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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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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物理模型

註解 [u2]: 16pt. 置中

本文針對圓形與橢圓形熱傳管之板鰭式熱交換器裝置渦漩產生器進行數

與 前 後 段距 0.5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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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分析與研究。圓管板鰭式熱交換器之尺寸參數如圖 2-1 與圖 2-2，其中表 2-1
為熱交換器幾何尺寸，表 2-2 與表 2-3 分別為波浪型與矩形翼對幾何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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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統御方程式
2-2-1 連續性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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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那維-史都克（Navier-Stokes）方程式來解紊流流場整體情況，

行距 1.5 行高

並在流場解析中做了以下基本假設：
1. 流場為穩態三維紊流模式。
2. 所以將流體的性質假設為常數。
3. 忽略浮力效應。
基於以上基本假設，對紊流方程式之物理量使用時間平均（time average）
之觀念，則連續性方程式（ continuity equation）、動量方程式 (momentum
equation）可分別表示如下：

2-2-1 連續性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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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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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fel 參數當對數以自然對數為底，活性度

a

Tafel 參數當對數以 10 為底

aX

物種 X 的化學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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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電池與其操作狀態的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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