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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源热泵热气除霜问题研究现状与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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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从除霜时热泵各部件及整个系统的运行特性、能量转换与传递、除霜的自动控制等方面讨论了空气源热泵除

霜运行时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 　空气源热泵 ; 热气除霜 ; 除霜模型 ;除霜控制

中图分类号 : 　TQ051. 5　　　　文献标识码 : 　A

Sta tus and D evelopm en t of A ir Source Hea t Pum p Hot Ga s D efrosting Research

HAN Zhi2tao, YAO Yang, J IANG Yi2qiang, MA Zui2liang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90, China)

Abstract:　Recently research on hot gas defrosting of air source heat pump was reviewed. A number of defrosting p roblem s such

as each components and the whole heat pump system defrosting characteristics, energy transition and transfer, automatic control

of defrosting etc. were discussed and recommendations of solving these p roblem s are p 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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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世界能源结构的调整和全球范围内可持

续发展战略的提出 ,人们越来越重视对清洁、安

全、高效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空气源热泵系统以

电能为驱动力 ,将室外环境空气作为热源、热汇 ,

向被调节对象提供冷、热量 ,是国家着力推广的环

保、高效的能源供给方式之一。目前采用的空气 /

空气热泵型分体式房间空调器非常普遍 ,自 20世

纪 90年代以来 ,空气 /水型式的空气源热泵冷热

水机组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但从目前空气源热泵的实际运行效果来看 ,

这类机组在气温偏低且相对湿度比较大的地区制

热运行时仍不理想 ,主要原因是蒸发器结霜及除

霜造成的供热能力下降。因此 ,需用周期性除霜

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目前 ,空气源热泵最常用

有效的除霜方式是逆循环热气除霜。本文所指的

除霜方式均为热气除霜。

空气源热泵的除霜特性是非常复杂的 ,研究

涉及的方面很多 ,目前主要集中在 :

(1)采用实验或计算机仿真的方法研究热泵

各部件及整个系统的除霜特性 ,其中以蒸发器的

除霜特性为重点。

(2)从热泵除霜时系统能量变化的角度出

发 ,对系统除霜时能量的来源与分配 ,除霜对热泵

供热量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研究。

(3)热泵除霜自动控制。根据热泵的不同种

类与容量 ,不同工况条件 ,确定除霜运行的起止

点 ,除霜周期 ,并研究相应的自动控制方法。

(4)有利于改进除霜性能的其它辅助方法的

研究。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 1　除霜时各部件及系统的运行特性研究

2. 1. 1除霜时蒸发器的运行特性研究

较早进行蒸发器除霜实验研究的是 Sanders

和 N iederer, 1974年 Sanders建立了蒸发器除霜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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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并在实验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除霜时能耗的

分配情况 [ 1 ]。1976年 N iederer用实验方法测定了

除霜能耗时发现 80%的除霜耗热用于加热换热器

金属结构和周围的空气 [ 2 ]。

1989年美国的 O’Neal对空气源热泵的热气

除霜过程进行了实验研究 [ 3 ]
,将一台热泵的室内

侧盘管和室外侧盘管分置于两个人工气候小室

内 ,通过实验分析热泵的功率 ,制冷剂质量流量、

温度 ,过冷、过热度 ,压缩机的吸排气压力 ,室外盘

管的表面温度等参数在一次完整的除霜过程中的

动态变化。认为可以采用综合循环 COP、除霜时

间、融霜时间、排水时间 4项特性指标来反映热泵

的除霜性能。

相对于除霜实验研究 ,近些年采用模拟方法

研究除霜过程发展较快。加拿大的 Krakow 在

1992年建立了更接近于实际的蒸发器热气除霜分

布参数动态模型 [ 4 ]
,重点分析了蒸发器表面的霜

层在除霜过程中的变化情况。认为在一个除霜过

程中蒸发器表面要经历四个阶段 :结霜表面的预

热阶段 ;壁温高于 0℃的融霜阶段 ;霜完全融化后

的蒸发阶段 ;表面水蒸发结束后的干热阶段。对

于这四个不同阶段 ,从质量守恒 ,能量守恒出发 ,

建立了详尽的除霜数学模型 ,模型求解过程需要

通过实验确定 4个参数 :蒸发器最大表面滞水量 ,

空气 /水膜导热系数 ,空气膜导热系数 ,表面水蒸

发系数与指数。虽然 Krakow的模型是目前最接

近实际工况的模型 ,但模型的求解依赖于实验测

定的参数 ,而且模型过于复杂 ,通用性不够。

2005年美国的 Hoffenbecker发表了工业用蒸

发器热气除霜的动态模型 [ 5 ] ,该模型以空气干球

温度 ,空气湿度 ,盘管几何尺寸 ,霜层厚度与密度

及热气入口温度等为输入参数 ,以除霜时的显热

量 ,潜热量及霜完全融化的时间等为输出参数。

该模型的优点在于可以预测除霜循环产生的附加

空间热负荷 ,包括 :除霜时的对流换热量 ,湿空气

的二次蒸发热量 ,盘管蓄热的散失量。

2. 1. 2热泵除霜时节流装置的特性研究

热泵中的节流装置有毛细管、热力膨胀阀及

电子膨胀阀 ,对于小型分体式热泵型房间空调器

多采用毛细管 ,大型热泵冷热水机组则采用热力

膨胀阀及电子膨胀阀。热泵除霜时一个关键问题

是逆循环开始时 ,制冷剂大部分贮存在气液分离

器或贮液器中 ,而快速除霜要求迅速增大制冷剂

的质量流量和压缩机排气压力。如果节流装置不

能根据系统要求控制制冷剂的流量 ,往往成为增

大制冷剂的质量流量的瓶颈。

作为节流机构的毛细管和热力膨胀阀在空气

源热泵除霜时的性能表现是不同的。有关研究在

实验时发现 [ 6 ] ,除霜时 ,采用膨胀阀机组吸气压力

< 50kPa的时间大约在 30～60 s,而采用毛细管的

机组吸气压力 < 50kPa的时间长达 3. 5m in。后者

不得不因为低压时间过长而停机。

在研究不同节流机构对逆循环除霜时间的影

响时 ,文献 [ 7 ]采用一根外径为 22mm的旁通铜管

及热力膨胀阀分别作为除霜时的节流机构。结果

表明 :旁通铜管系统比热力膨胀阀系统的除霜时

间缩短 1. 5m in,其中融霜时间缩短 1. 3m in;在融

霜阶段开始的一分多钟和整个排水阶段 ,风冷换

热器出口即节流机构的进口的制冷剂为过热气体

或者两相状态 ,气相的存在使节流机构的流量增

加缓慢 ;旁通铜管系统比热力膨胀阀系统的流通

面积大 ,所以除霜时间短。

D. L. O’Neal也通过实验详细比较了分别采

用短管和热力膨胀阀作为节流机构的系统在除霜

过程中的动态特性 [ 8, 9 ]。结果表明 ,采用短管的系

统除霜时可得到较大的制冷剂流量 ,有利于加快

除霜 ,短管直径尺寸对除霜速度有很大影响 ,在一

定范围内 ,增大短管尺寸可缩短除霜时间。

国内有关轿车空调蒸发器除霜实验研究发

现 ,加大电子膨胀阀开度可明显缩短除霜时

间 [ 10 ]。

2. 1. 3热泵除霜时系统运行特性模拟与实验研究

对于整个系统而言 ,除霜过程主要特性是各

部件制冷剂的质量迁移和压力变化 ,以及蒸发器

表面霜层与翅片管壁和周围空气的热质传递过

程。这一过程中系统各部件的运行会相互影响 ,

相互制约 ,是一个高度复杂的部件耦合过程。到

目前为止 ,国内外发表的热泵除霜系统动态模型

很少 ,对此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Krakow在 1993年发表了理想化热泵除霜系

统动态模型 [ 11 ]
,成为建立除霜系统模型的先驱。

其模型可在一定的精度基础上预测系统运行特性

并辨识控制这些特性的主导因素。建模时 ,将除

霜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迅速建立压力平衡阶段 %

%四通阀反向 ,系统高低压对接 ,贮液器压力和质

量流量短时间内滞止不变 ;制冷剂迁移阶段 % %

以压缩机排气压力高于贮液器滞止压力为结束标

志 ;连续均匀流动阶段 ———直到除霜结束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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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上以这三个阶段为序 ,空间上从制冷剂入口

开始将除霜盘管划分为若干单元 ,采用分布参数

法对每个单元建立了质量、能量的动态变化方程。

同时 ,根据各部件的特性参数对蒸发器、活塞式压

缩机、节流元件 (包括结构尺寸可变和不变两种 )、

四通换向阀、除霜盘管入口排管等建立了质量、能

量动态变化方程。同时还建立了系统充注量分析

方程和贮液器容量分析方程。求解时采用联立系

统各部件上一时刻结构方程和当前制冷剂状态方

程同时求解的方法。最后得出结论认为 : (1)此模

型提供了量化分析除霜特性参数的手段 ; (2)除霜

模式下 ,除霜盘管内压力的动态变化主要取决于

系统中制冷剂质量与能量在各部件中的分配。

Krakow通过实验分析并验证了所建立的系统

动态模型 [ 12 ]。并指出室外侧盘管热传递特性 ,高压

侧容积 ,压缩机功率 ,以及节流机构的流动特性是

影响系统除霜性能的主要因素。在研究系统除霜

瞬态反应实验中 ,许多参数是无法直接或几乎不可

测量的 ,如 :制冷剂饱和状态参数 (两相流 )、各部件

中制冷剂的精确滞留量 ,各部件蓄热量等。同时指

出测量系统某点处制冷剂质量流量 ,更准确反映压

缩机瞬态变化的模型 ,以及考虑压缩机蓄热因素的

瞬态变化的模型都是提高模型精度的方向。

从国内文献看 ,西安交大研究了热泵除霜系

统建模问题 [ 13 ]。在对风冷热泵冷热水机组除霜

过程内部状态变化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 ,建立

机组除霜过程动态仿真数学模型 ,把除霜过程分

为与 Krakow类似的三个阶段 ,采用集中参法 ,在

每个阶段对机组的高压侧和低压侧的各部件建立

了质量和能量守恒方程 ,同时建立了压缩机和热

力膨胀阀模型。同时建立机组除霜时空气侧融霜

过程的仿真模型。这个模型与 Krakow建立的蒸

发器逆循环的模型也类似 ,模型求解时采用质量

引导法。

还有人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可以用来模拟空气

源热泵机组四通阀换向后系统高低压平衡和系统

循环重新建立过程的模型 [ 14, 15 ]。该模型的核心部

分是除霜开始后短时间内反映两个换热器的质

量、能量变化的控制方程 ,以及高压贮液器的能量

和质量守衡方程。目标是求得机组状态转变 (即

由制热转变到除霜 )过程中的平衡压力及状态转

变时间 ,这个平衡压力即是四通阀换向后风侧换

热器里制冷剂压力升高值与水侧换热器里制冷剂

压力降低值相等的压力。为了求得这个平衡压力

还需要补充制冷剂物性计算程序。

2. 2　热泵除霜时系统能量变化的研究

热泵除霜从能量转换和传递角度看是在逆循

环过程中制冷剂吸收能量并将能量传递到室外侧

换热表面的霜层中。因此从能量分析与节能方面

优化除霜过程时必需回答几个问题 : (1)除霜的能

量从哪里得到 ; (2)除霜的能量以何种方式得到 ;

(3)除霜的能量在系统中如何分配与平衡 ; (4)如

何减少除霜过程中的能量消耗。

较早出现的相关研究是 1983年的 Stoecker,

他分析了工业制冷盘管热气除霜过程中能量传递

与转化情况 [ 16 ]。该研究虽然与热泵逆循环除霜

有一定差别 ,但其本质上是一致的。Stoecker认为

可从 3个方面入手降低热气除霜能耗 : (1)保证满

意除霜效果前提下尽量减小气态制冷剂压力 ; (2)

采用有效办法尽快排走盘管上融化的冷凝水 ; (3)

确定在哪一个合理的时间点上结束除霜。他还沿

用 1976年 N iederer定义的除霜效率 % %实际用于

融化霜层 ,蒸发霜水的能量与整个除霜过程中经

气态制冷剂传递的能量之比。指出热气除霜效率

约为 15% ～25%。除霜损失主要是从加热的盘管

散失到周围环境中的热量 ,以及高压制冷剂节流

到低压过程的节流损失。

Baxter于 1985年对一台 10kW 热泵的实测表

明 ,除霜增加的能耗占整个供热季节总能耗的

10. 2% [ 17 ]。

国内研究人员认为风冷热泵机组逆循环除

霜 ,制冷剂吸收的能量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水侧换

热器水温降低所提供的热量 ,水侧换热器板片降

温所提供的热量 ,压缩机作功 ,压缩机壳体降温所

释放的热量。而除霜能耗主要是 :霜层温度升高

所需的热量 ,霜层融解所需的融解热 ,风侧换热器

翅片及铜管升温所需的能量 ,散失到周围环境中

的热量。因此建议采用变频压缩机、热气旁通法

(不改变机组运行模式 )以及蓄热式压缩机等方法

来降低除霜能耗 [ 18, 19 ]。

有关研究讨论了风冷热泵热气除霜时除霜总

负荷的计算 [ 20 ]
,将除霜负荷分为预热负荷和除霜

负荷两部分 ,对每部分负荷的算法作了介绍。这

个模型相比 Krakow计算蒸发器表面除霜过程分

为四个阶段的模型来说是简单的。

2. 3　热泵除霜自动控制

除霜控制的最优目标是按需除霜 ,实现机理

是利用各种检测元件和方法直接或间接检测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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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表面的结霜状况 ,判断是否启动除霜循环 ,在除

霜达到预期效果时 ,及时中止除霜。热泵除霜自

动控制是除霜研究中的一个难点 ,也是除霜研究

的一个热点。目前除霜控制方法大致有 :

(1)定时控制法 :早期采用的方法 ,在设定时

间时 ,往往考虑了最恶劣的环境条件 ,因此 ,必然

产生不必要的除霜动作。

(2)时间 —温度法 :这是目前普遍采用的一种

方法。当除霜检测元件感受到蒸发器翅片管表面

温度及热泵制热时间均达到设定值时 ,开始除霜。

这种方法虽有进步 ,但由于检测盘管温度设定为

定值 ,不能兼顾环境温度高低和湿度的变化。在

环境温度不低而相对湿度大较大时或环境温度低

而相对湿度较小时不能准确的把握除霜切入点 ,

容易产生误操作。而且这种方法对温度传感器的

安装位置较敏感。常见的中部位置安装 ,易造成

结霜结束的判断不准确 ,除霜不净 [ 21 ]。

(3)自修正除霜控制法 [ 21 ]
:考虑四个除霜控

制参数 :最小热泵工作时间 TR,最大除霜运行时

间 TC,盘管温度与室外温度的最大差值 △t,结束

除霜盘管温度 t0。除霜判定 :热泵连续运行时间

大于 TR 且盘管温度与实验室外温度差等于 △t

时 ,开始除霜 ;除霜运行时间等于 TC或盘管温度

大于 t0时结束除霜。自修正是指根据制冷系数 ,

结构参数和运行环境等 ,结合除霜效果对 △t修

正。这种除霜方法涉及因素多 , 检测自控复杂 ,

△t修正实际操作困难。

(4)空气压差除霜控制法 :由于蒸发器表面结

霜 ,蒸发器两侧空气压差增大 ,通过检测蒸发器两

侧的空气压差 ,确定是否需要除霜。这种方法可

实现根据需要除霜 ,但在蒸发器表面有异物或严

重积灰时 ,会出现误操作。

(5)最大平均供热量法 [ 22 ]
:引入了平均供暖

能力的概念 ,认为对于一定的大气温度 ,有一机组

蒸发温度相对应 ,此时机组的平均供暖能力最大。

以热泵机组能产生的最大供热效果为目标来进行

除霜控制。这种除霜方法具有理论意义 ,但怎样

得到不同机组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的最佳蒸发温

度 ,实施有一定的困难。

(6)模糊智能控制除霜法 [ 22 ]
:将模糊控制技

术引入空气源热泵机组的除霜控制 ,整个除霜控

制系统由数据采集与 A /D转换、输入量模化、模糊

推理、除霜控制、除霜监控及控制规则调整五个功

能模块组成。通过对除霜过程的相应分析 ,对除

霜监控及控制规则进行修正 ,以使除霜控制自动

适应机组工作环境的变化 ,达到智能除霜的要求。

这种控制方法的关键在于怎样得到合适的模糊控

制规则和采用什么样的标准对控制规则进行修

改 ,根据一般经验得到的控制规则有局限性和片

面性。若根据实验制定控制规则又存在工作量太

大的问题。

(7) 霜层传感器法 :蒸发器的结霜情况可由

光电或电容探测器直接检测 ,这种方法原理简单 ,

但涉及高增益信号放大器及昂贵的传感器 ,作为

实验方法可行 ,实际应用经济性较差。

(8)室内、室外双传感器除霜法 :室外双传感

器除霜法 ———通过检测室外环境温度和蒸发器盘

管温度及两者之差作为除霜判断依据 ,这种方案

在 20世纪 90年代初期日本松下、东芝、三洋等公

司的分体空调器中广泛采用 [ 23 ]。这种方法未考

虑湿度的影响。室内双传感器除霜法———通过检

测室内环境温度和冷凝器盘管温度及两者之差作

为除霜判断依据。这种方法避开对室外参数的检

测 ,不受室外环境湿度的影响 ,避免室外恶劣环境

对电控装置的影响 ,提高可靠性 ,且可直接利用室

内机温度传感器 ,降低成本。目前在这种除霜控

制方法为很多厂家采用。

此外还有很多除霜控制方法 ,如最佳除霜时

间控制法 [ 24 ] ,最大周期供热系数法 [ 15 ]等。

2. 4　改进热泵除霜性能的其它方法的研究

对于有高压贮液器和气液分离器的热泵系

统 ,通过大量研究发现这两个部件对除霜有重要

影响。Nutter采用涡旋压缩机的家用热泵作热气

除霜实验 [ 25 ] ,该系统在制热和除霜模式下分别采

用短管和热力膨胀阀作节流机构。实验中发现 ,

从系统中除去吸气管路上的气液分离器可降低

10%的除霜时间 ,而且整个系统综合 CO P只降低

了 2%。

Nutter还将电热阻放在气液分离器底部 ,除霜

时直接加热液态制冷剂 ,同时把电阻丝缠绕在气

液分离器的外壳上以主动的方式加快分离器内制

冷剂的蒸发 [ 26 ]。实验结果显示 ,系统综合 CO P上

升了 3. 1% ,而除霜循环时间缩短了 11% ,缩短的

除霜时间主要是蒸发器表面冷凝水排水时间减少

了 1m in。

有关研究设计了一个双蒸发器贮液融霜系

统 :在贮液器的出液管上分两路由电磁阀控制 ,供

液制冷 ,同时贮液器上方另外引出两根除霜管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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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风机提供贮液冲霜。当一台冷风机除霜运行

时 ,另一台仍保持制冷运行 ,除霜蒸发器所产生的

冷凝液与制冷蒸发器的回气一起经气液分离器分

离 ,回气进入压缩机吸气管。贮液器融霜时间与

大气温度、冷凝压力有关 ,当冷凝温度和冷凝压力

维持在较高值时 ,除霜效果好。当需要加快融霜

速度时 ,可以人为地调节 ,提高冷凝压力。可根据

融霜所需热量 ,充注足够的制冷剂 ,保证制冷剂存

液量 ,再选用适当的排气管径可有效控制除霜时

间。这种贮液器除霜系统虽然针对的是制冷装

置 ,但除霜机理与热泵热气除霜一致 ,经简单改造

可适用于热泵除霜。

一般情况下 ,为了减少除霜时热量向周围环

境的散失 ,除霜循环过程中室外风机始终是停机

的。Anand研究了除霜时风机预启动对系统压力

瞬态变化的影响 [ 27 ]。认为除霜结束系统恢复供

热时 ,要经历一个高压侧和低压侧对接的过程 ,这

一过程对压缩机和制冷剂管路都存在机械冲击 ,

对系统稳定性和寿命都是不利的。在结束除霜前

可预先启动室外盘管的风机 ,加速冷却盘管 ,降低

冷凝压力 ,可以减轻其后结束除霜时系统压力剧

烈振荡对系统的冲击。实验分 20、40、60 s三种时

间段预启动风机考察其对系统的作用 ,得出结论 ,

提前 20 s启动风机对降低系统压力瞬态振荡最为

有利。

1997年日本 TOSH IO在实验中分析了单根水

平结霜盘管位于气固粒子流态床中的热传递及除

霜特性 [ 28 ]。所谓的气固粒子流即温度为 - 7℃,

RH为 80% ,夹杂一定霜晶体积比的空气。实验

发现气固粒子流可有效改善除霜过程的热传递特

性。这与风机预启动对蒸发器表面霜层具有相似

的作用机理。

Payne采用分步除霜法进行了实验研究 [ 29 ]。

相对于正常的逆循环除霜 ,分步除霜法分两种情

况 :

(1)机组正常启动除霜动作 ,当室外换热器底

部盘管的出口温度达到 1. 7℃时 ,机组停机 ,即关

闭压缩机 ,然后让盘管凝结水自然排放 ,直到整个

除霜时间达到 10m in为止 ;

(2)机组正常启动除霜时先停机 5m in再启动

除霜动作 ,除霜运行时间为 5m in。结果表明 ,这两

种分步除霜法均可降低除霜能耗。前者至少降低

22%除霜能耗 ,没有缩短除霜间隔时间 ;后者降低

了 25%除霜能耗 ,但两次除霜间隔时间却减少了

5. 25%。Payne指出 ,这两种分步除霜法是建立在

假设 ———除霜期间机组提供室外盘管的能量可以

保证冷凝水从盘管排走并不会重新冻结。可见 ,

这种除霜方法是有一定条件的 ,能否满足这种条

件与具体热泵有关。

上海交大在对蓄能和热水器复合空调器的冬

季运行试验研究中采用蓄热除霜方法 [ 30 ]
,热泵制

热运行达到除霜条件时 ,通过控制相应阀门的开

关 ,使从室内换热器出来的制冷剂经节流后进入

蓄热槽中的盘管蒸发取热 ,然后进入室外换热器

除霜。这种方法的最大特点是在除霜时四通阀不

用换向 ,仍然是制热方式 ,同时向室内供热 ,在低

温时能达到较高的制热系数。

改善除霜循环性能的方法还有很多 ,如 :改变

蒸发器翅片的排列方式 [ 31 ] ;对蒸发器翅片管表面

进行亲水性或憎水性处理 [ 32 ]等。

3　空气源热泵热气除霜问题研究现状总结及研

究方向展望

通过对国内外关于空气源热泵逆循环除霜文

献的分析可以看出 ,目前研究还没有很好的解决

几个方面问题 :

(1)空气源热泵热气除霜是一个涉及固 —液、

液 —气的多相变 ,时变性强的传热传质过程 ,其规

律还没有完全为人掌握。

(2)除霜时 ,室外侧换热器内部制冷剂、翅片

管壁、霜层 ,环境空气之间的热质交换机理尚不完

全清楚 ,全面、真实反映这一热质交换物理过程的

蒸发器除霜动态数学模型尚未看到 ,目前存在的

模型多依赖实验测得的参数 ,且过于复杂 ,通用性

不足。

(3)对于系统来说 ,除霜过程是一个制冷剂质

量、流速、压力在各部件中重新分配 ,并建立新的

平衡的动态过程 ,制冷剂质量迁移 ,部件内压力变

化的特性研究还不是很充分 ,已有的能反映这一

瞬态变化的系统动态模型还很不完善。

(4)节流机构 ,高压贮液器、气液分离器在除

霜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尚不完全明了 ,有必要进一

步探索这些部件的除霜特性。除霜时节流机构往

往成为增大制冷剂的质量流量的瓶颈 ,如何保证

节流装置根据系统要求控制制冷剂的流量是节流

装置特性的优化方向。

(5)除霜自动控制方法很多 ,相比而言 ,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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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应用较多的是室内侧双传感器控制法 ,但这种

控制方法在结束除霜的判断依据及其理论基础需

要深入分析。

(6)除霜的能量来自压缩机耗功、系统本身固

有热量传递 ,以及从供热环境空间吸热 ,这必然造

成供热环境空间热舒适性的恶化 ,是除霜不稳定

的内在原因。因此 ,寻找合适的除霜能量供给方

式是保证除霜稳定的一个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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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喷雾造粒工艺 RBSC金相显微组织

3. 4　喷雾造粒粉制备的反应烧结 SiC机械密封

环

用喷雾造粒粉体制备的反应烧结 SiC陶瓷经

过研磨加工后 ,生产的机械密封环如图 6所示。

图 6　喷雾造粒工艺 RBSC机械密封环

4　结论

(1)采用水基料浆喷雾造粒工艺处理的粉体

与传统工艺处理的粉体相比 ,粉体的流动性能得

到明显改善 ,适用于连续自动干压成型 ,提高生产

效率 ,因此可以广泛应用到碳化硅陶瓷生产中。

(2)在喷雾造粒粉成型中避免了传统工艺的

热压成型 ,但只有当成型压力足够大时造粒粉中

存在的硬团聚才能够被破坏。根据素坯密度 2压
力曲线 ,实际生产中成型压力选择 140MPa较为适

宜。

(3)采用新工艺制备出密度为 3. 10 g/cm
3

,游

离硅含量为 8. 22wt% ,硬度 ( HRA ) 90,抗折强度

为 434MPa的反应烧结碳化硅密封材料 ,主要性能

高于传统工艺和行业标准 ,达到国外同类产品技

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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