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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功能化

超疏水高/低黏附表面的冷凝传热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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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获得超疏水高、低黏附表面传热性能的差异及其规律。方法 以紫铜为基底，制备了亲水、超
疏水高黏附与超疏水低黏附 3 类表面，研究了表面黏附性、蒸汽体积流量和冷却水流量等参数对冷凝传热
的影响。结果 蒸汽体积流量较小时，3 类表面中，超疏水低黏附表面因液滴受到的黏附力较小而具有最大
的冷凝传热系数。当蒸汽体积流量等于 4.5 L/min 时，超疏水高黏附和超疏水低黏附表面的传热系数分别为
14.5 kW/(m2·K)和 19.8 kW/(m2·K)，相比亲水表面分别强化了 3.6 和 4.9 倍。随蒸汽流量的增加，3 类表面的
冷凝传热系数均逐渐增大。但高黏附表面上的液滴因受到的气–液界面剪切作用较强，其传热系数的增幅在
3 类表面中最为显著。当蒸汽体积流量增大到 6.0 L/min 时，超疏水高黏附表面的冷凝传热系数可达
105 kW/(m2·K)，此时略大于超疏水低黏附表面的冷凝传热系数。结论 液滴所受黏附力大小和气–液界面剪
切作用程度共同决定了液滴脱落直径和冷凝传热系数的大小。因此，两类超疏水表面的冷凝传热系数随蒸
汽体积流量变化的曲线存在交叉点，且交叉点所对应的蒸汽体积流量随着冷却水流量的增大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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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further study the condensation heat transfer performance of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s with different adhesion
characteristics. Hydrophilic surface, superhydrophobic high adhesion surface and superhydrophobic low adhesion surface were
prepared using copper as a substrate. The effects of factors such as surface adhesion, steam volume flow and cooling water flow
on the condensation heat transfer were studied. When the volume flow of steam is small, among the three types of surfaces, the
superhydrophobic low adhesion surface has the largest condensation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due to the lower adhesion for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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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roplets. As the steam volume flow rate was equal to 5.0 L/min, the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s of superhydrophobic high or
low adhesion surfaces are 14.5 kW/(m2·K) or 19.8 kW/(m2·K), respectively, which are stronger than hydrophilic surfaces
3.6 times and 4.9 times. With the increase of steam flow, the condensation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s of the three types of surfaces
gradually increase. However, the droplets on the highly adherent surface were subjected to a stronger shearing effect at the
gas-liquid interface, and the increase in the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among the three types of surfaces.
When the steam volume flow was large, the condensation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of the superhydrophobic high adhesion
surface was slightly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superhydrophobic low adhesion surface. However, the condensation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of the superhydrophobic high adhesion surface was slightly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superhydrophobic low adhesion
surface when the steam volume flow was large. When the steam volume flow rate was 6.3 L/min, the condensation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of the superhydrophobic high adhesion surface can reach 105 kW/(m2·K), which was slightly larger than the
condensation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of the superhydrophobic low adhesion surface. The size of the adhesive force on the
droplet and the degree of shear at the gas-liquid interface determine the droplet shedding diameter and the condensation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Therefore, the curves of the condensation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of the two types of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s with the change of the steam volume flow rate have intersection points, and the steam volume flow rate corresponding
to the intersection point increases correspondingly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ooling water flow rate.
KEY WORDS: superhydrophobic; adhesion; steam flow; dropwise condensation; condensation heat transfer; air-liquid
interface shear force

表面技术广泛应用于金属抗腐蚀 [1]、建筑节能 [2]
等领域。通过表面的构造或改性可有效提高换热器的
冷凝传热性能 [3]，有利于设备的安全运行及能源利用
率的提高 [4]。由于滴状冷凝的传热性能远优于膜状冷
凝 [5-6] ，许多学者通过改进表面结构和降低表面能的
方法制备了超疏水表面，从而实现滴状冷凝，强化冷
凝传热 [7-8]。宋永吉等 [9]通过在紫铜表面上制备超疏水
纳米管膜，实现了滴状冷凝，并发现该表面上的传热
系数是普通光滑铜表面的 3~4 倍。而超疏水表面基于
化学组成、表面形貌的不同，将呈现出 2 种特性，即
超疏水高黏附性与超疏水低黏附性 [10-11]。黏附性对超
疏水表面传热性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液滴的滚动角
及固液界面张力上 [12]。江雷等 [13]通过仿生复形发现：
超疏水高、低黏附表面上的液滴润湿模式不同，高黏
附表面上的液滴通常倾向于 Wenzel 态，而低黏附表
面上的液滴通常处于 Cassie 态。周儒鸿等 [14]在蒸汽
相对静止环境下，针对超疏水表面黏附性对滴状冷凝
传热的影响进行了试验探究。结果显示，超疏水高黏
附表面上的液滴容易成核，且生长较快，但受冷凝
壁面的黏附功影响大，液滴脱离难度较大。而彭本
利等 [15]研究发现，流动蒸汽的流速大小对超疏水表面
的冷凝传热性能具有较大的影响。当蒸汽流速与液膜
的下降方向一致时，冷凝表面在气–液界面剪切力的
作用下，壁面更新速率加快，传热热阻减小 [16]。显然，
在蒸汽流速较大时，超疏水高、低黏附表面液滴的脱
落直径都将相应的减小。而在流动蒸汽的作用下，超
疏水高黏附表面上的液滴发生变形，液滴所受的蒸汽
剪切作用比超疏水低黏附表面的强。目前，在超疏水
表面强化冷凝传热方面，已有大量研究成果 [17-19]，但

在黏附性对超疏水表面冷凝传热性能影响的研究仅
限于蒸汽流速很小的工况 [14,20]。因此，本文制备了超
疏水高、低黏附表面，并在常压下进行试验，以亲水
表面为对照，研究了表面结构、黏附性、蒸汽体积流
量、冷却水流量等参数对超疏水表面滴状冷凝传热性
能的影响。

1
1.1

试验
试验系统与过程

图 1a 为冷凝试验系统，其中蒸汽发生系统由调
压器、功率计和蒸汽发生器组成，产生的饱和蒸汽经
管道流向冷凝腔体的蒸汽侧。冷凝测试段由冷凝腔
体、紫铜块、可视化玻璃、硅胶垫圈等部件组成，它
们之间通过螺栓进行连接和密封（见图 1b）。冷凝腔
体采用聚四氟乙烯作为加工材料，具有良好的保温
性，紫铜块将冷凝腔体分隔成蒸汽侧与冷却侧。蒸汽
发生器产生的饱和蒸汽从冷凝腔体上端的入口通入
蒸汽侧，而冷凝液与多余蒸汽由下端出口流出。为保
证饱和蒸汽完全冷凝，采用后置冷凝器对多余蒸汽进
行冷却，收集到的冷凝液最终由高精度电子秤进行测
量。冷却水回路由低温恒温循环水槽和循环水泵组
成，冷却水入口温度由低温恒温循环水槽控制，其流
量由循环水泵调节。为检测冷凝铜块不同位置的温
度，将铠装热电偶 T1—T6 安装在铜块侧面的 6 个直径
1.0 mm、深 15.0 mm 的孔内，而冷凝铜块的尺寸如图
1c 所示。主蒸汽温度由冷凝腔入口处的热电偶 T7 测
量，而冷却水进、出口的温度分别通过热电偶 T8 和
T9 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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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试验系统
Fig.1 Experiment system

1.2

表面制备与表征

亲水（HPI+P）表面采用打磨清洗法制备，而超
疏水高黏附（SHO+H）表面和超疏水低黏附（SHO+L）
表面的制备流程为：
1）超疏水高黏附表面的制备。先将铜块打磨清
洗，置于 15%稀硝酸中浸泡 15 min，用去离子水冲洗
并在氮气中吹干后，将铜块置于 30%（质量分数）的
双氧水中氧化 2 h。对样品再次进行冲洗、吹干处理
后，将其置于 0.5%（质量分数）的高分子溶液中浸
泡 1.5 h。最后，将样品放入烘箱中，以 120 ℃烘烤
2 h 即可得到超疏水高黏附表面。超疏水高黏附表面
制备过程的反应方程式为：
(1)
8HNO3  3Cu  3Cu(NO3 ) 2  2NO  4H 2 O
(2)
H 2 O 2 +2Cu  H 2  +2CuO
图 2 为铜表面经稀硝酸浸泡后的扫描电镜图
（SEM），从图中可看出，此时表面分布着锥状凸起
结构，且凸起的顶部较为平缓，具有一定的粗糙度。
2）超疏水低黏附表面的制备。用打磨清洗法去
除油污及氧化膜后，将铜块放入 KOH 与 K2S2O8 的混
合溶液中，以 65 ℃水浴加热 15 min。将腐蚀后的样
品取出，并在烘箱中 180 ℃烘烤 2 h。冷却至室温后，
再将铜块置于十八硫醇乙醇溶液中，以 60 ℃水浴
1 h，即得到超疏水低黏附表面。超疏水低黏附表面
制备过程的反应方程式为：

(3)
2KOH+K 2 S2 O 8 +Cu  2K 2 SO 4 +CuO+H 2 O
根据公式（1）—（3）可知，超疏水高、低黏附
表面的成分均为 CuO，而图 3 所示的能谱分析结果证
明了这一点。
图 4 展示了亲水表面、超疏水高黏附表面和超疏
水低黏附表面的 SEM 形貌。从图 4a—c 可以看出，
亲水表面较为光滑，结构单一，其接触角 θ 为 63.1°。
而图 4d—f 显示，超疏水高黏附表面较为粗糙，整个
表面均匀分布着片状纳米结构，其接触角 θ 为 158.4°，
将表面倾斜 90.0°或 180.0°时液滴均未从表面滚落，
即滚动角高达 180.0°。由图 4g—i 可知，超疏水低黏
附表面分布着花状纳米结构，
“花朵”的直径约 4 μm，
薄片状“花瓣”的直径约 500 nm，相邻 2 个花状结
构间的距离约 2 μm，接触角大小为 163.0°，滚动角
大小为 4.8°。
通过对比发现，相比超疏水低黏附表面上分布的
花状结构，超疏水高黏附表面分布的片状结构的高度
较低，间距也较大。

1.3

试验数据处理与不确定度分析

紫铜块上的热流密度 q 可通过傅里叶公式计算为：
dT
q  
(4)
dx
式中：λ 为铜导热系数；dT 和 dx 分别为测温点
间的温度差和距离。

图 2 铜表面经硝酸处理后不同放大倍数的 SEM 形貌
Fig.2 SEM image of copper surface treated with nitric acid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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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超疏水高、低黏附表面的能谱分析
Fig.3 Energy spectrum analysis of superhydrophobic high adhesion surface
(a) and superhydrophobic low adhesion surface (b)

图 4 不同表面的 SEM 图和接触角
Fig.4 SEM images and contact angles of different surfaces

根据热流密度值 q 可进一步估算出蒸汽侧的铜
块壁面温度 Tw，则冷凝传热系数 h 的计算方法为：
q
(5)
h
T
T  Ts  Tw
(6)

h 的最大不确定度分别为 7.6%和 9.3%。

式中：∆T 为壁面过冷度；Ts 为饱和蒸汽的温度。
已知，K 型热电偶的精度为 0.2 K，则根据文献
[21]中的计算方法可得：热流密度 q 和冷凝传热系数

将亲水（HPI+P）表面的传热系数与努赛尔模型
的理论值进行对比，计算其误差值，可检验试验系统
的可靠性。试验过程中，蒸汽流速 U 较大，因此需

2
2.1

结果与分析
试验系统可靠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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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考虑了气–液界面剪切力的努赛尔修正公式 [22]：
 gr l3 l 2 
(7)
h  1.13(1  0.42 0.13 ) 

l l (ts  tw ) 
式中：r 为汽化潜热；ρl 为凝结液的密度；λl 为
导热系数；l 为特征长度；ηl 为动力黏度；tw 为冷凝
面温度；ts 为蒸汽温度。
由图 5 可知，亲水表面传热系数的试验值与修正
努赛尔模型的理论值之间的最大误差值为 11.8%，这
说明试验系统的可靠性较高。

图 6 冷凝传热系数 h 随过冷度∆T 的变化
Fig.6 Variation of condensation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h with subcooling degree ∆T

图 5 试验值与理论值校核图
Fig.5 Check chart of experimental value
and theoretical value

2.2

黏附性对超疏水表面冷凝传热的影响

试验过程中，通过改变蒸汽体积流量 Ve 和冷却
水流量 Vc 的大小来调节壁面过冷度∆T，研究了超疏水
高黏附（SHO+H）表面、超疏水低黏附（SHO+L）表
面和亲水表面的冷凝传热特性，结果见图 6。随过冷度
∆T 的增加，超疏水高、低黏附表面和亲水表面的冷凝
传热系数 h 均逐渐减小。当过冷度∆T 较小时，2 类超
疏水表面的 h 均明显大于亲水表面的 h。而∆T>17 ℃时
的情况则与∆T 较小时的相反，亲水表面的 h 最大。

图 7 给出了当冷却水流量 Vc=45 mL/min 时，不
同蒸汽体积流量 Ve 下，3 类表面的冷凝传热系数 h
随过冷度∆T 的变化。由图 7a 可知，当 Ve=4.5 L/min
时，同一∆T 下，超疏水低黏附表面的 h 最大，亲水
表面的 h 最小。当∆T=8.0 K 时，超疏水高、低黏附
表面的 h 分别为 14.6 kW/(m2·K)和 11.7 kW/(m2·K)，
是亲水表面的 1.6 和 2.0 倍。在图 7b 中，Ve=6.0 L/min，
同一∆T 下亲水表面的 h 在 3 类表面中最小，这与图
7a 中的趋势一致。但与图 7a 中不同的是，图 7b 中超
疏水高黏附表面的 h 略大于超疏水低黏附表面的 h。
液滴在超疏水表面主要受重力、壁面的黏附力和
气–液界面的剪切力 3 种（见图 8）。
黏 附 性 固 体 倾 斜 壁 面 上 液 滴 所 受 到 的 重 力 Fg
为 [23-24] ：
1
Fg  r 3 (2  3cos   cos3  )( l  g ) g sin 
3

(8)

式中：r 为液滴半径；θ 为接触角；ρl 为凝结液
的密度；ρg 为蒸汽的密度；g 为重力加速度；α 为壁
面的倾斜角度，本试验中竖直壁面的 α=90°，sinα=1。

图 7 不同蒸汽体积流量 Ve 下冷凝传热系数 h 随过冷度∆T 的变化曲线
Fig.7 Variation curve of condensation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h with
subcooling degree ∆T under steam volume flow 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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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液滴在超疏水表面的受力分析
Fig.8 Force analysis of droplets on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

而壁面上液滴所受的黏附力 Fl 为 [24]：
Fl  2r sin  (cos  r  cos  a )

式中：Hr 为表面粗糙度；fSL 为固−液接触面积与
冷凝壁面上的复合接触面积的比值；θr0 与 θa0 分别为
光滑表面的后退角和前进角。超疏水低黏附表面上，
液滴与纳米花瓣结构没有完全接触，而超疏水高黏附
表面分布着的片状结构的高度小且间距大，其固液接
触面积与冷凝壁面上的复合接触面积的比值 fSL 要远
大于超疏水低黏附表面上的，导致后退角 θr 与前进角
θa 余弦值之差较大。而 θr 与 θa 余弦值之差越大，θa
与 θr 之间的差就越大，相应的滚动角 θSA 就越大。因
此，超疏水高黏附表面上的液滴所受的黏附力 Fl 就
比超疏水低黏附表面上的大。
液滴受到来自蒸汽流的气  液界面剪切力 Fd 主
要与液滴的迎风面积 Ed 有关，见式（11） [24]。
(11)

式中：CD 为阻力系数。根据论文而根据蒸汽体
积流量 Ve 与管道内径 D 的大小即可计算出蒸汽流速
U 的大小：
4V
U  e2
(12)
D
将公式（12）代入公式（11）可得：
 4V 
Fd  0.5 g Ed CD  e2 
 D 

超疏水表面上的液滴生长至一定尺寸后将脱离
冷凝壁面，此时液滴的直径称为临界脱离直径。冷凝
壁面上滞留的冷凝液是阻碍冷凝传热的主要传热热
阻，因此对比超疏水高、低黏附表面上的液滴临界脱
离直径 RH 与 RL 之间的大小关系，是分析高、低黏附
表面传热性能的有效方式。临界脱离直径的大小主要
与液滴的受力有关，根据公式（8）、式（9）和式（13）
可知，超疏水高、低黏附表面上的液滴所受重力的差
值 Fg、黏附力的差值 Fl 和气–液界面剪切力的差值
Fd 分别为：
1
Fg     g [ RH3 (2  3cos  H  cos3  H ) 
24
(14)
RL3 (2  3cos  L  cos3  L )]
Fl   [ RH sin  H (cos  rH  cos  a H ) 
l

(9)

式中：θr 与 θa 分别为粗糙表面的后退角和前进
角；σ 为表面张力系数。而滚动角 θSA 表示 θa 与 θr 之
差，可见 θSA 越大，液滴所受的黏附力就越大。而前
进角与后退角的关系见式（10） [25]。
cos  a  cos  r =H r  fSL (cos  a0  cos  r0 )
(10)

Fd  0.5 g Ed CDU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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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3)

可见，液滴所受气–液界面剪切力 Fd 的大小与液
滴迎风面积 Ed 成正比，与蒸汽体积流量 Ve 的平方成
正比。在流动蒸汽的作用下，相比超疏水低黏附表面，
超疏水高黏附表面上的液滴因发生变形而具有较大
的迎风面积 Ed。因此，在同一蒸汽体积流量下，超疏
水高表面上的液滴受到的气–液界面剪切力 Fd 比超疏
水低黏附表面上的大，二者之间存在差值。显然，Ve
越大，超疏水高、低黏附表面上的液滴受到的气–液
界面剪切力 Fd 之间的差值就越大。

RL sin  L (cos  rL  cos  a L )]
Fd 

8 g CDVe

(15)

2

(16)
( EdH  EdL )
2 D 2
式中：θH 与 θL 分别为超疏水高、低黏附表面上
的液滴接触角；θrH 与 θrL 分别为超疏水高、低黏附表
面的液滴前进角；θaH 与 θaL 分别为超疏水高、低黏附
表面上的液滴后退角；EdH 与 EdL 分别为超疏水高、
低黏附表面上的液滴迎风面积。本试验中，RH 与 RL
的大小均为 0.7~1.3 mm（可参考图 8），而试验中蒸
汽体积流量 Ve 的大小控制在 3.0~7.5 L/min。因此，
将 ρl=985.3 kg/m3 、 ρg=0.6 kg/m3 、 θH=158.4°、 θL=
160.0°、σ=72.0 mN/m、CD=0.72、D=0.8 等数值代入
式（14）—（16），可得 0≤|F g |≤7.3×10 ‒6 、16.8×
10 ‒6 ≤Fl≤55.8×10‒6、12.3×10‒6≤Fd≤77.2×10‒6。
在数值上，Fd 和 Fl 的值均远大于 Fg 的值，而 Fd
和 Fl 的数值大小相近。因此，超疏水高、低黏附表
面上的液滴脱离直径之间的大小关系，主要与黏附力
之间的差值 Fl 和气‒液界面剪切力之间的差值 Fl
的大小有关。
综上所述：当蒸汽体积流量 Ve 较小时，蒸汽流
速很小，液滴受到的气‒液界面剪切力的作用较弱，
此时 Fl>Fd，黏附力对液滴脱离冷凝壁面起主导作
用；超疏水低黏附表面液滴因受到的黏附力小，壁面
更新频率快，传热热阻小。此时在 3 类表面中，超疏
水低黏附表面具有最大的冷凝传热系数，即图 7a 所
示的情况。而当蒸汽体积流量 Ve 较大时，则存在 Fd>
Fl，此时气‒液界面剪切力 Fd 对液滴脱离冷凝壁面
起主导作用。当 2 类超疏水表面上的液滴所受 Fd 之
间的差值大于黏附力 Fl 之间的差值时，相比低黏附
表面，高黏附表面上的液滴较易从冷凝壁面脱离，传
热性能也较优（如图 7b）。

2.3

蒸汽流量对超疏水高、低黏附表面冷凝
传热的影响
为清晰地比较超疏水高、低黏附表面上的液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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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凝面脱离时的形态特征，在常压下控制冷却水流量
Vc 和入口温度保持恒定，对超疏水高、低黏附表面上
的液滴在不同蒸汽体积流量 Ve 下的脱离过程进行可
视化观测，结果见图 9。纵向观察图 9 可见，随 Ve
的增大，这两类表面上的液滴脱落直径均逐渐减小。
当 Ve=3.5 L/min 时，横向对比图 9a 与图 9d 发现，
超疏水低黏附表面上的液滴脱落直径小于超疏水高
黏附表面上的；当 Ve=5.5 L/min 时，超疏水高、低黏
附表面上的液滴脱落直径大小相近（见图 9b 和图 9e）；
当 Ve=7.0 L/min 时，超疏水低黏附表面上的液滴脱离
直径要大于高黏附表面上的（见图 9c 与图 9f）。
在图 10 中，将图 9 所示超疏水高黏附（SHO+H）
表面和超疏水低黏附（SHO+L）表面上液滴脱落直径
随 Ve 的变化结合表面结构进行了简化。从图 10 可以
看出：随 Ve 的增大，这 2 类表面上的液滴脱落直径
均逐渐减小，但两者的减小幅度不同，高黏附表面上
的液滴脱落直径减小的幅度较大。
当冷却水流量 Vc 和入口温度保持恒定时，提高
蒸汽体积流量 Ve，冷却侧内的冷却水平均温度因铜块
散热量增加而升高，导致铜块背面温度升高，根据傅
里叶公式可知，此时蒸汽侧壁面温度 Tw 增大。由公
式（6）可得，随 Tw 的增大，过冷度∆T 将逐渐减小，
而冷液滴平均直径随着∆T 的增加而减小。因此，随
蒸汽体积流量 Ve 的增大，2 类超疏水表面上的液滴脱
离直径均逐渐减小。
根据公式（13）可知，液滴受到的气–液界面剪
切力 Fd 随 Ve 的增大而增大，相比超疏水低黏附表面，
超疏水高黏附表面上的液滴受到的 Fd 较大，且 Ve 越
大，2 类表面上的液滴所受 Fd 的差值就越大（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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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节）。而 Fd 越大，液滴的脱落直径就越小。可见，
相比超疏水低黏附表面，超疏水高黏附表面上的液滴
脱落直径因 Ve 增加而减小的幅度较大。
为进一步研究蒸汽体积流量 Ve 对超疏水高、低
黏附表面冷凝传热的影响，对比 3 类表面的冷凝传热
系数 h 随 Ve 的变化，结果见图 11。试验条件为常压，
冷却水流量 Vc 分别为 30、45 和 60 mL/min，而冷却
水入口温度保持恒定。由图 11 可见，随 Ve 的增加，
3 类表面的 h 均逐渐增大。根据前述对图 10 的分析
可知：当冷却水流量和入口温度不变时，提高 Ve，壁
面过冷度∆T 减小，导致液滴脱落直径减小，壁面上
滞留的冷凝液逐渐减少。因此，随 Ve 的增加，蒸汽
冷凝热阻逐渐减小，传热系数 h 逐渐增大。
图 11a 为 Vc=30 mL/min 时 3 类表面的 h–Ve 曲线，
可知当 Ve<4.8 L/min 时，超疏水低黏附表面的 h 最大；
Ve=4.5 L/min 时，超疏水高、低黏附表面的 h 分别为
14.5 kW/(m2·K)和 19.8 kW/(m2·K)，相比亲水表面分
别强化了 3.6 倍和 4.9 倍；当 Ve 增大到 4.8 L/min 时，
超疏水高、低黏附表面的 h 近似相等，两条 h  Ve 曲
线出现了交叉点；而当 Ve>4.8 L/min 时，即交叉点出
现之后，超疏水高黏附表面的 h 略大于超疏水低黏附
表面的 h；当 Ve=6.0 L/min 时，超疏水高黏附表面的
h 可达 105.0 kW/(m2·K)。超疏水高、低黏附表面的
h–Ve 曲线形成上述趋势的原因如下：
1）蒸汽流量较小时，根据图 9 可知，相比超疏
水高黏附表面，超疏水低黏附表面上的液滴脱落直径
较小，壁面上滞留的冷凝液较少，蒸汽冷凝热阻小。
因此，Ve 较小时，超疏水低黏附表面的冷凝传热系数
h 比超疏水高黏附表面的大。

不同蒸汽流量 Ve 下的液滴脱落过程（a—c 超疏水低黏附表面；d—f 超疏水高黏附表面）
Fig.9 Droplet shedding process under different steam flow rates
(a-c superhydrophobic low adhesion surface; d-f supehydrophobic high adhesion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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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超疏水高、低黏附表面脱落直径
随蒸汽体积流量 Ve 的变化
Fig.10 Variation of the drop diameter of
superhydrophobic high and low adhesion
surface with steam volume flow 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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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随蒸汽流量的增大，超疏水高、低黏附表面
上的液滴脱落直径均逐渐减小，且前者的减小幅度较
大（如图 10 所示）。因此，随 Ve 的增大，2 类表面上
的液滴脱离直径逐渐趋于一致。相应地，超疏水高、
低黏附表面的 h–Ve 曲线也出现了交叉点。
3）已知当 Vc 与入口温度不变时，随 Ve 的增加，
∆T 逐渐减小。当蒸汽流量较大时，∆T 较小。相比∆T
较大时的情况，此时液滴在冷凝面成核较难，而超疏
水高黏附表面上分布的片状结构的间距较大，液滴可
在缝隙中成核，成核密度比低黏附表面的大。且由图
10 可以看出，当 Ve 较大时，超疏水高黏附表面上的
液滴脱落直径比超疏水低黏附表面上的小。因此，蒸
汽体积流量 Ve 较大时，超疏水高黏附表面的 h 略大
于超疏水低黏附表面的 h。

图 11 不同冷却水流量下冷凝传热系数 h 随蒸汽体积流量 Ve 的变化曲线
Fig.11 Variation curve of condensation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h with steam
volume flow Ve under different cooling water flow

图 11b 和图 11c 中超疏水高、低黏附表面的 h–Ve
曲线也出现了交叉点，这与图 11a 的趋势相似，但交叉
点所对应的 Ve 不同。Vc 等于 45 mL/min 和 60 mL/min
时，交叉点所对应的 Ve 分别为 5.4 L/min 和 5.9 L/min。
纵观图 11 中的 3 个分图可发现，超疏水高、低黏附
表面 h–Ve 曲线的交叉点所对应的 Ve 随 Vc 的增加而增
大。具体原因如下：
当 Ve 和冷却水入口温度保持不变，提高冷却水
流量 Vc 时，冷却侧内冷却水的平均温度降低，导致
铜板背面温度降低，根据公式（4）可知，此时壁面
温度 Tw 减小，则∆T 增大。随∆T 的增加，冷凝壁面
液滴的平均直径增大，液滴所受的黏附力也增大。以
蒸 汽 体 积 流 量 Ve=4.8 L/min 为 例 ， 当 冷 却 水 流 量
Vc=30 mL/min 时，超疏水高、低黏附表面的 h–Ve 曲
线出现了交叉点（见图 11a）。若将 Vc 增加，根据公
式（15）可知液滴所受黏附力的差值∆Fl 因液滴直径
的增大而增大，而根据公式（16）可知 2 类表面上的
液滴所受气–液界面剪切力的差值∆Fd 几乎不变。此
时，超疏水高黏附表面上的液滴从壁面脱离的难度比
超疏水低黏附表面上的大，导致高黏附表面的 h 比低
黏附表面的小。因此，随 Vc 的提高，这 2 类表面的 h–Ve

曲线上的交叉点所对应的 Ve 应当存在逐渐增大的趋
势，则如图 11b（Vc=45 mL/min）中所示，交叉点所
对应的 Ve 存在 Ve=5.4 L/min>4.8 L/min（图 11a 中交
叉点所对应的 Ve=4.8 L/min）的关系。而在图 11c 中
h–Ve 曲线的交叉点所对应的 Ve 也比图 11b 中的大。
可见，超疏水高、低黏附表面的 h–Ve 曲线上的交叉
点所对应的 Ve 随冷却水流量 Vc 的增加而增大。

3

结论

1）蒸汽流量较小时，同一过冷度下，超疏水低
黏附表面的传热系数在 3 类表面中最大。原因在于：
超疏水低黏附表面固–液接触面积小，液滴脱离壁面
所需的黏附功比高黏附表面的液滴小，壁面更新频
率快。
2）蒸汽流量较大时，同一过冷度下，超疏水高
黏附表面的传热系数略大于低黏附表面，亲水表面最
小，这与气–液界面剪切作用有关。超疏水高黏附表
面片状结构的间距大，液滴迎风面积大，在气–液界
面剪切力的作用下，表面上的液滴脱落直径比超疏水
低黏附表面上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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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黏附力和气–液界面剪切力的共同作用下，
超疏水高、低黏附表面的冷凝传热系数随蒸汽体积流
量变化的曲线出现了交叉点，且交叉点所对应的蒸汽
体积流量随冷却水流量的增加而增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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