固—液相变 ( 11 #在第 4 个 周 期 才 出 现 明 显 的 相

变) ，即材料层发生固—液相变从外到内间断性扩

展。这是因为，在各层温度达到稳态周期性变化之

前，试件在一个周期内受热时得到的热量总是大于

冷却时散失的热量，获得的净热量从表层向内层传

入，只有接近表层的材料发生固—液相变后，才能将

热量进一步传给内层，故而固—液相变向内层间断

性扩展。3) 材料层发生相变液化后，受热温度会再

次迅速上升，受冷温度会迅速下降，但冷至相变温度

点时，温度下降平缓变化。这是因为材料处于液相

时，受热或受冷时表现的都是显热，故而温度变化明

显; 当材料冷至相变温度点时，冷量表现为潜热，故

而温度变 化 再 次 呈 现 平 缓 现 象。4 ) 材 料 层 发 生

固—液相变后，温度变化呈明显的周期性，温度曲线

呈现显著折转性，且随热作用周期数增加，温度振幅

值和周期平均温度值逐渐增大并向稳态周期性变化

之值靠近。这是因为，在各层温度达到稳态周期性

变化之前，材料层受热大于受冷，因此，周期平均温

度和振幅会逐渐升高; 又由于材料处于液相时受热

或受冷表现为显热，所以温度变化明显，周期性变化

得以凸显。温度曲线呈现折转性，是因为材料层在

受冷时，最低温度降到了相变温度点，温度曲线呈平

缓变化，而当在下一周期受热为潜热时温度变化仍

不会明显，但受热为显热时温度变化迅速上升，故而

温度曲线呈现显著折转性。

图 7 工况Ⅰ—材料层非稳态周期性相变传热温度变化

图 8 是工况Ⅱ的实测结果，它是工况Ⅰ经多次

周期性热作用后达到稳态周期性相变传热的状况。
从图 8 可以看出，当材料层达到稳态周期性相变传

热后，存在着以下相变传热特征: 1 ) 材料内各层温

度也表现出周期性变化，其周期与外部热作用周期

相同; 材料内各层温度振幅从外到内依次减小，仍然

表现出对外部温度波的衰减作用。这一特征与固态

材料中温度周期性变化和振幅衰减类同。2 ) 材料

内各层温度变化曲线不再总是光滑连续，而是部分

出现平直折转。材料层在受热温度明显升高前温度

变化表现平直，而在受冷温度明显下降后温度变化

再次出现平直。平直变化的温度值处于相变温度点

附近。这一温度变化特征与固态材料中温度光滑连

续变化有明显区别。3) 材料在受热温升阶段，温度

变化表现出从外到内等温滞后再依次升高的特性;

材料在受冷温降阶段，温度变化表现出从外到内依

73



建 筑 科 学 第 29 卷

次降低后再等温冷却。这与固体材料中非等温滞后

和非等温冷却又有很大的区别。这是因为，在升温

阶段，热量总是从外向内依次传递，外层材料较先获

得热量较先发生相变，内层材料较后获得热量较后

相变。另外，在升温阶段，外层温度总是高于内层温

度，外层处于内层之上，液态材料不易发生对流混

合，内层相变和温升的滞后故而明显。在受冷阶段，

外层较先受到冷却，当出现上层温度低于下层温度

时，液态材料发生对流混合会阻止上层温度继续下

降，从而导致等温下降现象。4) 在稳态周期性热作

用下，材料内部不会出现多个相界面情况。这是因

为，在温升时相界面向内层移动，在外层形成液相

区，在内层形成两相区或固相区，而在冷却时外层液

相区会出现等温冷却，外层温度不会出现明显低于

内层温度的情况，直至液态材料全部变成固相后，才

会出现外层温度明显低于内层温度。因此，在材料

内部不会出现多个相界面情况。

图 8 工况Ⅱ—材料层稳态周期性相变传热温度变化

图 9 是工况Ⅲ实测结果。对比图 8 和图 9 中相

同测点温度变化曲线，不难发现工况Ⅲ的风速提高，

既降低了材料各层的平均温度( 例如，4#热电偶在

图 8 中平均温度为 33. 9 ℃左右，而在图 9 中其值为

33. 3 ℃左右) ，也降低了材料内部各层温度的周期

性振幅( 例如，4#热电偶在图 8 中最高温度为 46 ℃
左右，而在图 9 中其值为 37 ℃左右) ，还降低了相界

面在材料中的移动速率( 例如，在图 8 中，11#测点

开始明显温升比 3#测点滞后约为 200 min，而在图 9
中此滞后时间约为 300 min) 。这是因为，在稳定的

周期性热作用下，试件外表所受到的周期性热作用

可以用稳定的周期性综合温度 tz = ta + ρI /αe 表示，

其中 ta 为空气温度，I 为辐射加热强度，ρ 为试件表

面对辐射的吸收系数，αe 为试件表面与空气之间的

换热系数。综合温度平均值为珋t z =珋t a + ρ珋I /αe，当空

气流速增加时，换热系数 αe 增加，因此综合温度平

均值珋t z 将减小，这导致材料内部达到稳定周期性相

变传热时，周期平均温度值减小。由于在本文实测

工况下，空气温度 ta 波动相对于辐射当量温度 ρI /
αe 波动很小，综合温度 tz 的振幅近似为 Az = ρ( Imax
－珋I) /αe，其中 Imax为试件表面受到的最大辐射加热

强度，珋I 为试件表面受到的平均辐射强度。由此可

知，当空气流速增加时，换热系数 αe 增加，同样导致

综合温度振幅值 Az 减小，故而材料内部达到稳定周

期性相变传热时振幅相应变小。由此可推知，在建

筑外表利用相变材料进行隔热( 例如在屋面) ，自然

风速大的地区更有优势，可以用相变温度较低的材

料，材料用量也会减少。另外，采取遮阳措施阻隔太

阳辐射或使用吸收系数小的反射材料，同样可以减

弱综合温度振幅和平均温度，对于相变隔热是最为

行之有效的办法。

图 9 工况Ⅲ—风速提高后

材料层稳态周期性相变传热温度变化

6 主要结论

本文设计制造了模拟太阳运行的周期性热作用

装置，并用其对周期性热作用下相变材料的相变传

热特征进行了实验研究。实测数据表明，在稳定周

期性热作用下，相变材料相变传热特征与传统固态

材料有着显著的区别，也与恒温或恒热流边界条件

下的相变传热有很大差别，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

点: 1) 材料在非稳态周期性相变传热阶段，各层温

度在达到相变温度点之前，温度变化明显; 相变界面

随着周期数的增加从外向内逐渐扩展，材料中各层

平均温度和温度振幅随周期数增加向稳态周期性相

变时的平均温度和振幅靠近。2 ) 当达到稳态周期

性相变时，材料层内部各点温度也表现出等周期性

变化，温度振幅从外到内依次减小，但材料层温度变

化会出现平直折转现象，在温升阶段会出现等温滞

后温升，在冷却阶段会出现等温冷却。3) 在稳定周

( 下转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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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性热作用下，材料内部不会出现多个相界面共存

现象。4) 风速对周期性相变传热有很大影响，减弱

周期性热作用综合温度，可以降低相变材料内部各

层温度振幅和周期平均温度，有助于减少相变隔热

相变材料的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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