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0 卷第 2 期

· 317 ·

赵建富 等：硅酸盐玻璃中银铜双金属纳米颗粒的精细结构

硅 酸 盐 学 报

第 40 卷第 2 期
2012 年 2 月

Vol. 40，No. 2
February，2012

JOURNAL OF THE CHINESE CERAMIC SOCIETY

用 Monte Carlo 法对浮法玻璃退火窑间接冷却区内热过程进行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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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Monte Carlo 法及数值模拟算法，建立了浮法玻璃退火窑间接冷却区(辐射换热冷却区)通用的退火模型，该模型可以对浮法玻璃带在间
接冷却区内的退火冷却过程进行模拟仿真。对仿真数据进行现场测试，结果表明：玻璃带与风管的计算值与测量值的最大误差分别为 2.12%和–4.64%，
整体误差控制在 5%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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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al Process Numerical Simulation for Indirect Cooling Zones of Lehr
Using Monte Carlo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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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annealing model, which can be used to simulate the annealing cooling process of the float glass ribbon in indirect cooling zones (radiation heat transfer cooling zones) of lehr, was established by Monte Carlo method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algorith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ximum errors of temperature of glass ribbon and cooling tubes between the simulated values and the
measured values are 2.12% and –4.64%, respectively, and the overall errors are controlled withi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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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火是浮法玻璃生产过程中的一道重要工序，
其间接冷却区又是浮法玻璃退火窑的一个重要区，
其内基本传热过程是：玻璃带辐射热量传给冷却风
管，冷却风管再以对流方式将热量传给冷却风，从
而实现对玻璃带的冷却与退火。目前在分析浮法玻
璃退火窑的数学模型中用得较多的是区域法，
R. Gardon[1] 和 Chui[2] 等在各自文章中都有描述，
Gardon 的文献较早较系统地介绍了玻璃辐射区域
内数学模型的建立过程，并分别通过模型模拟一区、
二区和三区的退火过程论证了其非线性退火[3]的理
论。Chui 在建立模型中对能量方程中的各项进行了
量级对比，认为相邻玻璃体积单元间的传导、辐射

传热以及玻璃表面的对流散热可以忽略，从而简化
了方程。李会平[4]在分析窑中玻璃带传热时也采用
了类似的方法。此外，孙承绪等[5]亦采用区域法对
退火窑内的辐射换热进行了计算，并通过模型模拟
对比了“冷风”、“热风”工艺的不同优缺点。由于
区域法不存在对空间立体角的离散，所以对无散射
的热辐射传输问题的计算精度较高，其不足之处在
于：1)对复杂的几何形状，积分计算比较困难；2)
处理各向异性散射介质的辐射传递比较困难；3)处
理非均匀介质(如吸收系数是温度、物性的函数)时
比较困难。A. B. Lee[6]则将退火模型和热应力模型
相结合，通过热模型求解出玻璃带实时的应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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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T. Lentes[7] 采 用 “ 改 进 的 近 似 扩 散 法 (diffusion
approximation method，DAM)”和“节点分析法(ray
tracing nodal analytical method，RTANM)”对玻璃的
冷却进行 3 维(3D)热辐射传输模拟，是近年来新采
用的研究方法，通过修正 Rosseland 扩散模型中平
均消光系数，使得模型不仅能够适用于光学厚，也
能适用于光学薄，并取得了较精确的解。
构建玻璃退火窑辐射换热冷却模型所采用的
Monte Carlo 法(Monte Carlo method，MCM)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发展起来一种概率模拟数值方法[8–9]，
该方法的特点是在求解辐射换热方程时，不需要做
太多的简化假设，不仅适合于多维几何问题，也适
合于非灰气体介质，以及介质的辐射性质随温度等
参数变化的情况。MCM 可以用于求解随机性问题，
也可以用于求解确定性问题。在热辐射传输中主要
是确定性问题，其基本思想是将这些确定性问题转
化为随机性问题，然后通过随机变量的统计试验来
求解。其缺点是精确度受能束数目的影响，计算量
较大，同时伴随有统计误差，但是随着计算机性能
的提高，对于复杂的辐射传热问题，MCM 的这一
缺点显得越来越微不足道。

1 冷却模型的建立
模型的假设
依据产量大小及工艺要求，退火窑间接冷却区
可以被划分为若干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即 A 区、B 区
和 C 区。对于大型退火窑，B 区和 C 区可能进一步
被细分为 B1 区、B2 区……，以及 C1 区、C2 区等)，
每个区域的上下半区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封闭的长方
体(如图 1 所示)，其传热原理完全相同。
在建立退火窑间接冷却区模型时，根据玻璃带
在窑内的具体状况，在保证模型准确性的前提下进
1.1

盐

学

报

2012 年

行简化，并依据经验和实际情况提出如下假设条件：
1) 各辐射换热区的窑顶、左/右侧墙、入口/出
口端墙被认为是绝热的；
2) 玻璃带边部与内侧墙之间间隙区域被认为
是绝热的；
3) 辐射能束认为是在透明介质中传递，无散
射、能量衰减现象；
4) 除玻璃带外，窑内所有的表面均视为不透明
材质的漫反射，其半球发射率为常数；
5) 玻璃带表面亦视为不透明材质的漫反射，其
表面半球辐射率是温度和玻璃带厚度的函数[10]；
6) 玻璃带的导热系数、比热容等物性参数是温
度的函数；
7) 辐射冷却管内的空气流量是常数；
8) 辐射冷却管获得的辐射热量全部传递给冷
却风；
9) 间接冷却区内玻璃带与辐射冷却管之间的
对流换热忽略不计；
10) A 区(玻璃带进入退火窑的起始区域)入口处
每个玻璃带控制单元厚度方向上的温度分布被认为
是一致的，宽度方向上不同玻璃带控制单元的温度
分布可以不一致。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学模型是建立在上述假设的
基础上，主要由 3 个部分组成：玻璃带自身的热传
导模型、玻璃带与冷却辐射管之间的辐射换热模型
及辐射冷却管内管壁与冷却风之间的对流换热模
型。3 个模型在求解过程中可分别独立计算，同时
相互耦合，形成一个完整的浮法玻璃退火窑间接冷
却区的退火模型。
1.2 非稳态热传导模型
严格意义上来说，玻璃带内部的传热是一个 3D
非稳态导热问题，其导热控制方程如下：

ρ g cpg

∂Tg
∂τ

=

∂ ⎛ ∂Tg ⎞ ∂ ⎛ ∂Tg ⎞
⎜ λg
⎟ + ⎜ λg
⎟+
∂x ⎝ ∂x ⎠ ∂y ⎝ ∂y ⎠

∂ ⎛ ∂Tg ⎞
⎜ λg
⎟
∂z ⎝ ∂z ⎠

(1)

式中 ρg 为玻璃带密度，kg/m3；cpg 为玻璃带的比热，
J/(kg·℃)；Tg 为玻璃带温度，K；τ 为时间步长，s；
图 1 典型浮法玻璃退火窑间接冷却区上半区示意图
Fig. 1 Illustration of top part of indirect zone of typical lehr
1—Right side wall; 2—Gap between right side wall and glass
ribbon; 3—Glass ribbon; 4—Cooling tube; 5—Gap between left
side wall and glass ribbon; 6—Exit end wall; 7—Left side wall;
8—Roof; 9—Entry end wall.

λg 为玻璃带导热系数，W/(m·℃)；x，y，z 为分别指
向沿玻璃带长度、厚度及宽度的方向矢量。
Chui[2]、李会平等[4]通过能级比较的方式得出沿
玻璃带长度和宽度方向的传热远小于沿玻璃带厚度
方向的传热和玻璃带带入的热量。因此，在研究玻璃

第 40 卷第 2 期

张范斌 等：用 Monte Carlo 法对浮法玻璃退火窑间接冷却区内热过程进行数值模拟

带的传热特性时完全可忽略沿玻璃带长度和宽度方
向的传热项，只需要考虑沿厚度方向(y)的传热即可。
由于玻璃带上下区域要求对称冷却，故可以选
取玻璃带厚度的 1/2 作为研究对象。
简化后的玻璃带一维非稳态导热方程如下：

ρ g cpg

∂Tg
∂τ

=

∂ ⎛ ∂Tg ⎞
⎜ λg
⎟
∂y ⎝ ∂y ⎠

(2)

玻璃带中心：

∂Tg0
∂y

∂Tgc
∂y

y =0

k
y=
2

= − qg0

=0

面积发射的辐射能束，则每个能束所具有的能量 W
为：
Q
W= i
(5)
Ni
如果辐射面 j 吸收的能束数目为 Ni, j，则由辐射
面 i 传递给辐射面 j 的能量为：
Qi , j = N i , jW

(6)

由此得到两个辐射面之间的辐射传递系数 Fi, j：
Q
N
Fi , j = i , j = i , j
(7)
Qi
Ni

玻璃带入口温度： Tg (0, y ) = Tg0
边界条件：
玻璃带上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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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式中：k 为玻璃带的厚度；qg0 为玻璃带表面的热流
密度；Tg0 为玻璃带表面温度；Tgc 为玻璃带中心点
温度。
1.3 基于 MCM 的辐射换热模型
求解玻璃带与辐射冷却管之间的辐射换热的关
键是求解辐射传递系数，辐射传递系数的求解过程
中又涉及了封闭系统内各单元之间角系数的计算。
各单元间角系数可以通过代数积分的方法获得精确
解，由于间接冷却区中涉及了面与面、面与管、管
与管之间等各类曲面，因此采用代数方法获取角系
数的计算非常繁杂[11]。
基于 MCM 计算表面辐射换热或辐射传递系数
的基本思想是：首先，将一个表面发射的辐射能看
作是由许多能束所组成，每个能束具有一定的能量，
表面所发射的能量与由此表面发出的能束数量有关。
然后跟踪每一个能束的可能途径，
直到此能束最后被
某一表面吸收为止，
从一个表面发射的能束的发射位
置和发射方向是随机的。假若能束被某表面吸收，则
整个行程终结，跟踪此能束的过程到此为止。若能束
被反射，则需要继续跟踪直到此能束被某一表面吸
收为止。逐个跟踪每个能束的行程，当能束数量足
够多时，就可以得到具有统计意义的结果。根据每
个表面吸收能束的能量，可确定该表面可接受的辐
射能量，从而确定表面间辐射能量的传递系数[12]。
求解辐射换热方程的 MCM 主要有以下 4 个关
键步骤：能束发射方向、能束的发射位置、能束的
跟踪、能束的吸收或反射。
对于 i、j 两个辐射面，设 Qi 为单位时间内从辐
射面 i 单位面积上辐射的热量，Ni 是辐射面 i 单位

辐射传递系数综合考虑了系统单元辐射面几何
特性(单元辐射面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及单元辐射面
辐射特性(吸收率或反射率)的影响，求解方法见图
2。求出 Fi, j 后代入下面公式即可求出某个控制网格
单元的净辐射 Φi：

Φi =

n

∑F

σ (Ti 4 − T j4 )

i, j

(8)

j =0

其中：Ti 为辐射面 i 的温度；Tj 为辐射面 j 的温度；
σ 为 Stephen–Boltzmann 常数，5.67 × 10–8。

Fig. 2

图 2 各辐射面间辐射传递系数 Fi, j 求解方法
Calculation method of radiative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Fi, j for each radiating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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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用 MCM 计算辐射传递系数的实际求解过
程中，当其中有任何一个控制网格单元辐射面吸收
率发生变化时，就需要重新计算系统单元辐射面之
问的辐射传递系数，从而花费大量计算时间。如果
能够在辐射传递系数和单元辐射面间的相对位置关
系之间建立某种联系，通过这种联系计算得到辐射
传递数系数，这样就可以大大节省计算时间。基于
上述思想，采用文献[13]所提出的一种计算具有漫
发射、漫反射辐射界面特性的单元辐射面之间辐射
传递系数的新型计算方法，即将各辐射面的发射率
εi 设置为 1，Fi, j 的值就是 i、j 两辐射面之间的角系
数 φi, j (求解方法见图 3)，代入式(9)，求解后得到各
个网格控制单元的有效辐射 Ji，再代入式(10)，亦可
得到每个网格控制单元的净辐射 Φi。

盐

学

报

式中：Ai 为控制单元 i 的面积；εi 为控制单元 i 的表
面发射率；Eb, i 为控制单元 i 黑体辐射能。
1.4 对流换热模型
通过辐射换热模型式(10)可以得到单位时间步
长内冷却风管各个控制网格的净辐射换热量 Φt, i，进
而可以通过下列式子求得风管温度和冷却风的温
度：
风管温度 tt 计算[5]：

Φt,i = α ⋅ S t,i ⋅ (ta,i − tt,i ) (i = 0,1,....nt )
对流换热系数 α 可按式(12)计算：
Nuλa
α=
de

图 3 各辐射面间角系数 φi, j 求解方法
Calculation method of view factor for each radiating
surfaces

控制网格单元有效辐射换热方程组：

J i = ε iσ Ti 4 + (1 − ε i )

n

∑J ϕ
j

i, j

,

j =1

(9)

(i = 1, 2,..., n; j = 1,2,..., n )
控制网格单元净辐射方程组：

Φi =

Eb,i − J i
,
1 − εi
ε i Ai

(i = 1, 2,..., n )

(10)

(11)

(12)

其中 Nu 的计算公式[14–15]为：

Nu = 0.023Re0.8 Pr 0.4
(13)
式中：Φt, i 为风管 i 获得的净辐射量；α 为风管与冷
却风间的对流换热系数；St, i 为风管换热面积；tt, i 为
风管温度；ta, i 为冷却风温度；Nu 为 Nusselt 数；Re
为 Reynolds 数；Pr 为 Prandtl 数；λa 为冷却风导热
系数；de 为冷却风管的特征尺寸。
冷却风 ta 温度计算[5]：
Qa,i = Va ⋅ ca ⋅ (ta,i − ta,( i −1) )

Fig. 3

2012 年

(i = 0,1,....nt )

(14)

其中：Qa,i 为风管 i 与冷却风之间的传热量(Qa,i =
Φt,i)；V 为冷却风的流量；ca 为冷却风的质量热容；
ta,i 为冷却风在风管 i 内的平均温度；ta,(i–1)为冷却风
在风管 i–1 内的平均温度。
1.5 模型的数值求解过程
通过 1.2～1.4 节的描述可以建立浮法玻璃在退
火窑间接冷却区内的退火模型，编程语言采用 C#，
模型的求解步骤如下：
1) 基于式(5)～式(7)，采用 MCM 求解封闭体
系内各个控制网格单元间的角系数 φi, j；
2) 基于式(9)，建立各个控制单元有效辐射换热
方程组；
3) 采用 Gauss–Seidel 迭代法或 Jacobi 迭代法求
解方程组，
得到各个控制单元 Ji, j，
并将其带入式(10)，
得到各个控制单元净辐射 Φi；
4) 把玻璃带的净辐射转换为热流密度 qg 并将
其作为边界条件，采用全隐式离散化方程式(2)后并
通过三对角矩阵算法(Tridiagonal Matrix Algorithm，
TDMA)[16]求解一维非稳态导热方程组，得到玻璃带
各控制单元表面温度 Tg0 及其内部各点的温度 Tg, i；
5) 基于式(11)，求得冷却辐射管的壁温 tt, i；
6) 基于式(14)，求得冷却风的温度 ta, i；
7) 将求得的 Tg,0 和 tt,i 作为下一次计算的初始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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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重复执行上述第 2～6 步，直到当前的计算值与
上一次计算值之差小于一定的偏差值∆ei(例如：10–5)。

2 数学模型的验证
退火窑间接冷却区基本设计参数
以某公司 600 t/d 的退火窑为例。整个退火窑的

2.1

Table 1

· 321 ·

间接冷却区被划分为 A、B1、B2 和 C 相对独立的
区域，玻璃带的厚度为 6 mm，辊道前进速率 0.1 m/s，
玻璃带的宽度为 4.1 m，各区其它的基本设计参数见
表 1。
在采用 MCM 求各表面角系数时，为了达到统
计模拟的目的，要求控制单元内单位面积发射的能

表 1 600 t/d 退火窑间接冷却区设计参数
Design parameters of indirect cooling zones of one lehr (capacity 600 t/d)
Cooling tube size/

Zone total mesh

Glass ribbon control tempe-

Cold air temperature

Zone

Zone length/width

Cooling process

A

18 m/4.6 m

Parallel flow (cold air)

89 mm/24

2 380

600/550

20

quantity

quantity

rature at entry and exit/℃

at entry/ ℃

B1

18 m/4.6 m

Counter flow (hot air)

89 mm/24

2 380

550/520

300

B2

18 m/4.6 m

Counter flow (hot air)

89 mm/24

2 380

520/480

250

C

21 m/4.6 m

Counter flow (cold air)

101 mm/24

2 548

480/380

20

Notes: 1) Parallel flow/counter flow: cooling air and glass ribbon move in the same directions/in opposite directions; 2) For zones A, B1,B2: glass ribbon meshes
= 24 × 40 = 960, cooling tube meshes = 24 × 30 = 720, others(side wall, roof, gap) meshes = 700, total meshes quantity = 2 380; 3) For zone C: glass ribbon meshes
= 24 × 42 = 1008, cooling tube meshes = 24 × 35 = 840, others(side wall, roof, gap) meshes = 700, total meshes quantity = 2 548.

束数量有足够的数值，通常都取到 104 束以上。通
过模拟仿真表明，当能束数量取到 105 时即可获得
较为稳定的计算结果。
2.2 仿真结果及实测验证
采用 2.1 节退火窑间接冷却区的设计参数，依
据模型仿真后的结果绘制了云图。图 4 为各个区内
冷却管及管内冷却风温度沿窑长方向分布曲线。从
图 4 可以看出，在每个区域的入口段，管壁和冷却
风的温度都有一个突变的过程，并且 A 区的风温逐
步升高，B1、B2 及 C 区的风温逐步降低，这是因
为每个区所采用的冷却工艺(顺流/逆流)及冷却风入
口温度不同所致。沿着窑宽方向冷却管温度分布的
基本规律是两侧温度偏低，中部温度偏高，说明位
于窑体中部的冷却管所接受玻璃带的辐射热量较窑
体两侧的冷却管要多，因此在实际生产中，窑体中
部冷却管内的风量比窑体两侧冷却管内的风量要大

一些。
图 5 所示为玻璃带沿窑长方向温度分布曲线，
从图 5 可以看出，玻璃带在 A 区和 B1 区的温降速
度明显比 B2 区和 C 区的要慢，这是依据玻璃带退
火工艺制定的。玻璃带沿窑宽方向上的温度分布是
两侧温度稍高，中部温度稍低，与冷却管的温度分
布正好相反，说明玻璃带中部被冷却管带走的热量
比两侧要多。

图 5 退火窑各间接冷却区内玻璃带表面温度温度仿真云图
Fig. 5 Simulation cloud image of the glass ribbon surface
temperature for indirect cooling zones of lehr

图 4 退火窑各间接冷却区内冷却风管及冷却风温度仿真云图
Fig. 4 Simulation cloud image of cooling tubes surface & cold
air temperature for indirect cooling zones of lehr

为了验证模型计算的准确性，现场通过采用
IRCON 公司 IR-AH(UX-40P)型红外辐射测温仪分
别对 A、B1、B2 和 C 区的风管和玻璃带的温度进
行了测量，取得了相关的实验数据。
图 6 为风管及玻璃带温度计算与实测值的对
比。从图 6 所示的对比结果来看，各区与玻璃带与
风管的计算值与测量值的最大误差分别为 2.12%和

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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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风管及玻璃带温度计算与实测值
Simulation results and measure values of cooling tubes and glass ribbon for indirect cooling zones

Table 2
Zone

酸

Calculated result of
cooling tubes/℃

表 2 模型计算值与实测值的最大误差
Maximum errors between calculated results of model and measured values
Measure value of
cooling tubes/℃

Calculated result of

Maximum error/%

Measure value of

glass ribbon/ ℃

glass ribbon/ ℃

Maximum error/%

A

561

541

3.61

572

580

–1.47

B1

507

500

1.29

515

523

–1.48

B2

433

423

2.24

497

490

1.50

C

124

130

–4.64

414

405

2.12

–4.64%，见表 2。整体误差控制在 5%以内，说明退
火模型能较好地反应实际的工况，模型仿真计算的
结果是真实可信的。

3 结

论

基于 MCM 建立了浮法玻璃退火窑辐射间接冷
区的辐射换热模型，采用简化后的低维导热模型以
及管内对流换热关联式构建了完整的退火冷却模
型，并通过数值计算的方法对其进行耦合求解。通
过现场采集的验证数据来看，玻璃带与风管的计算
值与测量值的最大误差分别为 2.12%和–4.64%，整

体误差控制在 5%以内。该模型可以满足现场的工
艺要求，能真实地反映辐射间接冷却区内的换热特
性，取得了较好的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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