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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解决工农业干燥过程中存在的干燥效率低、能耗高等问题，同时充分利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中低品位热
能，设计了一种可控温湿度的中低温热源干燥系统，干燥系统由加热系统、排湿换气系统、温湿度控制系统和干燥
室组成。介绍了其干燥工艺，分析了其运行性能和能耗情况，通过试验数据分析发现该干燥系统气流温度和速度分
布均匀、能耗低，系统在整个干燥过程中的干燥速率为 0.122 kg/(kg·h)，整个过程的能耗因子为 391.2 kJ/kg。系统
适用于以地热能和工业余热等中低温热能为热源的工农业干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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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low drying efficiency and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drying and make full use of the medium-low temperature heat source generated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a drying system with controllable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was designed. The drying system consists of heating
system, dehumidification system, automatic measure & control system and drying shed. The technological process of drying
was introduced, and the operation performance and energy consumption were analyze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emperature
and velocity of the air flow were evenly distributed and the energy consumption was low, the drying rate of the whole
dryness process was 0.122 kg/(kg·h), and the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factor was 391.2 kJ/kg. This system can use solar
energy, geothermal energy and industrial waste heat as drying heat source which is beneficial to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Key words: drying system; temperature-and-humidity changed; medium-low temperature heat source; performanc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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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我国是工农业生产大国，工农业生产过程的干
燥环节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目前电能或燃煤锅炉
的干燥方式，不仅耗能巨大，还会造成环境污染。
充分利用中低品位的热能对工农业产品进行干燥是

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途径。由于中低温余热热能温
度低，为达到工农业产品的干燥效果，保持热源在
干燥房内具有较高的热能利用效率尤其关键[1-2]。
变温湿度控制的热风干燥技术是近年来研究的
热点。该技术具有干燥装载量大、操作简单、物料
升温速度快、可利用水蒸气蒸发的焓值从而降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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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等优点[3-5]。堵劲松等[6]实验考查了湿度对白肋烟
处理质量的影响时指出，针对不同质量特点的白肋
烟采用相应的温湿度控制方法可以提高白肋烟的处
理质量。王庆惠等[7]对比四种不同的分段式变温变
湿干燥工艺，结果表明阶段降湿的干燥工艺能有效
减少圣女果营养成分的损失和色泽变化，并缩短干
燥时间。巨浩羽等[8-10]在胡萝卜热风干燥研究中发
现，基于物料温度的自适应控湿方式干燥后的胡
萝卜相比于前期相对湿度 50%、后期相对湿度 20%
两个阶段的控制方式能耗降低了 7%。吴中华等[11]
的研究表明，枸杞变温干燥工艺 40℃（6 h）—50℃
（6 h）—60℃下，干燥时间仅为 18 h，干枸杞色泽
良好，多糖含量高且复水率高。
阶段控制温湿度干燥工艺可在较高干燥效率下
获得品质好的干燥对象，但是在不同热源、干燥对
象和外部环境等条件下，各阶段的干燥温度和相对
湿度的设定和保持时间并没有具体的理论依据，最
优控制工艺的获取需进行大量的试验尝试或者人工
经验。本文根据前期的实验，将分段干燥分为四段，
着重分析以中低温地热水为加热热源，直接通过换

热器加热干燥房内循环热风的条件下，干燥系统的
干燥效果和能耗情况，为实际生产应用过程提供技
术依据。

1 结构设计与技术原理
1.1

整体结构
干燥系统的总体结构如图 1 所示，由加热系统、

排湿换气系统、温湿度控制系统和干燥室组成。干
燥室包括 2 间有效容积为 30 m3 的小干燥室，干燥
室内布置 3 排物料架，每排 3 个物料架，每个物料
架有 13 层，层与层之间的间距可调节。风机和加热
盘管安装在垂直悬吊于窑顶的铝隔风墙上。在隔风
墙下水平安装的波纹状导风板，与加热盘管相接，
把风机与物料分隔开，风机扇动的气流经过加热盘
管和物料层返回风机另一侧。加热系统以水为载热
介质，热源可采用中低品位的地热能、工业余热等，
当采用不稳定的太阳能为热源时需加有储热设备，
或与其他稳定的能源联合使用。当与热泵联合使用
时，可降低热水的排放温度。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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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干燥系统整体结构示意图：（a）正视图（B-B 剖面）；（b）侧视图（A-A 剖面）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drying system

1.2

加热系统

通电动调节阀可控制进入加热盘管的热水流量。

加热系统如图 2，由 4 台（每间）散热总面积
为 32 m2 的加热盘管组成。加热盘管安装于循环风
机的两侧，两侧的加热盘管可同时工作，也可根据
风机的旋转方向及设定的温度参数独立工作，以达
到最佳节能效果，每间干燥房顶部安装 3 台额定风
量为 12 000 m3/h 的轴流风机作强制循环通风，保证
干燥房内空气以 0.5 ~ 2 m/s 速度流过载车每层间隙
和加热盘管翅片间，传递热量，促使干燥房内各处
环境温度湿度均匀，干燥速度一致。风机的定时换
向减少物料进气侧与出气侧温湿度的不均匀性。三

图 2 热水加热系统图
Fig. 2 Heating system diagram of the dry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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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湿换气系统

排湿换气系统设在干燥室顶部，每单元由一组
不锈钢换气管组成。每个管口装有蝶阀，6 只蝶阀
由连动杆连接，同时动作，构成一套换气门。6 条
风管的特定结构保证了进气和排气的合理布局。风
机转动方向改变时，换气流的方向也随之改变。换
气门由一套伺服机构驱动，由控制系统控制其开启
度，从而控制排湿量的大小，以调整干燥房内的湿
度环境。

1.4

温湿度控制系统

温湿度控制系统采用了两级微处理器结构。
第一级微处理器位于执行机构控制柜中，其功
能是监测各种设备状态，包括三通流量阀及电动换
气门的位置（开启度）和可逆循环风机的运行状态
（包括方向、风速），将监测所得的设备状态实时地
送到系统前端机，并且根据前端机的命令，使系统
各执行机构，即三通电磁流量阀、电动换气门和可
逆循环风机始终处于正确的位置或状态。
第二级微处理器位于系统前端机中，其功能是
控制相应的电路，对传感器送来的反映干燥室内干
燥产品环境参数（干燥房内温度、湿度、风速等）
的信号进行放大、修正和模糊化处理，依据系统主
机设定的工艺对干燥过程的环境参数和设备状态等
进行模糊逻辑处理进而实现模糊决策，通过执行机
构控制柜对各执行机构实施调节，保证在整个干燥
过程中都有一个适当的环境。控制流程如图 3 所示。

源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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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仪器和方法

温度和湿度测定分别采用 DS18B20 型温度变送
器（天津鼎拓科技有限公司）和 WSB005 型湿度变
送器（武汉仪器仪表研究所）；风速测定采用
EE65-VB5 型风速仪（深圳市现代豪方仪器仪表科技
有限公司）；流量测定采用 LWGY-80C05SSNN 型
流量传感器（天津鼎拓科技有限公司）；样品称量
采用 ACS-15 型电子秤（广州市中兴电子衡器厂）
干燥速率及干燥品质的监测采取人工称重及肉眼观
察的方法，即定时取固定样本进行重量分析，并用
肉眼观测其干燥品质。干燥系统的能耗用能耗因子
η 表示，为蒸发单位质量的水分需要消耗的能量，
定义如下



E
M

(1)

式中：ΔE—每个阶段的能耗，kJ；ΔM—每个阶段物
料水分蒸发量，kg。各个阶段的能耗按下式进行计
算
2

E    m    C   t2  t1  d
1

(2)

式中：τ1、τ2—每个阶段的起止时间，h； m   —热
源水在 τ 时刻的质量流量，kg/h；C—热源水的比热，
kJ/(kgK)；t1、t2—热源水进出口温度。
干基含水率 Mτ（moisture content on dry basis）
计算采用下式：
M =

W  G
 100%
G

(3)

式中：Wτ—杏鲍菇在任意干燥 τ 时刻的总质量，kg；
G—杏鲍菇干物质质量，kg。
干燥速率（drying rate, DR）的计算采用如下公
式：

DR=

图 3 控制流程示意图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ntrol system

2

试验材料和方法

2.1

试验材料

试验干燥原料为新鲜杏鲍菇样品，经过去根、
清洗、切片预处理。

M 1  M 2
 2  1

(4)

式中：DR 为干燥过程中时间在 τ1 和 τ2 之间的杏鲍
菇干燥速率，kg/(kgh)；Mτ1 和 Mτ2 分别为干燥过程
中时间为 τ1 和 τ2 时杏鲍菇的干基含水率，kg/kg。

2.3

干燥测试运行条件

试验用的热源为温度 66℃、流量 33 m3/h 的地
热水。结合前期的预试验，以图 4 的参数分四阶段
进行验证试验。本次试验新鲜杏鲍菇总质量 1 186 kg，
干燥房内布置 3 排物料架，每排 3 个物料架，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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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架有 13 层，将新鲜杏鲍菇均匀置于每层物料架
上。为便于操作，取其中的 10 kg 作为样品进行称
量，样品和其他杏鲍菇一同放在干燥窑中干燥。
开始

阶段 1 和阶段 2 的偏离量较大，阶段 3 次之，阶段 4
最小。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在阶段 1 和阶段 2，
干燥热风的相对湿度大，焓值也大，排湿时带走的
能量大，因而造成温度的波动和偏离。因此，在控
制精度的设计上应首先能保证排湿对热风焓值影响
最大的干燥段精度。

3.2

清洗切片

气流流速

气流流速是干燥系统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
素，风速大则热风与物料的对流换热系数大，利于
热风与物料间的传热，而各个位置的气流流速均匀，
则保证物料干燥品质的一致性，降低干燥能耗。图 6
为某典型风机正反转周期流速分布曲线，风机的正
转和反转造成风速出现正负值。由图可见热风的风
速在 0.5 ~ 1 m/s 之间，满足干燥系统的设计要求。
中部风速高于顶部，流速分布不一致是造成温度分
布不均的重要因素之一。设计时应对顶部温度场进
行优化，如增大物料架之间的空间，增加导流板等。

阶段1：温度45°C、湿度70%干燥8 h

阶段2：温度50°C、湿度60%干燥8 h

阶段3：温度55°C、湿度50%干燥6 h

阶段4：温度60°C、湿度40%干燥4 h

完成取出

图 4 干燥新鲜杏鲍菇的工艺流程
Fig. 4 Technological process of pleurotus eryngii dr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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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讨论

中部风速
顶部风速

0.5

风速 / (m/s)

3.1

551

陆振能等：中低温热源干燥系统的设计及试验

温度

图 5 为干燥房顶部、中部和下部温度随时间变
化曲线。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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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65

底部温度
中部温度
顶部温度

60

0

20

30

40

50

60

时间 / min
图 6 不同位置气流速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Fig. 6 The changing curves of air velocity with dryin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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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 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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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45

图 7 为物料干基含水率随时间变化曲线，由图
可见随着干燥时间的增加，物料干基含水率呈递减
的趋势，当干燥时间达到 24 h 时物料质量几乎不再
变化。对比图 8 来看，阶段 3 物料质量随时间变化
率最大，即干燥速率最大，阶段 1 最小，整个干燥
过程的平均干燥速率为 0.122 kg/(kg·h)。阶段 1 的能
耗因子最高，每蒸发单位质量的水需要消耗 749 kJ
的热量，作为开始阶段的阶段 1 干燥的杏鲍菇水分
含量大，水的蒸发量也大，相对湿度容易达到设定
值，系统排湿带走大量的焓值大的湿空气，因而需
要补充大量的热量，造成能耗的增加。阶段 2 的能

40
35

0

4

8

12

16

20

24

28

时间 / h
图 5 不同位置的温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Fig. 5 The changing curves of temperature with drying time

由图可见中部温度始终最高，顶部始终温度
最低而底部温度介于二者之间，此种温度趋势在阶
段 1 和阶段 2 尤其明显，阶段 3 后期该趋势逐渐降
低，阶段 4 三者温度趋于一致。与设定温度相比，

干燥速率和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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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因子高于阶段 3 和阶段 4，原因与阶段 1 相同。
而阶段 4 的能耗因子高于阶段 3 是由于干燥后期物
料含水量较低，水分子与物料之间的吸引力增大，
使水分子脱附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整个干燥过程
中的总体能耗因子为 391.2 kJ/kg。

源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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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卷

（3）不同阶段物料水分的蒸发差别很大，因此
阶段温度的设计既要考虑产品工艺的要求，又要考
虑湿度设定对能耗和温度控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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