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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热力学 、流体力学和传热传质的基本原理出发 ,以 T RNSYS 为仿真平台 ,建立了

冷却塔动态数学模型 ,并对其进行了实验验证 ,结果表明辨识参数较准确时 ,仿真结果精度较

高 、可靠性较好 ,适合于系统仿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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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r inciple of thermodynamics , hydromech anics and heat and mass tr ansf er ,

taken TRNSYS as the simulation platform , presents the dynamics ma thematical model of cooling tower and

valida tes it by expe riment.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del has high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when the

identification par ameter s ar e a ccur ate.I t is suitable for system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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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0　引言

在集中空调系统中 ,制冷机中制冷剂产生的冷

凝热 ,在大多数情况下可通过冷却水循环回路中的

冷却塔向外排放 。有关冷却塔的运行特性 ,人们已

经进行过大量研究。最早对冷却塔进行理论分析

的是 M erkel ,其研究结果[ 1]成为日后人们分析冷

却塔热湿特性的基础 。随后 ,学者们根据各自不同

的研究目的和使用目标建立了大量的冷却塔模型 ,

有些是基于详尽的传热传质理论 ,为设计和选型服

务[ 2] ;有些是基于经验关联式的简单模型 ,参数辨

识量较大[ 3]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 ,建立了

基于清晰物理概念的简单的冷却塔数学模型 ,该模

型模拟冷却塔内空气和水的热湿交换特性及动态

响应 ,参数辨识量小 ,适合于系统仿真研究。

1　冷却塔的数学模型

假设空气和水在图 1所示(下标 i表示进口 , o

表示出口 , a表示空气 ,w 表示水)的逆流式冷却塔

图 1　逆流式冷却塔示意图 　

中进行热湿交换 ,忽略塔

壁的传热 ,取空气和水相

接触的微元控制体 dV ,

则根据能量方程有:

dQ =m adha=d(m w h w)

(1)

式中　Q 为空气和水的

换热量;m a 和 ha 分别

为干空气的质量流量及

单位质量干空气中湿空

气的焓;m w 和 hw 分别

为水的质量流量和液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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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焓。

又根据质平衡方程有:

dm w=m adωa (2)

式中　ωa是湿空气的含湿量 。

假设水的比定压热容 cp ,w为常数 ,则通过微元

控制体的水的温升为:

d T w=
dha-cp , w(Tw -T ref)dωa
m w , i

m a
-(ωa , o-ωa) cp ,w

(3)

式中　T ref为焓值等于 0的液态水的温度。

设冷却塔空气侧的换热效率 εa等于实际换热

量与空气侧最大可能换热量之比 ,即

εa=
ha , o-ha , i

hs ,w , i-ha , i
(4)

其中　hs ,w , i为入口水的饱和焓值。

而εa可以表示为传热单元数 N TU 及热容率

m
＊的函数 ,后者可定义为:

m
＊=

m a

m w , i
cp ,w

cs

(5)

式中　cs 为平均饱和比热容 ,等于进出口水饱和

焓值差与进出口水温差之比。

又根据经验关系式[ 4]有

NTU =c
m w , i

m a

1+n

(6)

式中　c , n 为反映冷却塔热湿交换的系数 ,由具体

冷却塔性能决定 。

在空气和水的热湿交换中 ,假设 Lewis数等于

1 ,则出口空气的含湿量可表示为:

ωa , o=ωs ,w , e+(ωa , i-ωs ,w , e)exp(-N TU)(7)

式中　ωs, w , e为饱和含湿量效率 ,当利用进出口空

气焓值和 N TU 计算出饱和焓 hs ,w , e后 ,根据湿空

气的焓 湿图即可得到 。

图2　冷却塔积水池示意图

通常一台冷却塔包含数个并联的热湿交换填

料层 ,冷却水经各个填料层冷却流出 ,在积水池中

混合充分后 ,再由冷却泵重新送入制冷机中 ,经热

湿交换后蒸发损失的水量 ,在积水池中得到补给 。

如图 2 所示 ,假设

补水量等于冷却

水的蒸发损失总

量 ,冷却水和补水

在积水池中混合均

匀 ,考虑其动态特性 ,由能量平衡方程有:

Vρw
d Tm

dτ
=∑

N
cel l

k=1
(m w , o(Tw , o -Tm))k +

m w , i -∑
N

cel l

k=1
(m w , o)k (Tmain -Tm) (8)

式中　V 为积水池的容积;ρw 是水的密度;Tm 为

混合均匀后的水温;N cell为热湿交换填料层总数;

T b为补水温度 。

对于冷却塔风机 ,在一定流量范围内可认为其

输入功率近似与流量的三次方成正比 。

将以上模拟冷却塔热湿交换特性 、冷却塔积水

池动态特性和风机能耗的三部分模型组合起来 ,构

成冷却塔模型 。当根据具体的冷却塔运行特性确

定了有关参数 c , n 后 ,由冷却塔给水温度 、流量 、

当地空气状态参数 ,即可计算单台冷却塔的出水温

度 、流量 、排出空气的状态参数和风机能耗 ,以及积

水池即冷却塔的排水温度和所有风机的总能耗 。

以 T RNSYS 为仿真平台的仿真模拟程序计算框图

见图 3 。

图 3　冷却塔仿真模拟程序框图

2　冷却塔模型的参数辨识

在本文的冷却塔模型中 ,反映空气和水热湿交

换特性的参数 c 和 n 必须通过实验测量加以计算

获得 。首先选择某需要仿真的实际空调系统中的

冷却塔 ,对其进行实验测试 ,测试项目包括:单台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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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塔的进出口水温(出口水温必须是经过热湿填料

层后淋下来的水的温度 ,而不能是经过冷却塔积水

池混合后的水温),入口水流量 ,周围空气干 、湿球

温度 ,冷却塔风机的风量 。为分析这些不同运行状

态下的测试数据 ,笔者编制了冷却塔模型参数辨识

的预处理程序 ,由此可以回归出参数 c 和 n 。具体

思路为:首先根据冷却塔内空气和水的热湿交换模

型 ,利用焓-湿图分别计算平均饱和比热容 cs 、热容

率 m
＊。假设进出口水流量相等 ,由此得到空气侧

换热效率 εa的假设值 ,进而算出空气和水进行热

湿交换的传热单元数 NTU 、出口空气焓值 ha , o ,最

终确定出口水流量。当空气侧换热效率 εa的值计

算收敛后 ,利用最小二乘法回归 c 和n 。有关参数

辨识的预处理程序框图见图 4。

图 4　冷却塔模型参数辨识程序框图

3　冷却塔模型的实验验证及模型参数的讨论

选择位于上海浦东的一座高 140 m 的商务大

楼作为测试对象。该大楼总建筑面积 71 000 m2 ,

地上 39层 ,地下 3 层。集中空调系统的冷源采用

5台大小相同的离心式冷水机组(四用一备),布置

在地下 3 层 , 单台设计冷量为 1 934 kW(550

USrt)。通过置于 38 层平台的 5台冷却塔向环境

散热 ,每台冷却塔的设计参数为进水 37 ℃,出水

32 ℃,湿球温度27 ℃,冷却能力2 721 kW ,循环水

量 7 800 L/min 。每台冷却塔中有 3台定风量风

机 ,单台风机风量 1 100 m
3
/min ,功率 14 kW ,在实

际运行时采取 3台风机同时联动的控制方式 。为

减小对制冷机的压力 ,冷却水泵布置在冷却水回水

侧。冷水采用二次泵系统 ,但初级 、次级泵都为定

流量泵 ,当负荷发生变化时 ,通过调整次级泵运行

台数进行控制 。水系统示意图见图 5 ,当室外气温

较低时 ,为防止冷凝器冻结 ,可开启旁通阀 1。

图 5　被测试对象的水系统结构示意图及传感器布置点

测试在 10月份进行 ,这时由于整个建筑空调

负荷相对较小 ,因此每天只开启制冷机 、冷却塔 、冷

却泵和初级泵各一台 ,而次级泵则根据日负荷的变

化开启一到两台 ,主要根据图 5中通过旁通 2的流

量来控制 。对于停止运行的制冷机或冷却塔 ,其水

路控制阀门关闭以切断水流 。由于 10月份上海的

室外气温并不很低 ,因此旁通阀门 1常关。这时水

系统变得相对简单 ,有利于测试的准确性。

大楼每日的空调运行时间为 6:00 ～ 18:00 ,采

取利用建筑物管理系统 BMS 和实际测试相结合的

方法来获得原始数据。该BMS采集数据的时间间

隔为 6 min。由于 BMS 对冷却塔的监测控制只包

括水侧部分 ,而没用风侧部分 ,即可以从电脑终端

显示器上人工读数或存盘打印输出的数据只有冷

却水的总供水温度和总回水温度(见图 5的温度传

感器布置点),而本文需要测试的冷却水温度包括

单台冷却塔的进水温度即冷却水的总回水温度 、以

及单台冷却塔的出水温度即图中位置 1的温度 ,对

于前者 ,可以直接通过 BMS 进行数据采集;而后者

由于有补水 ,从理论上讲 ,位置 1的水温并不等于

冷却水的总供水温度。于是利用位置 1已有的温

度计预留孔 ,采用人工方式测量水温 ,从BM S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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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的某个时刻开始 ,每隔 6 min测温一次 ,

每次记录下测试时间和水温值 ,经过一天 、共 81个

温度数据的记录观察 ,发现位置 1的人工测试温度

值与同时刻BM S记录的冷却水总供水温度值差别

不过在 0.2 ℃左右 ,考虑人工读数尚有一定误差 ,

因此直接利用 BM S监测的总供水温度作为位置 1

的温度。

由于实际条件所限 ,没有测量通过单台冷却塔

的冷却水流量 ,而将其视为等于流经单台离心机冷

凝器的冷却水流量 ,并且考虑为整日恒定。分别采

用温度自记仪和湿度自记仪记录冷却塔的进风 、排

风温度和进风湿度 ,从 BM S进行数据采集的某个

时刻开始 ,每隔 6 min记录数据一次。考虑冷却塔

排风的高湿性 ,利用 TSI Veloci Calc P lus多功能仪

器 ,采取人工读数的方法记录排风湿度 ,开始记录

数据的时刻及时间间隔都与其他测试数据相同 ,在

最初读数时留出了足够的稳定时间。测试用仪器

仪表见表 1。
表 1　冷却塔参数测试用仪器仪表

测试项目 仪器仪表 最小分度或精度

冷却水总供 、回水
　温度

BMS 对布置点的

温度传感器进行

数据采集

0.001 ℃, 每隔 3

个月标定一次

单台冷却塔出水

　温度
玻璃水银温度计

0.1 ℃

冷却塔进 、排风温
　度

温度自记仪
0.01 ℃

冷却塔进风湿度 湿度自记仪 0.1%

冷却塔排风湿度 TSI Veloci Calc

Plus多功能仪器

0.1%
　

　　测试共进行了 3天 ,测试时间为9:30 ～ 17:30 。

选择两天的测试数据 ,利用其中一天的数据进行参

数辨识 ,另一天的数据进行模型校验。其中某日所

测试的冷却塔进出口水温 、进出口空气温度 、进出

口空气湿度分别见图 6 ～ 8。

图 6　冷却塔进出口水温实测值

将上述实测的冷却塔进出口水温 、进口流量 、

空气入口温湿度 、冷却塔风机风量等参数编制成数

据文件 ,输入冷却塔模型的参数辨识程序中进行迭

图 7　冷却塔进出口空气温度实测值

图 8　冷却塔进出口空气相对湿度实测值

代计算 ,考虑到由于冷却水流量和冷却塔风机风量

都恒定 ,为便于系数回归 ,使二者的流量比在恒定

值上下作微小变化(变化幅度在±2%以内),虽然

这种微小变化纯粹是数学上的技术处理 ,但其与实

际情况也能基本吻合 ,因为实际系统在运行时 ,无

论风量还是水量 ,尽管是定流量的 ,但一天中也会

有微小变化 ,所以这样的数学处理不会引起与实际

情况的较大出入 。由此计算出不同数据记录时刻

的传热单元数 NTU 和流量比 m w , i/m a ,见图 9。

从图中可见 , NTU 在基本恒定的流量比下变化也

图 9　利用实测数据计算出一天不同

时刻的 NTU 和流量比

很小 。将 N TU 和流量比绘制成对数图 ,见图 10 ,

最终回归出的系数为 c=3.272 3 , n=-2.948 9。

将另一天实测数据中的冷却塔进水温度 、进水

流量 、冷却塔进风状态等参数 ,按照 T RNSYS 要求

编制成数据读入文件 ,并利用前面所得到的系数 c

和n ,输入到本文的冷却塔仿真模型中 ,发现冷却

塔的出水温度和出风温度的仿真结果都与实测值

有较大误差(20%左右)。分析其原因 ,发现问题出

在参数辨识上面。因为参数 c 和 n 的获得关键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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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NTU-流量比的对数图

决于N TU 和流量比 ,实际测量中应该取得很大范

围内的 NTU 和流量比变化值 ,才能正确回归 c和

n ,但因为本文所选择的测量对象 ,其冷却塔风机

为定风量 ,且冷却水回路也为定流量 ,这样就造成

二者的流量比为准恒定值 ,实测获得的 NTU 和流

量比都是变化较小的量 ,这从图 9 和图 10 中也可

以看出 ,因此最终回归出的参数 c 和n 可能具有一

定的偏差 ,由此造成仿真结果误差较大 。

再根据文献[ 3]中推荐的 c和 n 的经验值 ,经

过多次仿真试算 ,发现对于本文的仿真对象 ,当 c

和n 分别取 2.12 和-0.73 时 , 仿真模拟结果较

好 ,其中 ,冷却塔出水温度和出风温度的仿真结果

与实测值对比见图 11 , 12 , 仿真结果误差都在

±6%以内 。

图 11　冷却塔出水温度测量值与不同参数时计算值的对比

图 12　冷却塔出风温度测量值与不同参数时计算值的对比

　　从测试实验分析结果可得出如下结论:

a)如果参数辨识相对准确 ,则仿真结果精度

较高 、可靠性较好 ,这证明了该冷却塔模型本身精

度较好 ,能够准确模拟冷却塔的工作特性和空气与

水的热湿交换等特性;

b)要想获得相对准确的模型参数 ,最好对实

际系统在一定变化范围内的气水流量比和传热单

元数进行测试 。比如像本文这种测试对象的定流

量比系统 ,对于冷却水流量 ,由于制冷机冷凝器的

要求一般不会有较大变化 ,基本常年保持恒定;但

对于冷却塔风机 ,虽然为定风量风机 ,但这类轴流

风机叶片的安装角都可以调整 ,以改变风机的流量

和压头 ,而且据测试大楼物业管理人员说 ,他们通

常在夏季时让所有的冷却塔风机处于最高风量下

运行 ,等到过渡季节时 ,常常将风机叶片的安装角

调小以减小风量 ,这样可以更好地适应系统负荷的

变化 ,同时可以节能。因此 ,若能在风机额定流量

和部分流量运行的季节分别对其风量进行测试 ,则

能获得在一定范围内的气水流量比 ,这样将有利于

获得更加准确的模型参数 ,从而提高模型的仿真模

拟精度。

c)若将该冷却塔模型应用于变冷却水流量或

变冷却塔风机风量的系统 ,则可能更易获得相对准

确的模型参数 。

4　结语

本文根据热力学 、流体力学和传热传质的基本

理论 ,采用动态方法 、以 TRNSYS 为仿真平台 ,建

立了冷却塔的数学模型 ,并利用实际空调系统的测

试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实验验证。实验结果表明:a)

最好对实际系统在一定变化范围内的测试数据进

行分析以获得相对准确的模型参数;b)该冷却塔

模型仿真精度好 、可靠性高 ,物理概念清晰 ,数学形

式简洁 ,计算量小 ,参数辨识简单 ,适合于系统仿真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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