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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相变材料的风冷式散热结构设计与数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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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小型风冷式发动机的实际工况，设计了一种基于相变材料的风冷式发动机表面散热结构，该装置呈
环形结构布置在发动机机体表面，内部填充相变材料，外部包裹金属散热翅片用以强化换热。通过焓法模型
建立了相变传热过程的数值模型，并分析比较了不同相变材料、厚度与曲率等结构参数以及启动温度与最高
温度等参数对于相变传热过程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变石蜡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相变材料；厚度对于相变传热
过程的影响较为显著，而曲率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另外，较低的启动温度与最高温度均对相变传热效果产
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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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numerical analysis of air-cooled heat dissipation
structure based on phase change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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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working conditions of a small air-cooled engine, a surface
cooling structure of air-cooled engine based on phase change material was designed. The device was
arranged in a circular structure on the surface of the engine, and the phase change material was filled
inside, and the metal fins were wrapped outside to enhance the heat transfer. Through the enthalpy model,
the numerical model of the phase change heat transfer process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structural parameters, such as different phase change materials, thickness and curvature, and the starting
temperature and the maximum temperature on the phase change heat transfer process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It is found that the phase change paraffin is an ideal material, and the thickness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phase change heat transfer proces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curvature can be
ignored. In addition, the lower starting temperature and the highest temperature of engine have adverse
effects on the heat transfer effect of phase change.
Key words: thermology; enhanced heat transfer; phase change material; cooling device; numer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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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风冷式冷却系统在摩托车、全地形车等车辆中有大量应用，其优点是结构简单，造价低，不需要特

殊的冷却机构，只需要设计散热片的大小、形状、方向等即可，普遍应用于小排量发动机；缺点是冷却
效果差[1]。风冷式发动机如果长期暴露在空气中，长时间运行后，由于积灰、水套结垢或油污等原因，
易造成接触热阻增大[2]，换热效率下降，严重影响发动机的动力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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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变材料[3]对于发动机的热管理不需要消耗额外的燃料，将其环绕布置在冷却系统外侧，当发动机
温度过高时，可以利用相变材料熔化时吸收的潜热来冷却；当发动机温度过低时，又可以利用其凝固时
释放的潜热加热发动机。因此，基于相变材料的风冷式散热结构是一种非常理想的辅助发动机热管理装置[4]，
当其覆盖在发动机表面时，可以利用相变材料相变时的潜热吸收热量，具有空间利用率高[5]、温度一致
性好[6]、响应速度快[7]、结构设计复杂性低[8]等一系列特点。
从实际相变材料的相变传热过程出发，针对不同的热源情况，探索相变材料在实际工作环境中的相
变传热过程，进行相变式冷却结构系统设计的相关研究，目前在国内外仍未见有相关文献报道。因此，
本文针对小型风冷式柴油机，设计基于相变材料的风冷式发动机表面冷却结构，并从相变材料选型、结
构参数设计、高低温启动性能三方面入手进行表面冷却结构的优化。

1

整体结构设计
在装置翅片的材料选择上，首先考虑的是其导热性是否良好，是否可以帮助相变材料进行传热活动。

因此，在综合考虑各种材料之后，决定选择由金属片组成的装置翅片。而在翅片三维模型尺寸的设计上，
应充分考虑实际情况和所选外壳的尺寸，对尺寸进行反复匹配和绘制，并与发动机冷却系统进行匹配，
防止出现干涉现象。
为便于相变式表面冷却结构的安装，将其设计成环形，可以环绕在发动机冷却系统表面。整个装置
采用离散式设计，可以通过连接装置进行部分或整体安装。在整个装置内部填充相变材料，外部包裹相
变材料的外壳及加强散热效果的翅片。在装置翅片布局方式的选择上，选择均匀分布在冷却系统的外表
面，采用嵌入式方式进行放置，翅片的一半插入到腔体之中，另一半暴露在空气中，将相变材料传导到
翅片的热量散发到空气中，进一步提高相变冷却装置的冷却
效率。
相变冷却装置的外壳分为外侧表面、内侧表面和腔体。
考虑到装置安装在发动机外部时需要呈环形结构并可能会发
生碰撞的情况，在选择外侧表面材料时，可由刚性较大的可
弯曲材料制成，这样既有足够的强度固定翅片，保证翅片的
间距足够散热，又可以稍微弯折以便各单元连接成环形。选
择内侧表面材料时，优先考虑要与工件表面附着，从而选择
内侧表面由较柔软的材料制成，可通过形变更好地贴附在工
件表面，得到更大的传热面积。腔体用于承载填充物，保护
填充物在高温、低温状态都不外泄。其整体结构如图 1 所示。

2

图1
Fig. 1

整体结构图

Overall structure diagram

相变材料的选择
相变材料的两个指标参数——相变潜热和相变温度，基本圈定了一种材料所能适用的环境类型[9~10]。

相变潜热越大，材料保持环境温度恒定的能力越强[11]。然而，对于发动机冷却系统来说，要想提高冷却
效率，选择相变材料的相变温度范围应在 303～373 K 之间[12]，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选择相变潜热较高、
符合实际条件的相变材料[13]。
固-固相变材料仍在研究开发之中，技术尚未成熟，在实际应用中仍然存在很多现实性问题[6]，因此，
固-液相变材料是本次仿真分析研究需要着重选择的对象。固-液相变材料也符合附着在发动机上的相变
冷却装置内部填充物的选择条件，因此将选择的方向放在了固-液相变材料上。综上所述，在相变温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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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373 K 中选择正向变化状态为固态变为液态的

表1
Tab. 1

相变材料，在查询相关文献和阅览相关书籍后，综合
考虑选定有机类相变材料，分别为相变石蜡[14]、高密
度聚乙烯石蜡混合物（65%石蜡和 35%高密度聚乙
烯）[15]、膨胀石墨基相变材料（由石蜡和膨胀石墨组

76

相变材料的参数

Parameters of phase change materials

相变材料

相变温度/K

相变潜热/(J/g)

相变石蜡

303.0

210.0

高密度聚乙烯石蜡混合物

321.1

128.4

膨胀石墨基相变材料

321.0

161.5

成）[16]。如表 1 所示，三种相变材料的相变温度都在
可控范围之内，符合发动机运行温度区间，同时三者的相变潜热值相比其他相变材料来说较高，有很好
的实际利用价值。因此，在接下来的仿真分析研究中，主要对这三种材料进行分析计算与对比，最终确
定最优选项。

3

相变传热过程的数值模拟
采用瞬态传导方程估算由固态变为液态的整个相变过程，在固态到液态这一相变过程中，密度发生

了变化，体积变大。材料坐标系表示固态未变成液态时初始坐标系中的所有变换。假设液相中不发生混
合，可以使用材料坐标系的传导方程。这样做的目的是简化模型，因为不需要计算相变过程中密度变化
产生的速度场。材料坐标系中的传导方程[16]为

ρ Ceq

∂T
+ ∇ ⋅ (−keq ∇T ) = Q ，
∂t

（ 1）

其中， ρ 为密度（kg/m3）；Ceq 为等效恒压热容（J/(kg·K)）；keq 为等效热导率（W/(m·K)）；T 为温度
（K）；Q 为热源（W/m3）。
固体的材料属性 ρ 和 keq 必须是材料坐标系中的值，因此通过式（2）将空间坐标系[9]转换为材料坐
标系。通过该变化，材料坐标系中固体的密度 ρ =ρ L ⋅ ρ ratio =ρS ，这符合质量守恒定律，因为 ρ 在几何域
上的积分始终保持恒定。

ρ ratio =

ρS
.
ρL

（ 2）

以上述三维仿真模型为基础，在几何工具栏中进行模型的建立，由于模型的建立过程较为复杂，有
连接结构、翅片等设计结构，为方便进行模拟仿真，在不影响仿真分析的基础上，对此模型进行简化。
设置初始温度为 303 K，终态温度为 373 K，模拟发动机
启动前温度与正常工作时的临界温度值。在与发动机壳
体进行接触、发生温度变化的模型表面，设置一个阶跃
函数，模拟在发动机升温后传热过程中相变材料由于发
生相变过程而产生的温度变化，以此来观察温度变化后
整个模型的温度分布。
选择较为细化的网格划分方式，使得网格的分布较
为均匀、合理，光滑表面的处理更为细致，简化后的模
型及网格划分如图 2 所示。

图2
Fig. 2

简化模型及网格划分

Simplified model and grid partition

在完成网格划分后，需要进一步确定仿真分析的时间步长。时间步长对于仿真分析可能会有较大的
影响，因此在确定时间步长之前需要对不同的步长条件进行分析对比，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步长。根据实
际情况，发动机相变时间一般在 5～20 min，因此在设置仿真分析的时间时，选择总时长为 1 200 s，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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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了 1，15，30，60 s 四种不同的时间步长，在之前所设的初始条件下进行仿真分析。
对比结果如图 3 所示，可以看出，四种不同时间步长的仿真分析结果在温度云图中不论是纵向还是
横向角度上，都没有较大的差别，相变材料的温度变化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因此，时间步长对于
此次仿真分析结果没有明显影响。在综合考虑仿真分析流程后选择时间步长为 60 s.

图3
Fig. 3

时间步长对于数值模拟结果的影响

Influence of time step on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a—时间步长=1 s；b—时间步长=15 s；c—时间步长=30 s；d—时间步长=60 s
a-Time step=1 s; b-Time step=15 s; c-Time step=30 s; d-Time step=60 s

4

仿真结果分析

4.1

不同相变材料下的传热过程对比
三种相变材料的固液属性参数[17~19]如表 2 所示。
表2
Tab. 2

相变材料的固液属性表

Solid liquid properties table of phase change materials

相变材料

密度/(kg/m)

恒压热容/[J/(kg·K)]

比热率/[W/(m·K)]

相变石蜡

770/790

3 200/2 800

1/1

高密度聚乙烯石蜡混合物

922/962

膨胀石墨基相变材料

1 550/1 480

2 087/1 896

0.360/0.275

1 010/810

0.129/0.081

不同相变材料下的相变传热过程如图 4 所示。通过仿真结果分析与对比可以发现，当相变过程进行
到 1 200 s 时，相变石蜡和高密度聚乙烯石蜡混合物的三维仿真分析温度变化相似，从纵向角度来看，在
曲面中心轴线处可以明显看出，温度沿轴线方向，红色部分的区域较少，偏向于高温地带，证明底部的
高温热源向上传递的速度更快，从发动机接触面传递到相变材料的热量越多，转换效率更高；从横向角
度来讲，在中心区域的每一个横向平面内，较为鲜艳的橙色和黄色（355～365 K）在温度区域内占多数，
表明在横向区域内高温热源占主体地位，温度呈上升趋势。从一维绘图组中也可以发现，相变石蜡和高
密度聚乙烯石蜡混合物在整个横截面线段上的温度变化更为均匀，随着时间的推移，温度曲线更为平稳，
有良好的热传递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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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变石蜡（a）、高密度聚乙烯石蜡混合物（b）和膨胀石墨基相变材料（c）的三维仿真结果
Fig. 4

3D simulation results of phase change paraffin (a), DPE paraffin mixture (b),
and expanded graphite based phase change material (c)

而膨胀石墨基相变材料的图像表明，其温度在 335～345 K 之间的区域占据主要地位，以低温热源为
主，温度变化不够明显，相比于其他两种相变材料，没有较高的转换效率。其次在横截面线段中没有产
生平稳的温度曲线，温度变化较为不均匀，没有良好的热学性能。
相变石蜡的相变潜热和热导率相对较高，达到 210.0 J/g 和 0.558 W/(m⋅K)，是一种优良的相变材料。
而高密度聚乙烯石蜡混合物的密度和相变温度较高，在 321.1 K 时才会发生相变，不会在较为炎热的环
境中发生自我相变，可以适应较为恶劣的环境，较为安全。
相比高密度聚乙烯石蜡混合物，相变石蜡的制备更为方便，有可以直接使用的成品实物，能够加快
相变冷却装置的安装速度，使其尽早投入到实际应用中，同时造价较为低廉，可在一定程度上节约成本，
经济性较高。而高密度聚乙烯石蜡混合物的制备较为复杂，且成本较高，目前仍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
无法马上投入到实际应用中。因此，根据内外部条件的综合考虑，认为相变石蜡相比于其他两种相变材
料，更适合作为相变冷却装置的内部填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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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结构参数下的传热过程对比

4.2.1

厚度对于相变传热过程的影响

由于装置的热转换过程是从底部开始传递到顶部的，在这之间的横向距离就是曲面结构的厚度，因
此，改变曲面结构的厚度就是改变从初始温度开始传递到终态温度之间的距离，由此可以从两者之间的
距离大小来看转换的速度是否有所变化。因此，对曲面结构的厚度进行修改，在原始值（17.5 mm）的
基础上，将厚度改变为 18.5 mm 和 16.5 mm，进行三维仿真分析，结果如图 5 所示。

Fig. 5

图 5 不同厚度曲面结构的三维仿真结果
3D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surface structure with different thicknesses

将图 5 与图 4a 进行综合对比分析，从纵向角度来看，当曲面结构的厚度变小时，橙色与红色的交界
处接近于 0.07 m，而整个厚度是三者之中最小的，说明高温区域在整个分布区域中所占的比例最高，厚
度越小，高温热源的传导速率越快，相变材料进行热转换的效率越高，越快进行相变转换，就能吸收更
多的热量，使发动机得到进一步的冷却，达到装置的最初目的；从横向角度来看，随着曲面厚度的增大，
红色低温部分在横向轴线上所占的比例较大，整体温度在低温区域的面积较大，证明相变的热效率较低，
反而是厚度较小时有更好的效果。从一维绘图组中也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曲面厚度为 16.5 mm 的温
度分布曲线始终处于较高的温度范围之中，有较好的热效率。
改变厚度之后的三维仿真分析结果表明，曲面结构的厚度并不是越大越好，在厚度较小时，热源转
换能力更强，相变材料的转换更快，整体的热效率更高，此时发动机能够得到更好的冷却效果，相变冷
却装置的整体性能得以提升。
4.2.2

曲率对相变传热过程的影响

通过改变曲面结构夹合角度的方式来改变相变冷却装置的曲率，控制变量时，考虑到块数的情况，
在原有 6 块的基础上，选择(6±1)块，即 5 块和 7 块，选择的角度分别为 51.43°和 72°，在原有曲面结构
参数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并进行三维仿真分析，结果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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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角度曲面结构的三维仿真结果
3D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surface structure with different angles

将图 6 与图 4a 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初始值为 60°的三维模型，还是 51.43°或 72°的三
维模型，其在横向和纵向角度上，温度的变化趋势都是基本吻合的，且温度的颜色分布都是较为均匀的。
因此可以说明，改变曲面结构的夹合角度对相变冷却装置的冷却效果没有明显的影响。
4.3

温度对相变传热过程的影响
考虑冬天的气温情况，选择起始温度为 258 K，进行三维模型仿真分析研究。如图 7 所示，冷启动

时的环境温度较低，从纵向角度来看，258 K 的三维模型仿真结果中红色区域颜色较深部分所占的比例
较高，大部分温度区域在 310～330 K 之间，属于较低温区域，考虑到环境温度较低的缘故，相变冷却装
置在低温环境中可以发挥作用，但是没有在常温环境中的效果好，在冬天进行场地训练和比赛时，可以
向相变冷却装置的内部填充物中添加熔点相对较低的相变材料，例如相变石蜡等。

图 7 258 K 的三维仿真结果
Fig. 7 3D simulation result at 258 K

考虑不同工况下的发动机温度，选择最高温度为 353 K，分析在最高温度较低时的三维模型仿真结
果，如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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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K 的三维仿真结果
3D simulation result at 353 K

将图 8 与图 4a 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从横向角度来看，最高温度为 353 K 时颜色较深的红色区域
占整个模型的比例较高，基本维持在 310～320 K 之间，相比于正常条件时，温度分布趋势主要是向较低
的方向发展，因此可以得到与 258 K 时相类似的结论。相变冷却装置在最高温度较低时，没有正常条件
下的冷却效果好，热效率较低，在高温环境中使用可以充分发挥其优良性能。

5

结论
1）在进行不同相变材料之间的对比后发现，相变石蜡在经济性和实用性方面都略优于高密度聚乙烯

石蜡混合物，因此将相变冷却装置内部填充物的首选目标定为相变石蜡。

2）研究发现，当曲面结构的厚度较小时，热源转换能力更强，相变材料的转换更快，整体的热效率
更高，发动机能够得到更好的冷却效果，相变冷却装置的整体性能得以提升。

3）在改变结构曲率的三维模型仿真分析中发现，曲面结构的夹合角度对于最终的仿真分析结果没有
明显的影响，冷却效果基本上保持不变。

4）在改变环境的启动温度和最高温度的仿真分析中发现，在较低的启动温度和较低的最高温度下，
三维模型的仿真分析结果较正常温度条件下差，没有正常条件下的冷却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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