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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水性微结构表面的抗结冰特性仿真研究
胡超，白清顺，白锦轩，张庆春
（哈尔滨工业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哈尔滨 150001）
摘

要：目的 探究不同形状微结构表面的疏水、抗结冰特性，以及两者间的关系。方法 基于有限体

积法对液滴滴落至微结构表面的浸润和凝结过程进行仿真探究。首先建立了具有不同形状微沟槽表面
的仿真模型，然后分析了不同微结构表面的疏水特性差异，最后根据不同微结构表面的水滴滴落凝结
行为及内部流场的仿真研究，获得了微结构表面疏水性和疏冰性关系，揭示疏冰性产生的原因。结果 矩
形微结构表面液滴的接触角为 109°，表现出疏水特性。锯齿形微结构表面液滴的接触角为 162°，表现
出超疏水特性。液滴在锯齿形微结构表面上 20 ms 后凝结率低于 2%，抗结冰能力最强。普通表面上
的液滴凝结率为 4%，低于矩形表面上的 6%。对比矩形表面与普通表面上的液滴凝结过程，矩形表面
上液滴内部湍流动能是普通表面上液滴的 5 倍，经过 20 ms 后，普通表面上液滴近壁面温度下降 30 K，
同时矩形微结构表面上液滴近壁面温度仅下降 10 K。结论 具有微结构的表面能表现出疏水性，这种疏
水性对抗结冰特性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降低了液滴初期的凝结速度，另一方面加快了液滴在底层形
成稳定冰层后的凝结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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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hydrophobe and anti-icing character of surfaces with different micro-structures and

the link between the two characters. Methods Based on FVM, simulations of the progress including water-drop falling onto the
surface were done till its solidification. Firstly the model of surfaces with different micro-structures was established. Secondl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hydrophobe of those surfaces were analyzed. Lastly,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t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condensation progress on the surface with different micro-structu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ydrophobe and the anti-icing character was obtained and the reason of anti-icing character forming was disclosed. Results Contact angle of rect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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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tructured surface was 109°, presenting hydrophobic character, while the contact angle was 162° on the zigzag micro-structured surface, presenting super-hydrophobic character. The condensation ratio of the droplets on zigzag micro-structured surface was lower than 2% after 20 ms, showing the best anti-icing character. The condensation ratio of normal
surface was 4%, smaller than that of rectangle surface, which was 6%. Comparing the condensation progress of rectangle and
normal surface, the turbulent force of the droplets on rectangle micro-structured surface was five times than that of normal surface. And after 20 ms, the temperature near the micro-structured wall reduced by 10 K, while it reduced by 30 K near the normal
wall. Conclusion The micro-structured surface has the hydrophobic character. The hydrophobicity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anti-icing character. It can slow down the condensation speed on the initial stage.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accelerate condensation speed after stable ice layer forms at the bottom of the droplet.
KEY WORDS: micro-structured surface; hydrophobic; anti-icing; condensation rate; FVM; FLUENT

覆冰灾害会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输电线上的

林等 [9] 通过阳极氧化铝模板灌注法制备了高分子

覆冰会压断电线，影响正常的生产工作，同时威胁

纳米管阵列表面，实验证明了这种具有纳米级微结

[1]

到人身安全 。在航空领域，覆冰会增加机翼阻力，

构的表面具有较好的疏水性，同时对这种疏水性表

影响空速表等传感器的正常使用。此外，在极地等

面上冰的附着力进行了测量，发现在由聚四氟乙烯

极端恶劣环境，覆冰会严重影响各类暴露在室外的

制成的超疏水表面上，冰的粘附力大幅下降。美国

仪器的正常使用。目前，人们主要采用涂覆防冰涂

哈佛大学 Lidiya Mishchenko 等 [10]通过在低温下将

料的方法来防止覆冰及通过加热来除冰，但该方法

液滴滴至超疏水表面、疏水表面、亲水表面上，记

的有效时间短且价格昂贵，同时消耗大量能量，并

录并对比液滴凝结时间，发现在疏水性表面上液滴

[2]

且加热对机械结构的影响无法预知 。因此需要一

的扩散面积大，凝结时间长。T. Bharathidasan 等 [11]

种新型防冰材料来弥补传统防冰方法的缺陷。

使用不同的涂层修饰表面，并通过实验证明了具有

自德国植物学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首先发现荷

微米级微结构的表面上冰的附着力低于普通表面。

叶表面有极强的疏水性以来，科学家已能解释荷叶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Daniel Iacovetta 等 [12]通过复合

自清洁性能的成因。研究表明，“荷叶效应”主要源

镀的方法制备了 Ni-PTFE 表面，在这种拥有较低

[3]

自于其表面微米级锯齿状微结构 。而 20 世纪 90

表面能的表面上观察到了疏水及疏冰现象。这种利

年代后，随着 STM 等新检测手段的兴起，科学家

用材料本身物性防覆冰的方法，具有能量消耗低、

得以发现荷叶微米级微结构上还存在纳米级的锯

安全环保、有效时间长等优点。

齿状微结构

[4—5]

，宏观与微观结构的共同作用使其

很多实验证明了疏水表面的抗冰特性，但也有

产生了疏水性。科学家已经可以模仿荷叶的微结构

实验证明疏水表面并不一定具有抗冰特性。2010

[6]

人造超疏水表面。连峰等 通过将 SiO2 纳米粒子均

年 L.Yin 等 [13]制备了超亲水、亲水、临界浸润、疏

匀地分散在低表面能含氟聚合物中，形成了聚合物

水及超疏水五种表面，发现疏水表面上冰的凝结速

基纳米复合材料，然后将其涂覆在表面微结构上构

度超过了亲水表面，超疏水表面的疏冰性主要体现

建微纳双层结构，所制成的表面接触角达到

在减慢水滴初期的积聚速度，在后期并无明显优

[7]

168.2，显示出了极好的疏水性。杨周 通过制备
花状 ZnO 晶体，并掺杂在油漆中，获得了能使液
滴接触角达到 150的改性涂料。

势。
目前，虽然对疏水表面抗结冰的特性已经进行
了大量实验，但是由于受测量手段的限制，科学家

随着对疏水表面研究的深入，以及对抗冰材料

只能通过水滴凝结过程中的形态温度变化来间接

的刚性需求，科学家开始将目光转向了疏水表面的

判断水滴内部的理化状态。同时，对超疏水表面的

抗结冰性能。近年来，国内外大量研究证明，超疏

仿真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不同形状微结构的表面疏

[8]

水性的仿真，而对不同形状微结构的表面抗结冰性

使用飞秒激光制备了超疏水铜表面，证明这种表面

能及液滴凝结过程中内部的流场、温度场的仿真研

能在低温下延缓表面水滴的结冰过程。南京大学朱

究较少。

水表面确实有抗结冰的作用。清华大学龙江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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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次尝试后，确定计算域为 0.6 mm×0.6 mm。液

模型，使用 FLUENT 软件确定这种表面的疏水性，

滴在下落及凝结过程中处于计算域中，在保证精度

再对液滴在具有微结构的疏水性表面上的凝结过

的同时，较小的计算域能节省计算资源。

程进行仿真研究，分析了疏水性表面抗结冰效应的
产生原因及影响抗结冰效应的因素。

网格划分是仿真结果是否准确的关键。结合参
考文献[14]的研究结果，网格参数为液滴直径 1/20
能取得较好效果。根据参考文献[6]的研究成果，

1

微结构表面模型的建立

带有微结构的表面具有一定的防冰能力，因此首先
建立可能具有疏水能力的带有微结构的表面。现有

1.1

表面接触角与疏水性评价

研究已经证明，当液滴直径远大于微结构的尺寸
时，会产生明显的疏水现象。针对特征尺寸为 30

采用接触角来评价表面的浸润性。当液体在金

µm 的微结构，将液滴直径设置为 0.2 mm，网格参

属表面达到稳态时，在液-气-固的三相接触点作液-

数为 10 µm。微结构内部区域的流场变化剧烈，采

气接触线的切线，该切线与固体表面的夹角即是接

用特征尺寸为 1 µm 的网格参数，以防止迭代发散。

触角，表示为 θ。如图 1 所示，当 θ=0 时，表面为

矩形微结构最终的计算域网格划分如图 3 所示。仿

完全浸润表面；当 θ 为锐角时，为浸润表面；当 θ

真结果显示，这种网格划分在 1 μs 的迭代步长下

为钝角时，为不浸润表面。接触角 θ≥150时，为

仿真过程稳定，没有出现迭代发散的状况。

超疏水表面。

图 1 接触角示意
Fig.1 Diagram of the contact angle

1.2

计算域建模及网格划分
为了比较不同形状表面微结构的疏水性与疏冰

性，本文设计了如图 2 所示的锯齿形及矩形微结构。

图 3 矩形微结构网格划分及初始状态
Fig.3 The meshing (a) and initialization (b) of the surface
with rectangle micro structure

图 2 微沟槽截面形状示意
Fig.2 Diagram of different micro-structure shape

考虑到液滴下落后的铺展面积及反弹高度，经

1.3

流场物理模型建立
本文中的数值仿真使用流体体积函数（VOF）

来捕捉水滴与空气的分界面。在不可压缩液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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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节省计算资源，加快了收敛速度。

标流体体积分数为 α。当 α=0 时，表明单元体内没

表 1 材料属性
Tab.1 The attribute of material

有目标流体；当 0<α<1 时，表明单元体内同时存在
多种流体；当 α=1 时，表明单元体内充满目标流体。
在 计 算 流 体 动 力 学 的 同 时 耦 合 凝 固 /熔 化 模

Attribute

Density/(kgm3)

Viscosity/(kgm1·s1)

Surface tension coefficient

Water
Air

988.2
1.225

0.001
0.0018

0.073

型。FLUENT 的凝固/熔化模型中引入液相率 β 变
量，其定义为：

  0， if T  T固 体
  1， if T  T固 体
T  T固 体

， if T固 体  T  T液 体
T液 体  T固 体

(1)

表 2 初始化参数
Tab.2 Parameter of the initialization

(2)
Area
Air
Water
Wall

(3)

式中：T 为任意时刻的温度。当时，相变材料

Pressure/Pa
101 325
101 325
—

Speed/(ms1)
0
0.5
—

Temperature/K
200
290
200

处于液固模糊相区。
FLUNET 凝固/熔化模型是以焓为待求变量，

2

其基本能量方程为：


(4)
 H   ·  vH  · K T   S
t
其中相变过程中材料的焓用显热焓和潜热焓
之和表示：





T

H  h  ΔH  href 

 C p dT   L

(5)

Tref

2.1

微沟槽表面疏水和防冰特性分析
液滴的疏水特性
图 4 为锯齿形微结构表面上前 2 ms 内液滴的形

态变化。液滴落在表面后，经历了“铺展—弹起—再
落下铺展—平衡”过程。以 0.5 m/s 速度下落的液滴，
经过了 4 次“铺展—弹起”循环后，形态基本稳定。

式中：ρ 为密度；t 为凝固时间；H 为任意时

普通表面及矩形微结构表面上的液滴均遍历

刻的焓值；为参考焓值；h 为显热焓值；L 为相变

类似的循环变化后稳定。但是在不同的表面上，液

潜热；为流体定压比热容；β 为液相率；K 为热系

滴形态稳定后的接触角大小不同。如图 5 所示，三

数；T 为任意时刻的绝对温度。

种表面上液滴形状达到稳定后的接触角大小差别

1.4

计算域边界条件确定

较大。普通表面上的接触角<90o，不具备疏水性。
矩形及锯齿形微结构表面上的接触角均大于 90，
具有一定的疏水性。其中锯齿形微结构表面上的平

对边界条件的设定直接影响仿真的可参考性。

均接触角 θ=162.8，矩形微结构表面上的平均接触

模型的下表面即微米级微结构表面设置为无滑移

角 θ=109。锯齿形微结构表面上液滴的接触角超

表面。而对于计算域的上表面，设置为大气压力入

过 150，表现出超疏水特性。

口（Pressure-inlet）最逼近现实。同时对压力入口

图 6 为两种不同微结构内部的平均液相率变

进行定义，规定入口相为空气，温度与流场初始化

化。当液滴形状稳定时，矩形微结构内部水的液相

温度相同。计算域左右表面设置为大气压力出口

率 为 2.02% ， 锯 齿 形 微 结 构 内 部 水 的 液 相 率 为

（Pressure-outlet）。该边界条件的设定与大部分实

4.47%。矩形及锯齿形微结构内部的空气层保持完

验中的实验室环境相符，方便将仿真结果与实验结

好，空气层减少了液滴与金属表面的接触面积。锯

果结合研究。

齿形微结构内部的液相率较高，液滴与金属表面的

本次仿真中存在三相，即气-液-固。其中固相
即冰的属性由“凝结-融化”模型定义，其他参数如

接触面积较小，疏水现象明显。
结合图 5 和图 6，液滴以一定的初速度下落时，

表 1 所示。同时需要对计算域进行初始化，初始化

向下铺展的同时，微沟槽内的空气层体积被压缩减

将直接决定仿真结果的真实性，各相初始化如表 2

小，液相率升高。液滴铺展至最大时，液相率达到

所示。表中“—”表示不需要进行设定。设置空气为

最高，此时空气层仍然没有被破坏，大部分体积依

工作流体，可以避免在空气中进行液体静压力的计

然是由空气填充。随着液滴开始反弹，液相率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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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锯齿形微结构表面液滴形状变化
Fig.4 Change of the droplet shape on the zigzag micro-structured surface

图 5 三种表面液滴稳定形状
Fig.5 Stable shape of the droplets on three surface: a) normal, b) rectangle, c) zigzag

面表现出疏水性，微结构不同，其疏水性强弱有所
差别，锯齿形微结构的接触角较大，具有超疏水性。

2.2

液滴的凝结行为
图 7 为三种表面上液滴在凝结过程中的相图。

本文选择 3 个代表性的时间点，分别为液滴尚在
“弹起—落下”的 600 μs 时刻，液滴形状达到稳定的
2 ms 时刻，以及液滴凝结到一定程度的 20 ms。如
图 6 微沟槽内部液相率
Fig.6 Liquid fraction plot for water inside different shape of
micro structure

图 7a 所示，凝结从两个方向开始：1）液滴与较冷
的壁面的接触面；2）液滴与冷空气的接触面。
空气的导热系数为 0.023 W/(m·K)，是热的不

下降。液相率的变化与液滴的铺展程度有密切关

良导体，远低于铝合金的导热系数 177 W/(m·K)。

系，随着液滴形态的稳定，液相率也达到稳定。

因此液-固接触面的热交换速度更快，液滴与金属

上述仿真说明，特征尺寸为 30 µm 的微结构表

表面接触面的温度下降较快，凝结现象明显，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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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凝结现象。如图 7b 和图 7c，普通表面上液滴

凝结现象相对明显。如图 7b 和图 7e 所示，在微结

下侧凝结速度快，600 μs 形成了稳定的结冰层。而

构表面上，液滴与空气接触面的凝结现象更加明

此时图 7e 和图 7h 中，在两种具有微结构的表面上，

显。600 μs 时，凝结开始于液滴与矩形微结构接触

液滴尚未形成稳定的结冰层。冰的导热系数为 2.22

处。如图 7f 和图 7i 所示，20 ms 时，在矩形微结

W/(m·K)，远小于铝合金的导热系数，因此当液滴

构表面上的液滴中，可以观察到液滴与空气接触面

与表面接触处形成稳定的结冰层后，冰与水进行换

的凝结，在疏水性更强的锯齿形表面上，只能观察

热，凝结速度大幅下降，液滴侧面与空气接触处的

到底部的凝结。

图 7 水滴在三种表面上的凝结过程
Fig.7 Condensation process of droplets on three different surfaces

图 8 为凝结过程中液滴的液相率变化。可知截
至到 20 ms 时，矩形微结构表面上水滴的液相率最
高，而锯齿形微结构表面上水滴的液相率最低，其
上液滴凝结程度最低。
由图 8 可知，微结构表面的减慢液滴凝结特性
并不总是与表面的疏水性成正相关。由 2.1 小节可
知，矩形微结构表面具有疏水性，其上液滴的凝结
速度快于普通无疏水性的表面。锯齿形微结构表面
具有超疏水性，液化率最高，截至 20 ms 时，液滴
的凝结比例低，凝结速度低，表现出良好的抗冰特

图 8 凝结过程中的水滴液相率
Fig.8 Liquid fraction plot for droplets on different surfaces in
the condens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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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同时，10 ms 后，三种表面上液滴液相率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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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sur  Eair  Econ

降速度基本相同，与三种表面上液滴底部均形成稳

(6)
式中：ΔE 为液滴能量变化；ΔEsur 为金属表面

定结冰层的时间相符。当液滴下层形成冰层后，液

与液滴间的换热；ΔEair 为自然流动的气体与液滴间

滴中的液态部分脱离了与金属表面的接触，疏水性

换热；ΔEcon 为液滴内部耗散能量。液滴宏观凝结

表面对液滴凝结的影响降低。仿真结果与 WANG.

速度可以近似由 ΔE 表征。

Y 等人的实验结果吻合。WANG. Y 等人在实验中

2.2 节中主要研究了疏水表面对 ΔEsur 和 ΔEair

分别将液滴滴落到亲水、普通、疏水、超疏水表面

的影响。超疏水表面的低黏附力导致液滴在表面上

上，并通过高速摄像机记录结冰过程。实验表明，

多次进行“弹起—回落”循环，液滴内部的湍流强度

液滴在亲水、普通、疏水表面上的凝结过程类似，

高。湍流强度的升高带来两个效果：1）流体微元

在第一次反弹前就能在接触面观察到结冰现象

[15]

。

速度更快，由于分子间的黏性，湍流动能大量转换

依据[9]中的实验现象，证明了疏水表面能减慢液

为分子热运动的能量，湍流耗散率上升，ΔEcon 增

滴在下层形成稳定冰层前的凝结速度。

大；2）流体微元快速运动使液滴内部的换热过程

2.3

湍流强度对液滴凝结作用
在 2.2 节中通过有限元 VOF 方法仿真了液滴

在不同形状的微沟槽上的凝结过程。在矩形微结构
表面上，液滴与金属表面的接触面积小于普通表

激烈，液滴上层温度较高的流体微元能更频繁地将
热量传导给下层温度较低的流体微元，液滴内的热
平衡速度快。如图 9 所示为 1 ms 时液滴在两种表
面上的温度场与速度场。
图 9a、b 为普通表面上的速度场，液滴内部流

面，与金属的换热较小，则矩形表面上的凝结速度

体微元的平均速度为 0.9 m/s，速度峰值为 1.3 m/s。

应低于光滑表面上液滴的凝结速度。但是仿真结果

液滴温度梯度场基本保持了液滴的外形，这种状态

显示，矩形微结构表面上的液滴凝结速度更快，本

下的液滴类似于各向同性材料，各方向的导热系数

节将就该问题进行研究，说明湍流强度对液滴凝结

相近。如图 9c、d 所示，液滴下部有湍流产生，湍

的作用。

流流域中的液体微元峰值速度达到了 4.5 m/s，是

液滴的凝结过程在宏观上符合能量传递模型：

普通表面上液滴微元峰值速度的 3.5 倍。液体微元

图 9 两种表面速度场与温度场
Fig.9 Velocity field (a) and temperature field (b) of the normal surface compared with the velocity field (c) and temperature field
(d) of the rectangle micro-structured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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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速运动加快了液滴内部热平衡过程。而普通表

型，并进行了热力学与流体力学的耦合仿真。通过

面上，热平衡过程较慢，下层液体开始凝结后，上

仿真观察了液滴落到表面后的运动、凝结过程，并

层仍处于较高的温度。同时，在湍流激烈的流域中，

分析了运动凝结中的规律。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

大量的湍流动能转换为热能，温度梯度分布不均匀

论：

（图 9d）。矩形微结构表面湍流区域近壁面处的温

1) 通过测量水滴在三种表面上的接触角，证

度达到了 280 K，相较于初始温度 290 K，仅下降

明了特征尺寸为 30 µm 的微结构表面同样具有疏

了 10 K。相同位置，普通表面上液滴近壁面处的

水性，其中锯齿形截面的微结构表面表现出了超疏

温度仅为 260 K，下降了 30 K。

水特性。

如图 10 所示，普通表面上液滴的湍流动能在

2) 对比了三种表面上液滴在凝结过程中的液

1 ms 后，下降至 0.2 J/kg 并保持，而矩形微结构表

相率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锯齿形微结构上的液

面上液滴的湍流动能始终保持在 1 J/kg 以上，是普

滴的凝结速度最慢，具有抗结冰特性。表面微结构

通表面上湍流动能的 5 倍。

内部形成了稳定的空气层，一方面减小了液滴的接
触角，产生了疏水性，另一方面，减小了液滴与金
属表面的接触面积，降低了液滴与表面间的换热速
度，起到了减慢液滴凝结速度的作用。具有微结构
的金属表面表现出自洁净特性。
3) 分析了微结构表面及普通表面上液滴在凝
结过程中的内部速度场、温度场分布。研究表明，
微结构疏水表面上液滴的内部流体微元速度快，湍
流动能较大，水分子内能较高，内部热平衡速度快。
微结构表面上液滴初始时的凝结速度较低，当液滴

图 10 两种表面上液滴湍流动能
Fig.10 Turbulent kinetic energy plot for droplets on normal
and rectangle micro-structured surface

液滴内部的湍流作用使疏水表面上液滴下层
温度较普通表面上的更高，使矩形微结构表面液滴
的液相率显著高于普通表面上液滴的液相率。但是

下层形成稳定的结冰层后，凝结速度快于普通表面
上液滴的凝结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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