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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纳米级颗粒物过饱和增长

装置及控制方法。该装置包括颗粒物样气通道、

鞘气通道、饱和水蒸气通道、去离子水通道、气流

比例控制装置和温度梯度控制装置。本发明是基

于水蒸气凝结原理，将洁净鞘气包裹的带有大气

颗粒物的样气通过饱和水蒸气通道，利用半导体

制冷器和柔性加热器控制两级饱和水蒸气通道

的温度，产生温度梯度，利用水蒸气扩散速率高

于气体传热速率的特性使颗粒物周围的水蒸气

过饱和，使得水蒸气凝结在颗粒物表面，促进颗

粒物粒径增长。通过控制样气和鞘气的流量比

例，或控制两级饱和水蒸气通道的温度差，来调

节水蒸气过饱和度，实现对过饱和增长后的颗粒

物粒径大小的动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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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纳米级颗粒物过饱和增长装置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纳米级颗粒物过

饱和增长装置，包括颗粒物样气通道、鞘气通道、饱和水蒸气通道、去离子水通道、气流比例

控制装置和温度梯度控制装置；

所述颗粒物样气通道包括样气管道以及分别安装在样气管道上的样气流量计与样气

真空泵；所述鞘气通道包括鞘气管道以及分别安装在鞘气管道上的过滤器、鞘气流量计与

鞘气真空泵；所述饱和水蒸气通道包括从内向外依次同轴设置的微孔内衬管和不锈钢套

管；所述去离子水通道包括去离子水储存装置以及与去离子水储存装置相连的可调速水

泵；所述气流比例控制装置包括压差测量系统、信号放大电路和真空泵驱动电路；所述压差

测量系统包括开设在鞘气管道上的限流小孔以及用于测量限流小孔两端的压差的压差式

传感器；所述温度梯度控制装置包括依次包裹在不锈钢套管外壁上的半导体制冷器与柔性

加热器、分别设置在柔性加热器与不锈钢套管之间以及半导体制冷器与不锈钢套管之间的

两个温度传感器、与温度传感器相连的数据采集系统、以及与半导体制冷器和柔性加热器

相连的电流控制电路；

该纳米级颗粒物过饱和增长装置的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带有大气颗粒物的样气进入颗粒物样气通道后分为两路，一路沿颗粒物样气通道

继续流动，另一路经鞘气通道过滤后形成洁净的鞘气后再次进入大气颗粒物样气通道，鞘

气包裹着带有大气颗粒物的样气共同进入饱和水蒸气通道；

(2)可调速水泵以恒定流量将去离子水储存装置中的去离子水输送到饱和水蒸气通道

的微孔内衬管内，使去离子水在微孔内衬管和不锈钢管套之间流动，从而使微孔内衬管的

内壁湿润，形成水蒸气饱和环境；

(3)半导体制冷器和柔性加热器将饱和水蒸气通道分为两级，中间用绝热块连接，半导

体制冷器工作在制冷模式，柔性加热器工作在加热模式，形成温度梯度；

鞘气包裹着带有大气颗粒物的样气形成的混合气流进入半导体制冷器控制的第一级

饱和水蒸气通道，混合气流的流动方向和去离子水的流动方向相反；不锈钢管套与微孔内

衬管之间的水蒸气通过微孔内衬管上的通孔向混合气流扩散，形成水蒸气饱和的混合气

流，同时使混合气流的温度降低，再进入柔性加热器控制的第二级饱和水蒸气通道，热量和

水蒸气同时由微孔内衬管壁向混合气流中心扩散，使得混合气流温度逐渐升高；由于水蒸

气扩散速率高于热扩散速率，因此，在第二级饱和水蒸气通道内，混合气流中任意一点处的

水蒸气分压大于该点温度下的水蒸气饱和分压，使得混合气流中的大气颗粒物始终处于水

蒸气过饱和环境，促进了颗粒物的过饱和增长；

(4)采用以下两种方式中的任意一种对颗粒物过饱和增长后的粒径大小进行控制：

保持样气和鞘气的流量比例恒定，鞘气包裹着带有大气颗粒物的样气进入饱和水蒸气

通道，鞘气将带有大气颗粒物的样气约束在饱和水蒸气通道的中心位置，通过控制半导体

制冷器和柔性加热器的工作温度，调节两级饱和水蒸气通道的外壁温度差，改变饱和水蒸

气通道中心的水蒸气过饱和度，对颗粒物过饱和增长后的粒径大小进行控制；

或者，保持两级饱和水蒸气通道外壁的温度差恒定，使得饱和水蒸气通道内水蒸气过

饱和度分布恒定，改变混合气流中鞘气和样气的气流比例，使带有大气颗粒物的样气通过

不同的过饱和度区域，改变颗粒物过饱和增长条件，对颗粒物过饱和增长后的平均粒径大

小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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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纳米级颗粒物过饱和增长装置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半导体制冷器和柔性加热器之间设有绝热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纳米级颗粒物过饱和增长装置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不锈钢套管的内径不小于12mm，且不锈钢套管采用316L不锈钢材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纳米级颗粒物过饱和增长装置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微孔内衬管的内径不小于9mm；所述微孔内衬管采用e-PTFE膨体聚四氟乙烯材料；所述

微孔内衬管的管壁上开设有若干通孔，且通孔的孔隙尺寸小于0.5μm，孔隙率大于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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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纳米级颗粒物过饱和增长装置及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气溶胶监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利用水蒸气凝结促进纳米级颗粒

物过饱和增长装置及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颗粒物在过饱和环境下凝结增长达到光学方法可测量的粒径范围是大气超细颗

粒物(粒径小于100nm)测量的主要手段。水蒸气分子在颗粒物表面的凝结可以促进颗粒物

粒径的增长，颗粒物过饱和增长后的粒径大小与所处的水蒸气过饱和度有直接关系，获取

不同水蒸气过饱和度条件下的颗粒物增长后的粒径大小信息有助于分析大气颗粒物的化

学组分和凝结增长特征。中国专利CN104297118A中提到了一种利用正丁醇蒸气过饱和促进

颗粒物凝结增长测量3nm～5μm颗粒物数浓度的装置，其利用了正丁醇蒸气分子扩散系数小

于热扩散系数的原理，固定了饱和溶液装置和冷凝装置的壁面温度(39℃和10℃)，颗粒物

周围的正丁醇蒸气过饱和度保持不变，不能满足对颗粒物凝结增长后的粒径大小的控制需

求。因此，需要设计一种能够动态控制颗粒物凝结增长后粒径大小的颗粒物测量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利用水蒸气凝结促进纳米级颗粒物过饱和增长的装

置及控制方法，该装置及控制方法能够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对对1nm～100nm之间

的纳米颗粒物过饱和增长过程进行动态控制，使纳米颗粒物过饱和增长后的粒径在0.1μm

～10μm范围内动态变化。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纳米级颗粒物过饱和增长装置，包括颗粒物样气通道、鞘气通道、饱和水蒸气

通道、去离子水通道、气流比例控制装置和温度梯度控制装置。

[0006] 具体地说，所述颗粒物样气通道包括样气管道以及分别安装在样气管道上的样气

流量计与样气真空泵。所述鞘气通道包括鞘气管道以及分别安装在鞘气管道上的过滤器、

鞘气流量计与鞘气真空泵。所述饱和水蒸气通道包括从内向外依次同轴设置的微孔内衬管

和不锈钢套管。所述去离子水通道包括去离子水储存装置以及与去离子水储存装置相连的

可调速水泵。所述气流比例控制装置包括压差测量系统、信号放大电路和真空泵驱动电路。

所述压差测量系统包括开设在鞘气管道上的限流小孔以及用于测量限流小孔两端的压差

的压差式传感器。鞘气经过限流小孔产生压差，利用压差式传感器测量限流小孔两端的压

差，信号放大电路将采集到的压差信号放大，反馈到鞘气真空泵的电压控制端，控制真空泵

的抽速；通过设定不同的压差值，调节鞘气流量的变化，以控制鞘气和样气气流的比例。所

述温度梯度控制装置包括依次包裹在不锈钢套管外壁上的半导体制冷器与柔性加热器、分

别设置在柔性加热器与不锈钢套管之间以及半导体制冷器与不锈钢套管之间的两个温度

传感器、与温度传感器相连的数据采集系统、以及与半导体制冷器和柔性加热器相连的电

流控制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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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进一步的，所述半导体制冷器和柔性加热器之间设有绝热块。所述的半导体制冷

器和柔性加热器分别工作在制冷和加热模式，工作温度可通过上位机软件设定，柔性加热

器外壳材料为硅橡胶，由放置在柔性加热器和不锈钢套管之间的温度传感器以及放置在半

导体制冷器和不锈钢套管之间的温度传感器来测量饱和水蒸气通道外壁的温度，通过数据

采集系统将温度信号反馈到上位机，上位机通过软件命令控制电流控制电路输出信号，调

节半导体制冷器和柔性加热器的工作电流，以控制两级饱和水蒸气通道的温度差。

[0008] 进一步的，所述不锈钢套管的内径不小于12mm，且不锈钢套管采用316L不锈钢材

质，该材质能够减少水对不锈钢套管内壁的腐蚀。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微孔内衬管的内径不小于9mm；所述微孔内衬管采用e-PTFE膨体聚

四氟乙烯材料；所述微孔内衬管的管壁上开设有若干通孔，且通孔的孔隙尺寸小于0.5μm，

孔隙率大于80％。可调速水泵控制去离子水在微孔内衬管和不锈钢管套之间流动，与微孔

内衬管内的混合气流的流向相反，能够促进水蒸气透过微孔内衬管上的通孔渗透到颗粒物

气流中。

[0010] 本发明还涉及一种上述纳米级颗粒物过饱和增长装置的控制方法，该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0011] (1)带有大气颗粒物的样气进入颗粒物样气通道后分为两路，一路沿颗粒物样气

通道继续流动，另一路经鞘气通道过滤后形成洁净的鞘气后再次进入大气颗粒物样气通

道，鞘气包裹着带有大气颗粒物的样气共同进入饱和水蒸气通道。

[0012] (2)可调速水泵以恒定流量将去离子水储存装置中的去离子水输送到饱和水蒸气

通道的微孔内衬管内，使去离子水在微孔内衬管和不锈钢管套之间流动，从而使微孔内衬

管的内壁湿润，形成水蒸气饱和环境。

[0013] (3)半导体制冷器和柔性加热器将饱和水蒸气通道分为两级，中间用绝热块连接，

半导体制冷器工作在制冷模式，柔性加热器工作在加热模式，形成温度梯度。

[0014] 鞘气包裹着带有大气颗粒物的样气形成的混合气流进入半导体制冷器控制的第

一级饱和水蒸气通道，且混合气流的流动方向和去离子水的流动方向相反。不锈钢管套与

微孔内衬管之间的水蒸气通过微孔内衬管上的通孔向混合气流扩散，形成水蒸气饱和的混

合气流，同时使混合气流的温度降低，再进入柔性加热器控制的第二级饱和水蒸气通道，热

量和水蒸气同时由微孔内衬管壁向混合气流中心扩散，使得混合气流温度逐渐升高；由于

水蒸气扩散速率高于热扩散速率，因此，在第二级饱和水蒸气通道内，混合气流中任意一点

处的水蒸气分压大于该点温度下的水蒸气饱和分压，使得混合气流中的大气颗粒物始终处

于水蒸气过饱和环境，促进了颗粒物的过饱和增长。

[0015] (4)采用以下两种方式中的任意一种对颗粒物过饱和增长后的粒径大小进行控

制：

[0016] 保持样气和鞘气流量的比例恒定，鞘气包裹着带有大气颗粒物的样气进入饱和水

蒸气通道，鞘气将带有大气颗粒物的样气约束在饱和水蒸气通道的中心位置，通过控制半

导体制冷器和柔性加热器的工作温度，调节两级饱和水蒸气通道的外壁温度差，改变饱和

水蒸气通道中心的水蒸气过饱和度，对颗粒物过饱和增长后的粒径大小进行控制；

[0017] 或者，保持两级饱和水蒸气通道的外壁温度差恒定，使得饱和水蒸气通道内水蒸

气过饱和度分布恒定，改变混合气流中鞘气和样气的气流比例，使带有大气颗粒物的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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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不同的过饱和度区域，改变颗粒物过饱和增长条件，对颗粒物过饱和增长后的平均粒

径大小进行控制。

[0018] 和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19] (1)本发明所述的纳米级颗粒物过饱和增长装置是基于水蒸气凝结原理，将洁净

的鞘气包裹的大气颗粒物的样气通过饱和水蒸气通道，利用半导体制冷器和柔性加热器控

制两级饱和水蒸气通道的温度，产生温度梯度，利用水蒸气扩散速率高于气体传热速率的

特性使颗粒物周围的水蒸气过饱和，使得水蒸气凝结在颗粒物表面，促进颗粒物粒径增长。

[0020] (2)本发明采用膨体聚四氟乙烯材质的微孔管作为防水透气膜，具有耐高温、抗腐

蚀、表面张力小等特点，有效促进了水蒸气透过微孔渗透到颗粒物气流中。

[0021] (3)本发明使用去离子水作为饱和蒸气工作液，替代了传统技术使用的正丁醇等

低毒类有机溶液，提高了使用安全性。

[0022] (4)本发明所述的控制方法，通过控制样气和鞘气的流量比例，或控制两级饱和水

蒸气通道的温度差，调节水蒸气过饱和度，实现对过饱和增长后的颗粒物粒径大小的动态

控制。

[0023] (5)本发明所述的过饱和度控制方法可以有效提高颗粒物过饱和增长效率，适用

于控制粒径范围在1nm～100nm之间的颗粒物过饱和增长，颗粒物过饱和增长后的粒径范围

为0.1μm～10μm。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纳米级颗粒物过饱和增长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是气流比例控制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其中：

[0027] 1、颗粒物样气通道，2、鞘气通道，3、限流小孔，4、压差式传感器，5、过滤器，6、鞘气

真空泵，7、不锈钢套管，8、微孔内衬管，9、绝热块，10、半导体制冷器，11、柔性加热器，12、温

度传感器，13、去离子水储存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29] 如图1所示，一种利用水蒸气凝结促进纳米颗粒物过饱和增长的装置，包括颗粒物

样气通道1、鞘气通道2、饱和水蒸气通道、去离子水通道、气流比例控制装置、温度梯度控制

装置。

[0030] 具体地说，所述颗粒物样气通道包括样气管道以及分别安装在样气管道上的样气

流量计与样气真空泵。所述鞘气通道包括鞘气管道以及分别安装在鞘气管道上的过滤器5、

鞘气流量计与鞘气真空泵6。所述饱和水蒸气通道包括从内向外依次同轴设置的微孔内衬

管8和不锈钢套管7。所述去离子水通道包括去离子水储存装置13以及与去离子水储存装置

13相连的可调速水泵。所述气流比例控制装置包括压差测量系统、信号放大电路和真空泵

驱动电路。所述压差测量系统包括开设在鞘气管道上的限流小孔3以及用于测量限流小孔

两端的压差的压差式传感器4。所述温度梯度控制装置包括依次包裹在不锈钢套管7外壁上

的半导体制冷器10与柔性加热器11、分别设置在柔性加热器11与不锈钢套管7之间以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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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体制冷器10与不锈钢套管7之间的两个温度传感器12、与温度传感器12相连的数据采集

系统、以及与半导体制冷器10和柔性加热器11相连的电流控制电路。

[0031] 进一步的，所述半导体制冷器10和柔性加热器11之间设有绝热块9。

[0032] 进一步的，所述不锈钢套管7的内径不小于12mm，且不锈钢套管7采用316L不锈钢

材质。

[0033] 进一步的，所述微孔内衬管8的内径不小于9mm；所述微孔内衬管8采用e-PTFE膨体

聚四氟乙烯材料；所述微孔内衬管8的管壁上开设有若干通孔，且通孔的孔隙尺寸小于0.5μ

m，孔隙率大于80％。

[0034] 图1中实线表示颗粒物样气气路，虚线表示鞘气气路，点线表示去离子水水路。可

调速水泵将去离子水从去离子水存储装置13中抽出，流经不锈钢套管7和微孔内衬管8之间

的通道后被收集作为废液排出。由于微孔内衬管8的防水透气特性，水蒸气透过微孔内衬管

8向管内渗透，使微孔内衬管8内壁湿润，形成水蒸气饱和环境。将大气颗粒物或实验室发生

的标准颗粒物引入样气通道内，带有颗粒物的样气气流进入颗粒物样气通道后分为两路，

一路沿颗粒物样气通道继续流动，一路经鞘气通道过滤后形成洁净鞘气后再次进入样气通

道，包裹着样气共同进入不锈钢套管7和微孔内衬管8组成的饱和水蒸气通道。饱和水蒸气

通道的不锈钢套管7外壁由半导体制冷器10和柔性加热器11包裹，将饱和水蒸气通道分为

两级，中间用绝热块9连接，半导体制冷器10工作在制冷模式，柔性加热器11工作在加热模

式，混合气流进入半导体制冷器控制的第一级饱和水蒸气通道，水蒸气通过微孔内衬管8壁

向混合气流扩散，形成水蒸气饱和的混合气流，同时使混合气流温度降低，再进入柔性加热

器11控制的第二级饱和水蒸气通道时，热量和水蒸气同时由微孔内衬管8壁向混合气流中

心扩散，使得混合气流温度逐渐升高，由于水蒸气扩散速率高于热扩散速率，因此在第二级

饱和水蒸气通道内，混合气流中任意一点处的水蒸气分压大于该点温度下的水蒸气饱和分

压，使得混合气流中的颗粒物始终处于水蒸气过饱和环境，促进了颗粒物的过饱和增长。

[0035] 混合气流在饱和水蒸气通道内的传热传质过程可以通过牛顿流体的能量方程来

描述：

[0036]

[0037]

[0038] 其中，r和z表示饱和水蒸气通道内径向和轴向坐标，v0是气流平均速度，α是流体

的热扩散系数(对于空气而言，该系数为0.215cm2s-1)，Dv是水蒸气扩散系数(在本发明中，Dv

＝0.265cm2s-1)。求解能量方程可获取饱和水蒸气通道内任意一点处的温度T和蒸汽分压

pv，进一步求得饱和水蒸气通道内任意一点处的水蒸气饱和度。

[0039] S＝pv/psat，T

[0040] 其中，S为水蒸气饱和度，pv和psat，T分别为水蒸气分压与温度T下的水蒸气饱和分

压。颗粒物过饱和增长后的粒径大小与所处的水蒸气过饱和度有直接关系，为了获取不同

水蒸气过饱和度条件下的颗粒物增长后的粒径大小信息，需要对饱和水蒸气通道内颗粒物

气流中的水蒸气过饱和度进行动态调节。一方面，通过控制半导体制冷器和柔性加热器的

工作温度，调节两级饱和水蒸气通道外壁温度差，可以改变饱和水蒸气通道中心的水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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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饱和度，以达到控制颗粒物过饱和增长后的粒径大小。半导体制冷器的工作温度调节范

围为8～15℃，柔性加热器的工作温度调节范围为60～85℃，两级饱和水蒸气通道外壁温度

差变化范围为44～77℃，过饱和度变化范围为0.1％～5％。在改变两级饱和水蒸气通道外

壁温度差的同时，保持样气和鞘气流量比例恒定，通常为1:10，保持颗粒物气流在饱和水蒸

气通道内的径向位置不变。另一方面，由于传热过程与气流运动过程相互影响，饱和水蒸气

通道内混合气流的过饱和度空间分布不均，呈中心高、边缘低特征，因此，还可通过保持饱

和水蒸气通道内水蒸气过饱和度分布，调节混合气流中鞘气和样气的气流比例，改变颗粒

物气流在饱和水蒸气通道内的径向位置，使颗粒物通过不同的过饱和度区域，改变颗粒物

过饱和增长条件，以达到控制颗粒物过饱和增长和的平均粒径大小。样气和鞘气流量比例

变化范围为1:1～1:10。在混合气流中鞘气和样气的气流比例的同时，保持两级饱和水蒸气

通道外壁温度差，通常为65℃，保持饱和水蒸气通道内水蒸气过饱和度分布稳定不变。

[0041] 如图2所示，气流比例控制装置包括限流小孔3、压差式传感器4、信号放大及偏置

电路、气泵驱动电路、鞘气真空泵。鞘气经过限流小孔3产生压差，利用压差式传感器4测量

限流小孔3两端的压差，通过信号放大电路将采集到的压差信号放大，反馈到鞘气真空泵的

电压控制端，控制真空泵的抽速；通过设定不同的压差值，如下式所述，调节鞘气流量的变

化，以控制鞘气和样气气流的比例。

[0042]

[0043] 其中，β为限流小孔与鞘气管道的直径之比，A0＝πd2/4为限流小孔的横截面积，d是

限流小孔直径，Δp为限流小孔两端的压差，ρ为气体密度，Cd为修正系数。

[0044]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发明的范

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

案作出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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