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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提高飞机空调系统制冷能力的方法 

朱玲美 ，蒋福根 ，彭 明，陈民生，邹宗涛 
(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航空宇航学院 ，南 京 ，210016) 

摘要 ：将飞机 空调 系统 中水分 离器分 离出的游 离水喷到散 热器的冷边 ，并对水喷到 冲压 空气 中的状 态 变化过 程 

和传热过程进行分析和计 算。通过 对比试验的验证 ，散 热器冷边加水提 高了散 热器的热边温降 。在散热 器冷 边流 

量与热边流量之 比较 小时，可将散 热器的效率提 高 2 左右。该方法 已应用 于某型直升机 空调 系统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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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Cooling Capacity of Ai卜 C0nditiOning System of Airplanes 

ZtlU Ling-mei，JIANG Fu—gen，PENG Ming，CH EN Min—sheng，ZOU Zong—tao 

(College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Astronautics，Nanjing，21OO1 6，China) 

Abstract：The condensed water separated from the air—conditioning system of an airplane is sprayed in 

the cold side of the radiator，and the heat transfer and the state change of water in the process of its 

spraying to the ram air are analyzed．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increases the tempera— 

ture reduction in the hot side of the radiator．And the rate of the radiator can be improved about 2 

when the flux ratio between the cold side and the hot side is less，thus improving the cooling capacity of 

the air—conditioning system．And the method is used in the air—conditioning system of some type of the 

helico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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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飞行器的座舱及设 备舱必须进行空气调 

节 ，以保证旅客和空勤人员正常生活和工作 以及设 

备可靠地运行 ，飞行器越 向高空高速和宇航方 向发 

展 ，这种要求就显得更加迫切 。 

目前 ，国内外大多数军用飞机和旅客机 的空调 

系统均采用空气循环制冷系统 ，即从飞机发动机的 

压气机引气 ，经一级或两级散热器散热 ，再经涡轮 

冷却器进一步降温 ，用涡轮出口的低温空气供入座 

舱，以达到降低舱内温度的目的_l ]。我国在飞机空 

气 调节领域起步较晚，2O世纪 80年代研制出的生 

压式涡轮 、高压除水系统的样机(两轮生压式 )，目 

前已在某些型号的飞机上应用 。国外军用机 目前采 

用较多的是两轮生压式或三轮生压式的环境控制 

系统 。 

飞机散热器冷边加水提 高空气调节系统 的制 

冷能力 目前在 国内外都有研究 。但国内目前 尚缺乏 

具体的实验研究结果 ，也没有真正地投入 到使用 

中。本文就提高某型直升机空调系统 的制冷性能进 

行了分析并进行试验 ，最终将试验结果应用到新研 

制的某直升机空调系统中。 

1 确定飞 机空调 系统 制冷能 力的 

指标 

当热载荷确定时 ，衡量一个飞机空调系统性能 

好坏的重要指标就是系统制冷量 即Q—M ·C · 

( 一t )，式 中 为系统供气量 ；C 为空气的定压 

比热容 ；t 为座舱排气温度 ；t。为供入座舱的空气 

温度。对某一确定的飞机空调系统来讲 ，系统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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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座舱排气温度是事先规定的，空气 的定压 比热 

在某一温度范围内基本是一个常数 ，因此 系统制冷 

量的大小主要决定于供气温度的大小 ，供气温度越 

低 ，系统制冷量就越大 ；但影响供气 温度 的因素很 

多 。分析系统中的各个降温部件 ，其降温幅度最大 

的是系统中的空气散热器 ，空气散热器性能的好坏 

直接影响到系统的供气温度 ，如能降低空气散热器 

热 边 出 口温 度 ，就可 以降低 供 入 座舱 的空 气 温 

度 。 

2 飞机 空调 系统中空气散热器 的换 

热机理 

由于板翅式换热器具有结构紧凑、轻巧、传热 

强度高等特点，它在航空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目前 

在飞机空调系统中大量使用板翅式换热器 。板翅式 

换热器 由隔板 、翅 片和封条 三部分所组成，它们构 

成板翅式换热器的换热基本单元 。冷热流体分别在 

相邻 的基本单元体 内的流道流动 ，通过翅片及与翅 

片连成一体的隔板进行换热L5]。经过不同的组合 ， 

可 以使其成为逆流 (两种流体相对流动)，顺 流(两 

种流体同向流动 )，错流(两种流体交叉流动 )等多 

种流动方式。 

图 1表示 了板翅式热交换器 的结构和换热器 

冷热流体间的热量传递通过翅片和隔板的情况。 

／ ／ ／ ／ ／ ／ ／ ／ ／ ／ ／ 

冷流体 

ts, 

a2 ＼  ／ 

遵片 隔板 

＼ f 7 f t —— 
、 ＼ ＼ ＼ ＼ l＼ ＼ ＼ ＼ ＼ ’ 

Q2 Q、 一 热流体 

图 1 板翅式热交换传热 过程 

从 热流体 传给 冷流体 的热 量 由两 部分所 组 

成L6]： 

(1)由热流体传给隔板，通过隔板直接传给冷 

流体 ，可表示为 

Ql一 口2F2(￡毗 一 t／2) 

式 中： 为隔板表面与冷流体 间的对流换热系数； 

F。为一次传热面积 ，指隔板表面的传热面积 ；t 为 

隔板冷流体侧的表面温度；￡ 为冷流体温度 。 

(2)由热流体 传给 隔板 ，沿 翅 片传入 的热量 

Q ，通过翅片表面与冷流体之间对流换热而传给 

冷流体，可以表示为 

Q2一 a。F 27 (￡ 一 tj2) 

式中：F 为翅片表面传热面积；仉为翅片效率 t 

为翅片表面平均温度。 

(3)在散热器中热流体被冷流体带走 的热量为 

Q l— Ql+ Q2 

即 

Ql0l l— mC (￡ I— t”I)一 

口2(F2(￡ 2一 tj0)+ F 。 (￡ 一 tj2)) 

式中： 为散热器热边流量；t 为散热器热边进 口 

温度 ；f” 为散热器热边出口温度 ； 为散热器热边 

空气定压比热容 。 

从 上述公 式分析 可知 ，要提高散热 器的换热 

量 ，只要降低散热器热边出口温度 t”。即可 ，这可以 

通过降低冷流体 的温度达到 。 

3 对某直升机空调系统的改进 

如图2所示 ，在某直升机空调系统 中装有一个 

水分离器 。空调系统工作时，当涡轮冷却器出口空 

气温度低于露点温度时，系统 中就有游离水被水分 

离器分离出来 。若将分离出来的游离水喷到散热器 

的冷边，利用水的蒸发吸热，吸收散热器冷边空气 

的热量就可以起到降低冷边空气温度的目的。 

发动 L压气 L引气 

图 2 某直升机空调 系统 的散热器冷边加水示 意图 

3．1 喷水后空气与水接触时的状态变化过程 

当空气流经水滴周 围时就会把边界层中的饱 

和空气带走一部分 ，同时又补充一部分新的空气继 

续达到饱和，因而饱和空气层将不断与流过的空气 

相混合，使整个空气的状态发生变化 ，因此可将空 

气与水 的热湿交换过程看作是两种空气的混合过 

程 。根据空气的混合规律 ，在 i-d图上混合后的状 

态 点应该位于连接空气初状态 和喷入水的水 温下 

饱和状态点的直线上。这时以温度等于空气湿球温 

度的水与空气直接接触便可实现如图3所示的过 

程 ，空 气的终状态将 变成为该空气 的湿球 温度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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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或者说空气沿等湿球温度线变化而被加湿，而 

等湿球温度线与等焓线非常接近 ，也可以说空气的 

状态变化为等焓加湿或绝热加湿过程 ；因此总热交 

换量为零 即 Q≈0，但实际喷人的水全部蒸发 ，说 

明存在着潜热交换 ，即空气 的显热量在减少 ，潜热 

量在增加 ，只不过两者近似相等而己。因此可以认 

为空气在绝热加湿时水蒸发所需 的热量全部取 自 

于冲压空气 ，使冲压空气的干球温度降低口 ]。 

未饱和空气 ’边界层 

f 

望f2 

水滴 

态 

loo％ 

含湿量d／(g·kg ) 

图3 空气与水的热湿交换过程 

3．2 对散热器冷边空气喷水后的传热分析 

在散热器的冷边 ，飞机冲压空气 由进气 口进入 

散热器的冷边 ，在散热器内通过散热器壁面与散热 

器热边空气进行热交换 。而在冲压空气未进入散热 

器时，冲压空气可看作绝热的，它不与外界产生热 

交换。当有水喷入散热器冷边时，在冲压空气的作 

用下喷入的水被吹散为无数的小水珠，这时小水珠 

被冲压空气所包围，冲压空气与水表面就会发生热 

湿交换 。由于在这段换热 的过程中被看作是绝热 

的，所以冲压空气放出的热量就等于喷人的水完全 

蒸发时吸收的热量 ]。 

水蒸发时吸收的热量为 

Q 一 W ·r 

式中： 为喷人的水量 ；r为水的汽化潜热 。 

冲压空气放出的热量为 

Q2一 M ·C ·(￡ l～ tr2) 

式 中： 为冲压空气 流量 ；C 为冲压 空气定压 比 

热；t 为没喷水前冲压空气 的温 度；t 。为喷水后 冲 

压空气的温度 。 

因此有 

·r— M ·C ·(￡ 1一 t ，) 

由于绝热 ，所以与外界的换热量为零 。由上面 

的公式可以看 出，喷水后 ，冲压空气 的温度 ￡理就降 

低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 ，这就使散热器热边 出口温 

度降低 。 

根据散热器效率公式[4 

一 (￡ l— t”1)／( l— t 1) 

式中：t 为散热器热边进 口温度 ；t”。为喷水后散热 

器热边 出口温度。 

在计算喷水后的效率时应取喷水前的温度 t 

因为￡ 。只是喷水后的一个状态点 ，且热边出 口温度 

降低，所以得出喷水后整个散热器的效率提高了， 

理论计算的结果见表 1。 

4 模拟试验验证 

4．1 模拟试验的方法 

首先只对原系统中散热器进行模拟对比试验 。 

将散热器安装在散热器试验台架上。按散热器实际 

工作时的状态进行试验 ，模拟散热器热边进口参数 

和流量，模拟散热器冷边进 口参数和流量，测出不 

加水时散热器热边出口的空气温度。而后一组所保 

持 的散热器 冷、热边的供气参数 和流量与原先相 

同，并对散热器冷边加入一定量的水 ，其喷水 量的 

多少是根据飞机在几种飞行状态下水分离器 可能 

分离出的水量决定的，测出加水时散热器热边出口 

的空气温度 ，最终得出两组试验数据。 

4．2 试验数据的对比 

见表2，从试验数据中可 以看出，当散热器冷边 

流量与热边流量之 比较小时 ，喷水对散热器的效率 

影响较大 ，即散热器热边出 口温度的较低 。而当散 

热器冷边流量与热边流量之 比较大时 ，喷水对散热 

器的效率影响就越来越小。如图 4所示 ，从整个对 

比的试验曲线中可以看出，在任何流比下对散热器 

冷边喷水时散热器的效率均大于不喷水时散热器 

的效率 。而流比最小时的状态恰恰是直升机处在低 

速飞行或处在盘旋时的状态 ，此时冲压空气的流量 

0．95 

O．9O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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鬯 0．80 嚣
： 

辎 

O．75 

0．70 

散热器冷边空气流量Gc／散热器热边空气流量 

图 4 散热器冷边加水和不加水情况 下的散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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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 ，因此系统 的制冷量最小 ，所 以最需要加大制 

冷量。现把水分离器排出的水供入散热器的冷边就 

可以降低散热器冷边的空气温度 ，从而提高散热器 

的效率，最终提高空调系统的制冷能力。 

表 1 散热器冷边加水与 不加 水情 况下理论计算的结果对 比 

表 2 散热器冷 边加 水与不加水情况下 的试验数据 对比 

5 结束语 

通过对某直升机空调系统两种状态 的理论计 

算 和对比试验 ，得出利用飞机空调系统中水分离器 

分离出的水喷到散热器 的冷边 ，可以降低散热器热 

边 出口温度，提高空调系统的制冷能力。此方案可 

靠、实用 ，已应用到某直升机空调系统 中。同时散热 

器冷边加水也充分利用了飞机上有限的水资源，对 

其他 飞机空调系统的设计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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