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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高超声速飞行器的热防护和机载设备电能需求的综合考虑下，立足发动机能量管理优化，

结合ＣＯ２ 的物性特点，提出了以超临界ＣＯ２ 为循环工质的高效热防护与高温发电一体化系统。此一体化方

案可以在实现发动机热防护的同时，提供电能、并减少冷却用燃油流量。基于燃油为该一体化系统的唯一热

沉，通过理论分析和计算，提出了两个一体化系统，通过对一体化系统的优化分析，给出了提高一体化系统性

能的措施：尽量提高燃油在ＣＯ２ 冷却器中被加热的终态温度以及采用回热来提高ＣＯ２ 闭式布雷顿循环的性

能，该系统的热效率可达到１７％。相对于采用蓄电池和燃料电池为机载设备供电的方案，当飞行器飞行时间

为３０ｍｉｎ，该一体化系统的净增质量分别降低８５％和６８％，体积分别降低８１％和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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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高超声速飞行器以高马赫数飞行时，燃烧

室内的温度可高达３２２０℃
［１］。这样恶劣的条件

很容易使燃烧室局部热流密度过大，而使燃烧室

壁面损坏乃至烧毁。如何保证发动机长时间安全

正常运行是超燃冲压发动机的热防护技术需要解

决的重要问题。

高超声速飞行器发动机的热防护主要有主动

热防护和被动热防护两种方式：主动热防护是利

用自身携带燃料对发动机进行冷却；而被动热防

护则是采用轻质的耐烧蚀隔热材料对结构进行热

防护。牛文敬等［２］、韩海涛等［３］提出了基于热管

的冷却方案。马坤等［４］针对高超声速飞行器头部

面临的高温高压环境，采用了支杆和逆向射流组

合式减阻降热方案。闫帅、熊宴斌等［５６］以发汗冷

却和发散冷却作为解决高超声速飞行器关键部件

热防护的冷却技术，并对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对于高超声速下工作的超燃冲压发动机，常

用的热防护方式是再生主动冷却。再生冷却方案

在高马赫数下需要大量的冷却用燃料，随着航天

飞行器的飞行速度进一步提升，为了达到再生冷

却需要的热沉，航天器需要携带更多的燃料。Ｓｅ

ｇａｌ
［７］指出当飞行马赫数大于１０时，将出现再生

冷却所需要的热沉大于燃烧所用的燃料，这意味

着航天器要携带的燃料量超过燃烧需要量，多出

的部分在完成冷却任务后没有经过燃烧而排掉，

既造成了燃料的额外损耗，又增加了航天器的负

载。鲍文等［８］提出了基于闭式布雷顿循环的冷却

方案，这种冷却系统将一部分热量转化成电能，间

接提高了作为热沉的碳氢燃料的吸热能力，为超

燃冲压发动机的热防护提出了一种思路。Ｑｉｎ

等［９］从热管理的角度对超燃冲压发动机系统进行

了内外不可逆的参数化研究，有利于扩展常规高

超声速吸气发动机飞行马赫数包络线。李新春和

王中伟［１０］提出了集成热电发电装置的超燃冲压

发动机热管理系统，将热电发电器与发动机壁面

结构相结合，在文献［１１］中采用可用能分析法对超

燃冲压发动机壁面热量的利用潜力进行分析，为提

高发动机的冷却和发电性能提供了理论支持。

针对高超声速飞行器面临的冷却与供电两方

面需求，本文立足发动机能量管理优化，提出一种

以超临界ＣＯ２ 为循环工质的高温发电与高效热

防护一体化系统。以超燃冲压发动机为例，该系

统采用超临界ＣＯ２ 作为循环工质，从发动机高温

壁面吸收热量，经过涡轮膨胀做功，再以较低的温

度把剩余热量传给低温的冷却用燃料（燃料作为

热沉），经压缩机增压后进入高温壁面吸热；冷却

用燃料经ＣＯ２ 预热后，再流过发动机高温壁面继

续吸热，进入燃烧室燃烧。在此一体化系统中，碳

氢燃料是高温壁面和ＣＯ２ 发电系统的唯一热沉。

为了尽可能大地降低燃油携带量，一体化系统的

循环设计以及碳氢燃料在一体化系统中的两个被

冷却部件（高温壁面和ＣＯ２ 发电系统冷却器）中

的吸热量如何耦合，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通

过对一体化系统进行能量平衡和能量转化分析，

提出了系统优化的途径，进而提出了两种一体化

系统布局。此一体化方案可以在保证达到热防护

目的的前提下，提供尽可能多的电能，并尽可能减

少燃油携带量。

１　基于燃油冷却的高超声速飞行器

发动机高温发电与高效热防护

一体化系统

　图１示出了发动机再生主动冷却方案。图中

犙是冷却负荷，犉ｉｎ为来自储油室的冷却用燃油的

状态（温度狋ｆ，ｉｎ，压力狆ｆ，ｉｎ），犉ｏｕｔ为进入燃烧室的燃

油的状态，犿
·
′ｆ为用于冷却的燃油的质量流量（文

中简称流量）。在该方案下，碳氢燃料直接流经舱

壁的冷却通道，吸热升温而冷却舱壁，达到预定温

度的碳氢燃料被直接送入燃烧室。舱壁热负荷全

部采用再生主动冷却时，冷却负荷需要的燃料量

有可能高于燃烧需要的燃料量。在热防护热负荷

无法改变而又没有其他冷源的情况下，把热防护

热负荷中的一部分转化为其他形式的有用能量是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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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行的选择。

本文提出采用ＣＯ２ 作为冷却剂，吸热后通过

热功转换装置将其中的一部分转化为电能的思

想，既可满足舱壁冷却的需要，同时可为机载设备

提供必要的电能，这种方案将冷却负荷与燃油携

带量解耦。根据一体化系统需要，系统组成及能

量传递情况如图２所示。

图１　再生主动冷却

Ｆｉｇ．１　Ａｃｔｉｖｅ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ｏｌｉｎｇ

图２　高超声速飞行器冷却发电一体化系统及能量

传递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ｉｔｓ

ｅｎｅｒｇ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ｈｙｐｅｒｓｏｎｉｃｖｅｈｉｃｌｅｅｎｇｉｎｅ

图２中犙１ 为发电子系统中ＣＯ２ 吸收的热

量，犠 为一体化系统输出的净功，犙２ 是发电子系

统向冷却用燃油放出的热量，犉ｈｘ为燃油出冷却器

的状态，犺为焓值，犿
·

ｆ为一体化系统在冷却负荷犙

下需要的冷却用燃油流量，其值随一体化系统的

布局和运行性能而变化，而系统设计和优化的目

的是使之尽量降低，以减少燃油携带量。由图２

可见，一体化系统中的发电子系统以发动机的部

分冷却负荷为热源，以用于提供动力的部分机载燃

料为冷源。针对冷源，一体化系统的目的之一是降

低燃油的使用量，因此燃油的可利用量是有限的。

假设碳氢燃料进入燃烧室的温度为７００℃，考虑到

碳氢燃料在约４２７℃时开始发生裂解，为预防结

焦对冷却器的影响，碳氢燃料在冷却器内控温在

４２７℃，余下热负荷由舱壁承担（其实发动机壁面

的结焦与预防问题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本文不

涉及此问题）。所以，对于一体化系统的发电子系

统来说，其能够提供的热沉条件是量小、具有较大

的温度提升。而常规的亚临界或跨临界的动力循

环，其放热过程是冷凝过程，对热沉的需求是量

大、温度提升小。故亚临界和跨临界循环难以满

足本一体化系统可提供的热沉条件。超临界的动

力循环，其冷却放热过程发生在超临界区，理想的

过程是等压、温度降低的过程，且温度变化区间较

大，这一变温冷却过程与燃油的吸热升温过程很

好地契合，可用于本一体化系统的发电子系统。

由于ＣＯ２ 的临界温度只有３１℃，因此在一般的环

境温度下，以ＣＯ２ 为工质的动力循环都是超临界

循环。张富珍等［１２１３］在超临界ＣＯ２ 循环方面做

了大量研究，认为ＣＯ２ 在超临界区的变温放热过

程与燃油的变温吸热过程能够很好地契合，进而

可降低冷却器内的不可逆传热，而提高系统性能。

１１　超临界犆犗２ 闭式布雷顿循环

对于一定型式的热力循环，循环工质的选择

关系到循环的效率及部件的紧凑性。研究表明针

对高温热源，以ＣＯ２ 为工质的能量转换系统是具

有最高热效率的能量转换型式［１４］。除此而外，采

用以ＣＯ２ 为工质的高温涡轮发电系统在系统集

成方面还具有显著的优点：高温热发电系统中，在

涡轮中ＣＯ２ 的膨胀比不到相同温区的以水为工

质的朗肯循环的１／２０００，这意味着需要３级以上

汽轮机的以水为工质的高温热发电系统，如果采

用ＣＯ２ 为工质，单级膨胀即可
［１２］；采用以ＣＯ２ 为

工质的能量转换系统，由于运行压力下ＣＯ２ 的比

容较小，而比热较大，气体冷却器的尺寸也会大大

降低，这预示着超临界ＣＯ２（ＳＣＯ２）发电系统更

加紧凑、简单。

１２　系统建模与分析

研究表明，ＳＣＯ２ 循环性能对压比比较敏感，

在给定的吸热压力下会有最优的放热压力存在，

反之亦然［１５］。设燃油储存温度２０℃（狋ｆ，ｉｎ），在此

冷却剂（燃油）可提供的ＣＯ２ 终态冷却温度下，最

优放热压力应位于临界点附近。故在本研究中假

定系统最高耐压为２０ＭＰａ，在系统初步分析时最

低放热压力取７．６ＭＰａ。换热器内最小传热温差

为５℃（夹点温度Δ狋ｐ）。针对图２的一体化系统

定义冷却发电系统全效率

ηｔ＝
犠
犙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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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ＣＯ２ 闭式布雷顿循环热效率

ηｔｈ＝
犠
犙１

（２）

　对图２所示系统进行能量平衡分析，可得

犿
·

ｆ犺ｆ，ｏｕｔ－犺ｆ，（ ）ｉｎ ＋犠 ＝犙 （３）

犿
·

ｆ犺ｆ，ｏｕｔ－犺ｆ，（ ）ｈｘ ＋犙１ ＝犙 （４）

　图１系统燃油需要流量

犿
·
′ｆ＝犙／犺ｆ，ｏｕｔ－犺ｆ，（ ）ｉｎ （５）

　系统由于输出电能而减少的燃油流量为

犿
·

ｆ，ｒ＝犿
·
′ｆ－犿

·

ｆ＝犠／犺ｆ，ｏｕｔ－犺ｆ，（ ）ｉｎ （６）

　则采用一体化系统后，可少携带燃油占比为

犿
·

ｆ，ｒ

犿
·
′ｆ
＝
犠
犙
＝ηｔ （７）

　从全系统来看，如果不计燃油流经各设备的

压力损失，则

犺ｆ，ｉｎ＝犳狋ｆ，ｉｎ，狆ｆ，（ ）ｉｎ ，犺ｆ，ｏｕｔ＝犳狋ｆ，ｏｕｔ，狆ｆ，（ ）ｉｎ （８）

　据前述假定狋ｆ，ｉｎ＝２０℃，狋ｆ，ｏｕｔ＝７００℃。

在冷却负荷犙一定的情况下，净功与系统全

效率、燃油携带减少量占比变化趋势一致，故要降

低燃油携带量，需提高发电功率。为此一体化系

统性能的评价指标是净功或系统全效率。

对于发电系统，要提高净输出可采取措施包括

１）尽量提高输入ＣＯ２ 闭式布雷顿循环的热

量犙１；

２）优化ＣＯ２ 闭式布雷顿循环，提高发电子

系统热效率。

由式（４）可得，犙１＝犙－犿ｆ 犺ｆ，ｏｕｔ－犺ｆ，（ ）ｈｘ ，针

对措施１），在燃油流量尽量小的情况小，要加大

输入发电系统的热量，需要尽量提高燃油在犉ｈｘ状

态点的温度，而依据前述对燃油性状的分析，４２７℃

是犉ｈｘ状态点的温度限值，即为满足措施１），燃油

在冷却器中要被加热到限定温度４２７℃；为达到措

施２），可针对闭式布雷顿循环，结合ＣＯ２ 物性进

行发电子系统的优化，例如采用回热。

根据前述分析提出了两个一体化系统（图３、

图４）。ＣＯ２ 闭式布雷顿循环当前也被广泛地研

究应用于太阳能和核能发电，其常采用的系统布

局是部分冷却再压缩［１６１８］，类比于此系统，针对有

限冷源的一体化系统本研究也设计了一个部分冷

却再压缩系统（图５），并与前两个系统一起进行

了分析。结果示于表１。

图３的循环系统就是简单的闭式气体涡轮布

局，只不过其采用的冷源是燃油，且燃油的流量受

到限制，因此在冷却器内的平均传热温差较常规动

力循环的平均传热温差大。表１中针对图３所示

图３　简单闭式布雷顿一体化系统

Ｆｉｇ．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ｓｉｍｐｌｅｃｌｏｓｅｄ

Ｂｒａｙｔｏｎｃｙｃｌｅ

图４　带回热的ＳＣＯ２ 布雷顿循环一体化系统

Ｆｉｇ．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ｒｅｃｕｐｅｒａｔｅｄＳＣＯ２

Ｂｒａｙｔｏｎｃｙｃｌｅ

图５　部分冷却再压缩的ＳＣＯ２ 布雷顿循环一体化系统

Ｆｉｇ．５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ｒ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ｏｌｉｎｇＳＣＯ２Ｂｒａｙｔｏｎｃｙｃｌｅ

的系统的计算结果表明（序号１、２、３），随着ＣＯ２ 在

冷却器内被冷却终态温度狋４ 的提高，系统的全效

率ηｔ升高，当狋４ 升高到４４．７℃时，燃油出冷却器的

温度狋ｆ，ｈｘ升高到４２７℃，达到冷却器内燃油升温的

限制，系统性能达到最高，在保持狋ｆ，ｈｘ＝４２７℃下，狋４

进一步提高，系统性能下降，这可由图６来说明。

图６示出了针对图３所示的一体化系统在不

同狋４ 下沿ＣＯ２ 流动方向上的温度换热量关系

（狋犙）图，图中犙２ 代表的是沿着ＣＯ２ 流动方向的

换热量。可见在狋４＝３２℃时，系统全效率相对较

低，这主要是由ＣＯ２ 的热物性引起的，在把ＣＯ２

冷却到准临界温度附近时，ＣＯ２ 的比热容急剧增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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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在夹点温度一定且燃油流量有限的情况下，

ＣＯ２ 的相对流量将大大降低，这使得ＣＯ２ 在舱壁

处的吸热量犙１ 降低，另一方面，在远离临界点

时，ＣＯ２ 的比热容降低，在相对低的流量的联合

作用下冷却器内平均传热温差Δ狋ａ增大，系统的不

可逆性提高，故系统全效率相对较低（图６（ａ））。但

在低ＣＯ２ 被冷却终温下，发电子系统平均放热温

差Δ狋ａ降低，子系统热效率反而较大，这也是子系

统热效率不能作为一体化系统评价指标的原因。

在低ＣＯ２ 被冷却终温下，ＣＯ２ 循环流量较少，参与

发电的热量犙１ 较小，ＣＯ２排放给燃油的热量犙２ 也

相对较低，燃油不能被加热到最高温度；当狋４ 升高

到４４．７℃时，狋ｆ，ｈｘ升高到４２７℃，系统的平均传热温

差最小，全效率达到最高（图６（ｂ））；在保证燃油被

加热到尽可能高的温度的前提下，ＣＯ２ 在冷端出口

温度再提高，夹点温度提高，冷却器内的平均传热

温差Δ狋ａ增大，系统全效率也降低（图６（ｃ））。

结合理论分析（在冷却器中燃油应尽可能地

被加热到足够高的温度），对于图３所示的一体化

系统，系统优化的要点是：在保证燃油被加热到最

高温度和冷却器内夹点温度的情况下，调整燃油

与ＣＯ２ 的流量比，从而保证系统有最大的净输出。

表１中序号４、５、６对应的是针对发电子系统

本身进行优化的结果，即在保证输入发电子系统

尽量多的热量犙１（燃油被加热到最高温度）下，对

发电子系统（ＣＯ２ 闭式布雷顿循环）的优化。对

布雷顿循环来说，提高其性能的有效措施之一是

采用回热，以及在回热的基础上分级压缩、中间冷

却和分级膨胀、中间再热。由于受到材料的限制，

目前的ＣＯ２ 闭式布雷顿循环的高压一般不超过

２０ＭＰａ，这样压比不到２．５，故分级压缩、中间冷

却和分级膨胀、中间再热可以不予考虑，回热成为

优化循环的主要选项。

分析图４所示的系统，其净输出功为

犠 ＝犠ｔ－犠ｐ＝犿
·

ＣＯ
２
犺１－犺（ ）２ －

犿
·

ＣＯ
２
犺５－犺（ ）４ （９）

　由于ＣＯ２ 在运行区间内不能视为理想气体，

所以不能从定性上说明上式的优化方向。在保证

燃油被加热到最高温度和冷却器内夹点温度的情

况下，调整燃油与ＣＯ２的流量比，从而保证系统

表１　不同系统布局的犛犆犗２ 布雷顿循环的系统性能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狔狊狋犲犿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犳狅狉狏犪狉犻狅狌狊犛犆犗２犅狉犪狔狋狅狀犮狔犮犾犲犾犪狔狅狌狋狊

系统名称 序号 狋ｆ，ｈｘ／℃ 狋４／℃ 狋３／℃ 犿
·
ｆ，ｒ／犿

·
′ｆ ηｔｈ／％

简单闭式布雷顿

一体化系统（图３）

１ １１２ ３２ １．６０ １４．５１

２ ４２７ ４４．７ ８．１３ １４．１１

３ ４２７ ５０ ８．０３ １３．９５

带回热的ＳＣＯ２

布雷顿循环

一体化系统（图４）

４ ４２７ ８０ １０．１０ １７．２５

５ ４２７ ９０ １０．１４ １７．３２

６ ４２７ １００ １０．１２ １７．２８

部分冷却再压缩的

ＳＣＯ２ 布雷顿循环

一体化系统（图５）

７ ４２７ ２５ ６１ ７．８０ １３．７

８ ４２７ ２５ ５７ ７．９０ １３．８

９ ４２７ ２５ ５２ ８．００ １３．９

图６　不同ＣＯ２ 气体冷却器出口温度下沿ＣＯ２ 流动方向的狋犙 图

Ｆｉｇ．６　狋犙ｃｕｒｖ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ｔｈｅｇａｓｃｏｏｌｅｒ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ａｔｔｈｅｏｕｔｌｅｔｏｆｇａｓｃｏｏｌｅ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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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最大的净输出。在图４所示的一体化系统中，

涡轮出口乏汽ＣＯ２ 中的能量有一部分用于回热，

在冷却器中的放热量相对降低，净输出提高。

表１中序号７、８、９对应的是针对目前广泛研

究的部分冷却再压缩ＣＯ２ 闭式布雷顿循环的计

算结果。这一系统布局考虑的是超临界ＣＯ２ 在

准临界点附近的物性：在准临界点附近密度很大，

物性接近于液体，压缩时耗功较少。所以在进行

设计时应尽量将ＣＯ２ 冷却到接近冷源的温度，以

降低压缩功。但由于在准临界点附近，ＣＯ２ 的比

热容较大，其与燃料换热时，夹点出现在换热器内

部而非两端，为保证一定的传热温差，ＣＯ２ 被最

终冷却的温度越低，需要的燃料流量越大，造成冷

却器内部的平均传热温差增大。为此基于换热器

内的温度滑移匹配原则［８］，采用分流的方法来使

部分乏汽ＣＯ２ 被充分冷却。由表１可见，采用分

流使得部分ＣＯ２ 可被冷却到较低的温度，但由于

对于７．６ＭＰａ的ＣＯ２ 来说，准临界点温度在３２℃

附近，因此要将之冷却下来，燃料的相对流量要

高，体现在设计中即为流经冷却器Ⅱ的ＣＯ２ 的流

量为燃料流量的２．５１３倍（表１中的第９个工

况），而流经冷却器Ⅰ的ＣＯ２ 流量仅为碳氢燃料

的１／６，这使得压缩机Ⅱ耗功增加。最终导致系

统的净输出相对于图４的系统没有得到提高。

由前述分析可见，用于高超声速飞行器的闭

式布雷顿循环，由于冷源的唯一性和有限性，使得

其最优系统布局与常规系统不同。常规的部分冷

却再压缩系统，受限于热沉的有限性性能尚不及

简单的闭式布雷顿循环。降低热沉在发电子系统

的热负荷而采用回热，提高了ＣＯ２ 在高温壁面的

平均吸热温度，使得系统的净输出提高。

２　系统质量核算

高超声速飞行器的供电设备可以是蓄电池，

也可能是燃料电池。按发电量１ＭＷ 计算，将之

与本研究提出的方案一（图３）进行对比。

对于蓄电池，以银锌蓄电池１５ＸＹＧ４５型为

参考，其充电量为１．０１２５ｋＷ·ｈ，尺寸为３２２

ｍｍ×１２９ｍｍ×２５５ｍｍ，单块质量为１６．７ｋｇ；对

于燃料电池，以水氢发电模块为参考（新能源汽车

的动力模块），其额定功率１０ｋＷ，质量为２８ｋｇ，

尺寸为４８４ｍｍ×２８０ｍｍ×８００ｍｍ，功率质量比为

０．３５７１ｋＷ／ｋｇ，该型燃料电池的单位甲醇发电量为

２．２Ｗ·ｈ／ｇ，以此可计算需要携带的甲醇量。

一体化系统功质比按０．５ｋＷ／ｋｇ计算，１ＭＷ

发电功率，则一体化系统质量为２０００ｋｇ。一体化

系统需要充灌循环工质，依据本课题组对ＣＯ２ 热

泵的研究经验以及系统设备的内部尺寸，估算了

系统工质充灌量小于１００ｋｇ。则一体化系统的总

质量为２１００ｋｇ。由前面一体化系统优化分析可

知，采用一体化系统，由于舱壁热负荷的一部分通

过一体化系统被转化成电能，因而燃油的冷却负

荷降低，相对于靠燃油冷却舱壁的系统，其燃油携

带量会有所降低（计算表明，飞行时间为３０ｍｉｎ

的燃油携带量减少值为８４５ｋｇ），故净增加的质重

为一体化系统质量减去燃油携带减少量。对于固

定发电功率的一体化系统，其质量不变，但随着飞

行时间的提高，燃油携带量的减少量增大，净增质

量降低。一体化系统估算体积为１ｍ３（ＣＯ２ 气体

涡轮系统具有简单、紧凑、占地面积小的优点）。

图７示出了随着飞行时间的变化，３种供电

方式的质量和体积的变化情况。飞行时间为

图７　不同供电方案净增质量和体积随飞行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７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ｎｅｔｍａｓｓｇａｉｎａｎｄｖｏｌｕｍ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ｗ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ｓｃｈｅｍｅｓｗｉｔｈｔｉｍｅｏｆｆｌｉｇ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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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ｍｉｎ时，一体化系统的净增质量相对于蓄电池

和燃料电池供电方案质量分别降低８５％和６８％，

体积分别降低８１％和５９％。

可见，在相同供电量的情况下，一体化系统的

质量远远小于其他两种。这种优势随着飞行时间

的提高而更加明显。

３　结　论

针对高超声速飞行器的热防护和机载动力设

备需求，本研究立足发动机能量管理优化，从全系

统能量平衡与传递及关键子系统优化出发，提出

了一种以超临界ＣＯ２ 为循环工质的高效热防护

与高温发电一体化系统。基于一体化系统冷源的

唯一性和有限性，通过理论分析得到了系统优化

措施，提出了有望达到最优目标的系统布局。对

可能的系统布局进行了优化分析，得到了碳氢燃

料在两个需要冷却的部件处的能量耦合原则，即

碳氢燃料在发电子系统的冷却器中应尽可能被加

热到高温。在单级压缩的前提下，采用回热可提

高系统性能。相对于采用蓄电池或燃料电池为机

载设备提供电能，在相同供电量的情况下，一体化

系统的质量远远小于其他两种，这种优势随着飞

行时间的提高而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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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ｒｖｅｒｅｍａｉｎｅｄ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ｔｌｏａｄｏｎｕｐｐｅｒｗ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ｂｏｕｔ５０％ａｓｔｈ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ｄｒｏｐｌｅ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１０μｍ．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ａｎｔｉａｎｄｄｅｉｃｉｎｇ；ｈｅａｔｌｏａ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ｗｉｎｇ；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ｔ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飞机在穿过含有过冷水滴的云层时，机翼前

缘、发动机唇口等迎风部件会发生结冰现象，结冰

对飞机的气动性能、操作性和稳定性将产生严重

影响［１４］。因此，如何防止飞机结冰成为各大飞机

制造商和科研机构密切关注的问题。为了防止飞

机结冰，民用大型飞机通常安装有防除冰系统。

根据原理不同，飞机防除冰系统主要包括机械除

冰、液体防冰、热气防冰、电热除冰等四种方

法［５６］。目前商用飞机主要采用的是热气防冰和

电热防冰系统。在热气防冰系统设计中，首先需

要确定防护的区域以及防护表面达到一定温度时

所需的加热能量，并以此为基础设计高效的防冰

系统［７９］。因此，如何准确地计算防护表面的防冰

热载荷、选择合适的热载荷设计计算状态是防冰

系统设计的重要前提。

Ｗｕ等人
［１０］通过求解三维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

程对射流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得到了不同射流

角度条件下表面温度的分布情况。Ｌｉｕ等人
［１１］研

究了机翼防冰腔三维数值模拟模型，建立了包含

三维防冰腔的完整热气防冰系统模型，并且对防

冰腔内外流场进行了耦合计算，计算中改变了外

界环境条件以分析不同条件下蒙皮温度、表面传

热系数的变化规律。Ｐｌａｎｑｕａｒｔ等人
［１２］开展了机

翼前缘热气防冰系统的试验研究，通过多个射流

孔将热气喷射至壁面，利用红外探测仪测流壁面

温度，获得表面传热系数分布，随后利用数值模拟

方法进行模拟。结果表明：数值模拟得到的表面

温度和表面传热系数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常士

楠等人［１３］采用数值模拟方法计算了旋翼桨叶防

除冰系统防护范围，研究了除冰表面温度与控制

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没有建立

考虑飞行环境参数影响的防冰热载荷数值计算模

型，也没有给出来流速度、飞行高度、来流温度、液

态水含量和水滴直径等参数的影响规律。因此，

开展相关研究对于指导飞机机翼的热气防冰系统

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某飞机机翼段模型为对象对防冰热载

荷计算开展研究。首先，介绍了防冰热载荷计算

方法和流程；随后，根据实际飞机飞行工况，研究

了来流速度、飞行高度、来流温度、液态水含量和

水滴直径等环境参数对翼段表面热载荷分布和数

值的影响规律，给出了防冰热载荷计算状态点选

择的一般方法。

１　防冰热载荷计算方法

防冰系统工作情况下，过冷水滴撞击表面，根

据系统运行工况不同，其物理过程可能不同。在

干防冰状态下，水滴撞击后立刻蒸发；在湿防冰状

态下，水滴撞击后形成液态水，液态水在流动过程

中逐渐蒸发。本文将对水滴撞击后的物理过程进

行建模。将表面划分为多个控制体，采用犘、犖、

犈、犠、犛分别表示所研究的网格及相邻的四个网

格；用狀、犲、狑、狊表示相应界面，如图１所示。

图１　物面网格示意图
［１１］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ｇｒｉｄ
［１１］

以控制体为研究对象，可以建立液态水的质

量守恒方程如下：

犿
·

ｃｌｔ＋∑犿
·

ｉｎ－犿
·

ｅｖｐ－∑犿
·

ｏｕｔ＝０ （１）

　　采用焓值衡量各项热流，则对每一个控制体，

可建立能量守恒方程如下：

狇ｒｅｑｕｉｒｅｄ＋狇ｃｌｔ＋∑狇ｉｎ－狇ｅｖｐ－狇ｃｎｖ－∑狇ｏｕｔ＝０
（２）

式中犿
·
表示质量流量；下标ｃｌｔ表示水滴收集项，

ｉｎ表示入流水项，ｅｖｐ表示蒸发项，ｏｕｔ表示溢流

水项，ｃｎｖ表示对流换热项。狇表示热流密度，下

标ｒｅｑｕｉｒｅｄ表示控制体犘内防冰所需用项。

驻点处的表面传热系数，可以利用文献［１４］

中的公式进行计算：

犖狌ｓｔａｇ＝
犆２ｍ
９．８９

·犚犲∞·
ｄ（狌ｅ／狌∞）

ｄ（犾／犮） 狊＝
（ ）

０

０．５

（３）

犖狌ｓｔａｇ＝
犺ｓｔａｇ犮

κａ
（４）

式中犺ｓｔａｇ表示驻点处的表面传热系数；犖狌ｓｔａｇ表示

驻点处的努塞尔数；犆ｍ 为常数，取值为１．５６；犚犲∞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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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空气来流雷诺数；狌ｅ表示附面层外边界处的

气流速度；狌∞表示来流速度；犾表示沿展向位置；犮

表示特征弦长；κａ表示空气的热导率。

对于干防冰状态，水滴撞击表面后立刻蒸发，

没有液态水流动，∑犿
·

ｉｎ 和∑犿
·

ｏｕｔ均为０，因此

质量方程可以简化为

犿
·

ｃｌｔ－犿
·

ｅｖｐ＝０ （５）

由上述公式，可以直接获得表面水蒸发量和表面

温度，再根据能量守恒方程直接求解获得表面所

需热载荷。对于湿防冰状态，控制方程求解的主

要步骤为：

１）首先需要设定表面需要达到的温度。

２）假定每个控制体内的初始∑犿
·

ｉｎ 等于０，

根据质量守恒方程求解获得∑犿
·

ｏｕｔ，根据溢流

水质量分配原理，分别计算出犿
·

ｏｕｔ，犠 和犿
·

ｏｕｔ，犛，以

及溢流水残值。

３）根据所计算控制体四个方向流入的水质

量与相邻控制体流出的水质量之间的关系重新分

配控制体内流入的水质量。

４）重复２）、３）两个步骤，直至溢流水残值达

到收敛要求。

５）将质量方程求解获得的各项代入能量守

恒方程中，直接求解防冰所需热载荷。

２　计算方法验证

为了验证表面热载荷计算方法，本文采用

ＡｌＫｈａｌｉｌ、Ｓｉｌｖａ等人
［１５１６］在ＮＡＳＡＧｌｅｎｎ结冰风

洞内开展的电热防冰系统性能试验，通过对比防

冰系统表面温度的计算结果和试验结果来证明本

文计算方法的正确性。研究对象为 ＮＡＣＡ００１２

翼段，翼段模型弦长为０．９１４４ｍ，展长为１．８２８８

ｍ，翼段的前缘部分安装有电热防冰系统，电热元

件分为七个不同的加热区，可以控制加热功率从

而改变表面温度分布。试验工况为来流速度为

８９．４０８ｍ／ｓ，来流温度犜∞＝２５１．３５Ｋ，攻角为０°，

液态水含量ρｗ 为０．５５ｇ／ｍ
３，平均水滴直径犱ｗ 为

２０μｍ。

图２和图３给出了该工况下机翼表面温度分

布，图３中横坐标犾／犮表示展向位置与特征弦长

之比，纵坐标为机翼表面温度。可以看出，本文计

算结果与文献［１５１６］计算结果吻合较好，从而本

文的计算方法得到了验证。

虽然在犾／犮为－０．１～０．１范围外为过冷水滴

的撞击范围，但是该区域内电加热元件功率较高，

图２　ＮＡＣＡ００１２翼型表面温度分布云图

Ｆｉｇ．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

ＮＡＣＡ００１２ａｉｒｆｏｉｌ

图３　ＮＡＣＡ００１２表面温度分布对比曲线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

ＮＡＣＡ００１２ｓｕｒｆａｃｅ

水滴撞击后一部分蒸发，另一部分以液态水的形

式向下游流动，因此该区域表面温度较低。在犾／犮

为－０．１５～－０．１范围内，随着液态水逐渐蒸发，

水量逐渐减少，温度逐渐上升。而在犾／犮为０．１～

０．１５范围内，由于电加热功率逐渐较小，表面温

度又逐渐降低。在犾／犮为－０．１～０．１范围内，由

于该区域无加热元件，表面液态水温度与来流温

度相同，同时上下表面电加热元件分布不一致，因

此机翼上下表面温度分布也不对称。对于本文计

算工况，由于加热功率较小，因此整体温度分布相

对较小，整体温度分布在２７５～２８５Ｋ之间，这一

方面使得机翼表面没有结冰生成，同时节省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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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能源。

３　机翼防冰热载荷数值计算

３１　数值计算方法

本文选用某型飞机翼段为几何模型，开展防

冰热载荷计算，对典型条件下热载荷计算过程中

的结果进行分析。计算条件如下：翼段攻角为

５°，飞行高度为１５２４ｍ，来流速度为８４ｍ／ｓ，来流

温度为２６８．１５Ｋ，液态水含量为０．５３１ｇ／ｍ
３，平均

水滴直径为２０μｍ。热载荷计算流程包括网格划

分、流场计算、水滴轨迹计算和热载荷计算几个部

分。本算例中选用的翼段几何模型如图４所示，

机翼为非等直翼，含有后掠角。翼段网格划分利

用ＩＣＥＭ网格划分软件，流场计算采用ＦＬＵＥＮＴ

软件，计算过程中选择基于压力的求解器（ｐｒｅｓ

ｓｕｒｅｂａｓｉｅｄ），湍流模型选用考虑转捩的犽ω 模

型。水滴轨迹计算采用基于ＦＬＵＥＮＴ二次开发

的用户自定义函数（ｕｓｅｒｄｅｆｉｎ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ＵＤＦ）

对水滴运动控制方程进行求解［１７］。最终采用自

主编写的程序对机翼表面防冰热载荷进行计

算［１８］。表面热载荷计算时选择防冰系统在湿工

况下运行，设定表面温度为３００Ｋ。

图４　三维机翼网格划分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ｇｒｉｄｆｏｒａ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ｗｉｎｇ

图５和图６给出了表面热载荷分布云图和分

布曲线，图６中犔为展向长度。从云图中可以看

出，热载荷主要分布在机翼前缘部分，在本节给出

的计算条件下，热载荷最大值可以达到３５ｋＷ／ｍ２，

同时越靠近翼尖部分热载荷数值越大。从８０％

展长截面热载荷分布来看，曲线呈现中间低两边

高的形态。这是由于前缘处，过冷水滴撞击表面

后并没有立即完全蒸发，此处的热载荷只需要保

证液态水不冻结即可，这部分液态水在气流作用

下逐渐向下游流动；而在驻点下游的加热单元一

方面需要将上游流入的液态水蒸发，另一方面需

要保证自身单元内收集的过冷水滴不冻结，因此

热载荷需求量较大。而液态水继续向下游流动过

程中逐渐蒸发，质量逐渐减小，因此热载荷又逐渐

降低，最终呈现出如图６所示的形状。另外一个

重要的原因是驻点附近的气动加热效应，导致驻

点附近需要的防冰能量减少。从不同截面热载荷

分布来看，越靠近翼尖部分的热载荷分布越大，这

与水收集系数曲线分布趋势一致，说明水滴收集

越多，需要的热载荷越大。对整个机翼表面热载

荷进行积分，可以获得总热载荷功率为２１．３ｋＷ。

图５　三维机翼表面防冰热载荷分布云图

Ｆｉｇ．５　Ａｎｔｉｉｃｉｎｇｈｅａｔｌｏａ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ａ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ｗｉｎｇ

图６　不同截面防冰热载荷曲线

Ｆｉｇ．６　Ａｎｔｉｉｃｉｎｇｈｅａｔｌｏａｄｃｕｒｖｅ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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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环境参数对机翼热载荷数值计算的影响规律

本节采用了相同的翼段模型，表面温度设定

为３００Ｋ，计算过程中保证网格不变，仅改变计算

的边界条件。计算状态点如表１所示。

表１　热载荷计算条件

犜犪犫犾犲１　犆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狅犳犺犲犪狋犾狅犪犱

序号
飞行状态 结冰气象条件

飞行高度／ｍ 来流速度／（ｍ／ｓ） 来流温度／Ｋ 液态水含量／（ｇ／ｍ
３） 平均水滴直径／μｍ

１ １５００ ８４ ２６８．１５ ０．５３１ ２０

２ １５００ ６０ ２６８．１５ ０．５３１ ２０

３ １５００ １２４ ２６８．１５ ０．５３１ ２０

４ ４０００ ８４ ２６８．１５ ０．５３１ ２０

５ ６５００ ８４ ２６８．１５ ０．５３１ ２０

６ １５００ ８４ ２５８．１５ ０．５３１ ２０

７ １５００ ８４ ２４８．１５ ０．５３１ ２０

８ １５００ ８４ ２６８．１５ １．０００ ２０

９ １５００ ８４ ２６８．１５ １．５００ ２０

１０ １５００ ８４ ２６８．１５ ０．５３１ ３０

１１ １５００ ８４ ２６８．１５ ０．５３１ ４０

１２ １５００ ８４ ２６８．１５ ０．２９７ ３０

１３ １５００ ８４ ２６８．１５ ０．１２５ ４０

　　通过对比不同状态点的计算结果，分析来流

速度（犞）、飞行高度（犎）、来流温度（犜∞）、平均水

滴直径（犱ｗ）、液态水含量（ρｗ）等环境参数变化对

热载荷分布的影响。

图７　来流速度对防冰热载荷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ｃｏｍｉｎｇｆｌｏｗｓｐｅｅｄｏｎｈｅａｔ

ｌｏａ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图７～图９给出了展向８０％处表面热载荷随

表面距离无量纲参数犾／犮的变化曲线。根据图７

给出的结果，随着来流速度（犞）的不断增加，表面

防冰热载荷分布越广，热载荷需求量也越大。这

种变化是由多方面引起的：一方面，来流速度越

大，单位时间内收集到的过冷水滴质量越大，为了

将水滴蒸发需要表面提供更多的热载荷；另一方

面，来流速度越大，表面水收集系数分布越广，热

载荷数值也越大，这表示表面水滴撞击范围也越

大。为了达到防冰目的，表面热载荷分布越广，热

载荷数值也越大。最后，由于来流速度增大，附面

层内气流流动加快，表面传热系数不断增大，这又

导致能量方程中蒸发和对流换热带走能量的提升，

图８　飞行高度对防冰热载荷的影响

Ｆｉｇ．８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ｌｉｇｈｔｈｅｉｇｈｔｏｎａｎｔｉｉｃｉｎｇｈｅａｔｌｏ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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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所需热载荷增加。上述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使

得来流速度越大，表面热载荷需求量和防护范围都

越大。从图８可以看出，随着来流高度的变化，表

面热载荷分布和量级改变不明显。由图９可知，随

着来流温度逐渐降低，相同位置表面热载荷越大，

而热载荷分布范围并没有明显扩大。这是由于来

流温度越低，过冷水滴的冷量越大，蒸发和对流换

热所需的能源也就越多，因此热载荷数值上更大。

图９　来流温度对防冰热载荷的影响

Ｆｉｇ．９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ｃｏｍｉｎｇｆ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

ａｎｔｉｉｃｉｎｇｈｅａｔｌｏａｄ

图１０和图１１给出了液态水含量（ρｗ）和平均

水滴直径（犱ｗ）对防冰热载荷影响的计算结果。

从图１０可以看出，随着液态水含量的增加，相同

位置表面热载荷越大，热载荷范围也逐渐增加。

这是因为随着液态水含量的增加，机翼表面收集

到的过冷水滴量也越多，为了让这些液态水蒸发，

需要提供更多的能量。而从整体趋势来看，在驻

点附近热载荷量变化不大，这是由于前缘附近提

供的能量只需要保证液态水不冻结即可，不需要

完全蒸发；而随着液态水向下游流动，不同液态水

含量条件下的热载荷量发生明显区别，这是因为

下游处需要提供将液态水完全蒸发的热量，热载

荷需求也较大。而液态水含量的增大，也同样导

致液态水在表面流动距离的增加，从而影响了热

载荷分布范围。从图１１中可以看出，随着水滴直

径的增加，热载荷分布范围逐渐扩大，驻点附近的

热载荷量变化不大。在气流流场相同的情况下，

水滴直径越大，水滴运动过程中所受的惯性力占

比越大，在撞击过程中与气流的偏离程度越大，机

翼表面收集的水量越多，最终导致水收集系数分

布和数值越大。水收集系数分布越广，因此表面

需要提供热量的范围也越大，导致如图１０所示的

分布趋势。

图１０　液态水含量对防冰热载荷的影响

Ｆｉｇ．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ｎ

ａｎｔｉｉｃｉｎｇｈｅａｔｌｏａｄ

图１１　平均水滴直径对防冰热载荷的影响

Ｆｉｇ．１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ｅｄｉａｎｖｏｌｕｍｅｔｒｉｃ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ｎ

ａｎｔｉｉｃｉｎｇｈｅａｔｌｏａｄ

基于不同环境参数对表面防冰热载荷分布的

影响研究，可以确定表面防冰热载荷计算状态点

的选取原则：①根据目标飞行器的飞行包线和对

应的结冰包线，采用穷举法确定一定数量的热载

荷计算状态；②根据上述影响规律，对众多计算点

进行选取，选择来流速度大、来流温度低、水滴直

径大和液态水含量高的状态；③水滴直径和液态

水含量对应时，以水滴直径为优先级，至此可以选

择有限个计算点开展实际计算；④根据有限个状

态点的表面热载荷分布和数值，采用一定的安全

裕度，扩大热载荷分布的范围和数值，确定最终的

防冰系统设计输入条件。

４　结　论

飞机在穿过含有过冷水滴的云层时，机翼前

缘、发动机唇口等迎风部件会发生结冰现象，结冰

对飞机的气动性能、操作性和稳定性将产生严重

影响。首先，本文建立了基于守恒方程组的机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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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冰热载荷数值计算方法。其次，通过与ＮＡＳＡ

Ｇｌｅｎｎ研究中心典型试验结果和计算结果的对

比，验证了本文计算方法的正确性。再次，对某型

机翼的防冰热载荷进行了数值计算，并研究了来

流速度、飞行高度、来流温度、液态水含量和水滴

直径等环境参数对防冰热载荷分布和数值量级的

影响规律进行了研究，并确定了机翼表面防冰热

载荷计算状态点的选取原则。本文的主要研究结

论如下：

１）热载荷主要分布在机翼前缘部分，越靠近

翼尖部分，下翼面的热载荷数值增大，上翼面的变

化不明显，热载荷曲线呈现中间低两边高的分布。

在本文第３．１节所选取的典型计算参数条件下，

翼尖热载荷的最大值可达３５ｋＷ／ｍ２。

２）表面热载荷分布范围和量级与来流速度

和水滴直径呈正相关关系，来流速度增加一倍，热

载荷增加约４０％。

３）来流温度降低或液态水含量增加，热载荷

数值增大但分布范围不变，来流温度降低１０Ｋ，

热载荷增加约３０％。

４）水滴直径增加，热载荷在下翼面的分布范

围增加但幅值基本不变，水滴直径增加１０μｍ，下

翼面热载荷分布范围增加约５０％；飞行高度的变

化对表面热载荷分布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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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分变化对甲烷氧化特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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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射流搅拌反应器实验平台上针对温度范围８５０～１３００Ｋ、常压条件下的甲烷氧化反应过程进

行了实验研究，采用气相色谱仪测量了变组分条件下（当量比范围０．２～２、氧气体积分数２％～８％、二氧化碳

体积分数０～２０％、水蒸气体积分数０～２０％）主要反应物（ＣＨ４、Ｏ２）、主要中间组分（Ｃ２Ｈ６、Ｃ２Ｈ４、Ｃ２Ｈ２、Ｈ２）

和主要污染物（ＣＯ、ＣＯ２）的摩尔分数，并分析了主要反应物、中间组分以及污染物生成的影响因素和影响规

律。研究表明，随着当量比和含氧量的增加，主要中间组分的摩尔分数升高；二氧化碳体积分数的增加对中间

产物的生成有微弱的抑制作用，却使得污染物浓度大大增加；水蒸气体积分数的增加导致氢气生成量显著增

加，同时促进一氧化碳的生成，而对二氧化碳的生成影响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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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ｎｔｈａｄａｗｅａｋ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ｂｕｔｒｅｓｕｌｔｅｄｉ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ｒｉ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ｌｅｄｔｏ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ｍｏｎｏｘｉｄｅ，

ｂｕｔｈａｄｌｉｔｔ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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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ｍｅｔｈａｎ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ｊｅｔｓｔｉｒｒｅｄｒｅａｃｔｏｒ

　　天然气输运方便、污染小，是目前燃气轮机的

主要燃料。由于受环保法规的限制，燃气轮机的

低排放燃烧技术成为了国内外市场的准入门槛。

燃气轮机燃烧室内部化学反应流场非常复杂，使

得在狭小的燃烧室空间内非均匀强湍流燃烧过程

的污染物生成机理变得混沌、低排放燃烧组织变

得困难。因此，需要开展污染物空间分布规律与

生成机理的基础研究，为燃气轮机燃烧室的燃烧

组织和污染物抑制提供可靠依据。

射流搅拌反应器广泛应用于碳氢燃料氧化

过程中组分浓度变化规律的实验研究。目前国

内外学者已经对天然气［１４］、液化石油气［５］、汽

油［６８］、柴油［９１２］、航空煤油［１３１４］、生物质燃料［１５１８］

中主要成分、添加剂及多种组分混合物的中低温

氧化特性展开了大量研究。Ｔａｎ等
［１］在射流搅拌

反应器中研究了天然气及其混合物（ＣＨ４／Ｃ２Ｈ６，

ＣＨ４／Ｃ３Ｈ８，ＣＨ４／Ｃ２Ｈ６／Ｃ３Ｈ８）的氧化反应动力

学特性，测量了温度范围为８００～１２４０Ｋ、压力范

围为０．１～１ＭＰａ、当量比范围为０．１～１．５条件

下的反应物、中间组分和生成物的摩尔分数分布，

用于详细反应动力学机理的验证。研究表明：纯

甲烷的氧化反应是由甲烷与氧气的反应引起的，

而在天然气中，甲烷的氧化反应则是由ＯＨ、Ｈ和

Ｏ自由基引发的。在此基础上，Ｂａｋａｌｉ等
［２］测量

了压力为１０１．３ｋＰａ、当量比范围为０．７５～１．５、

停留时间为０．１４ｓ的天然气混合物（ＣＨ４／Ｃ２Ｈ６）

的氧化反应动力学特性，分析了当量比从贫燃变

化到富燃状态下的各组分摩尔分数的变化规律。

Ｄａｇａｕｔ等
［３］则针对天然气与氢气混合物，在温度

范围为９００～１４５０Ｋ、压力为０．１ＭＰａ条件下的射

流搅拌反应器中，通过在线 ＦＴＩＲ 分析和离线

ＧＣＴＣＤ／ＦＩＤ分析方法测量了氧化过程中反应

物、稳定中间体和最终产物的摩尔分数分布。研

究表明，氢气初始体积分数的增加有利于ＨＯ２ 低

温下自由基的形成，导致ＯＨ 和 Ｈ２Ｏ２ 摩尔分数

增加，从而加速天然气中甲烷、乙烷和丙烷与ＯＨ

自由基的反应，掺氢作用的影响在贫燃状态下更

为显著。此外，Ｂａｈｒｉｎｉ等
［４］采用射流搅拌反应器

与近红外区域ｃｗＣＲＤ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ｗａｖｅｃａｖｉｔｙ

ｒｉｎｇｄｏｗｎ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光谱技术测量了甲烷氧

化过程中一些稳定物种（ＣＨ４、Ｈ２Ｏ和ＣＨ２Ｏ）的摩

尔分数分布。实验中温度范围为５００～１３００Ｋ，停

留时间为１ｓ，压力为１０６．６ｋＰａ，甲烷、氧气和氦气

摩尔分数分别为６．３％、６．３％和８７．４％。

分析上述研究现状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外有

关甲烷氧化特性的研究已经得到了重视，部分

研究成果对于指导燃烧室内的污染物生成机理

分析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考虑到天然气燃料

低排放燃烧的技术方案通常采用主燃区贫燃预

混燃烧的分级分区燃烧方式，燃烧室内污染物

的生成、分布与演化不仅取决于燃料／空气的当

量比，还和燃烧室内的组分分布息息相关。因

此，本文旨在针对不同的当量比、氧气体积分

数、燃烧产物的混气成分等物理参数开展甲烷

氧化过程中主要中间组分与污染物生成特性的

试验测试，为掌握燃气轮机燃烧室中典型污染

物的生成反应路径及其抑制方法奠定理论

基础。

１　实验方法

１１　实验装置

射流搅拌反应器简图如图１所示，主要包括：

燃料输入系统、加热系统、实验系统和检测系统。

反应器为内径５８ｍｍ的石英玻璃球，球体中心有

４个内径为０．３ｍｍ的喷嘴。采用美国 ＭＫＳ（ｍｅ

ｔｅｒｋｉｌｏｇｒａｍｓｅｃｏｎｄ）的质量流量计对混合气体的

流量进行精确控制，流量最大不确定度为０．５％。

反应器的预热区温度由德国 Ｈｏｒｓｔ公司产的

ＨＴ６０温度控制仪控制，温度控制在９００～１３００Ｋ

范围内，误差在±５Ｋ。反应器的反应温度由位于

反应器中心的Ｋ型热电偶测得，测量不确定度为

±０．４％。检测系统采用ＧＣＭＳ（Ａｇｉｌｅｎｔ７８９０Ｂ

５９７７Ａ）和ＧＣ（Ａｇｉｌｅｎｔ７８９０Ｂ）对产物进行了在线

分析，配有热导检测器（ＴＣＤ）和氢火焰离子化检

测器（ＦＩＤ），测得物种摩尔分数的相对不确定度

估计为±１０％。为确保实验的可靠性和重复性，

需要对每个实验点的采样需要进行３次。本文中

甲烷的氧化特性实验在８５０～１３００Ｋ的温度范

围、常压条件下进行，停留时间设为２．０ｓ。

１２　实验工况与验证

本文测量了不同组分变化条件下甲烷在低温

氧化过程中的主要中间组分（Ｃ２Ｈ６、Ｃ２Ｈ４、Ｃ２Ｈ２、

Ｈ２）和主要污染物（ＣＯ、ＣＯ２）的摩尔分数，具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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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如表１所示。

实验前对压力为１０６．６ｋＰａ、当量比为２．０、

燃料体积分数为６．３％条件下甲烷在中低温氧化

过程中的物种摩尔分数进行了测试。对比Ｂａｈｒｉ

ｎｉ等
［４］的实验结果吻合较好，验证了所采用的实

验方法的准确性，如图２～图４所示。

图１　射流搅拌反应器简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ｊｅｔｓｔｉｒｒｅｄｒｅａｃｔｏｒ

表１　甲烷氧化实验条件工况

犜犪犫犾犲１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狅犳犿犲狋犺犪狀犲狅狓犻犱犪狋犻狅狀

序号 当量比
体积分数／％

ＣＨ４ Ｏ２ Ｎ２ ＣＯ２ Ｈ２Ｏ

序号 当量比
体积分数／％

ＣＨ４ Ｏ２ Ｎ２ ＣＯ２ Ｈ２Ｏ

１ ０．２ ２ ２０ ７８ ０ ０

２ ０．５ ２ ８ ９０ ０ ０

３ １．０ １ ２ ９７ ０ ０

４ １．０ ２ ４ ９４ ０ ０

５ １．０ ２ ４ ８４ １０ ０

６ １．０ ２ ４ ８４ ０ １０

７ １．０ ２ ４ ７４ ２０ ０

８ １．０ ２ ４ ７４ ０ ２０

９ １．０ ４ ８ ８８ ０ ０

１０ ２．０ ２ ２ ９６ ０ ０

图２　甲烷氧化实验中ＣＨ４ 的摩尔分数图

Ｆｉｇ．２　Ｍｏ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４ｄｕｒｉｎｇｍｅｔｈａｎｅ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图３　甲烷氧化实验中Ｃ２Ｈ６ 的摩尔分数图

Ｆｉｇ．３　Ｍｏ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２Ｈ６ｄｕｒｉｎｇｍｅｔｈａｎｅ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７１



航　空　动　力　学　报 第３６卷

图４　甲烷氧化实验中ＣＯ２ 的摩尔分数图

Ｆｉｇ．４　Ｍｏ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２ｄｕｒｉｎｇｍｅｔｈａｎｅ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当量比的影响

工况１、２、４、１０中当量比从贫燃变化到富燃

状态（＝０．２，０．５，１，２），其中ＣＨ４ 的摩尔分数一

直保持２％不变。图５、图６分别给出了不同当量

比条件下ＣＨ４ 和Ｏ２ 的摩尔分数随温度的变化曲

线。从图中可以看出，当量比对ＣＨ４ 氧化反应的

起始温度和剧烈程度均有较大的影响。当＝

０．２时，ＣＨ４ 在８５２Ｋ时开始发生氧化反应，温度

升至９０３Ｋ时ＣＨ４ 的分解速度加快，９８５Ｋ时大

部分ＣＨ４ 已经转化为中间体和最终产物，并在

１１２５Ｋ时消耗完毕；当＝０．５时，ＣＨ４ 在９０２Ｋ

时开始发生氧化反应，９０７～１０８２Ｋ区间内为剧

烈反应区，１１５３Ｋ 时完全氧化；当＝１．０时，

ＣＨ４ 在１００２Ｋ时开始发生氧化反应，１０５２～

图５　不同当量比下ＣＨ４ 的摩尔分数图

Ｆｉｇ．５　Ｍｏ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ｉｏｓ

图６　不同当量比下Ｏ２ 的摩尔分数图

Ｆｉｇ．６　Ｍｏ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Ｏ２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ｉｏ

１２０３Ｋ范围内发生剧烈的氧化反应，１２２７Ｋ时完

全氧化；富燃情况下＝２．０时，ＣＨ４ 在１０２７Ｋ左

右开始发生氧化反应，继续加热至１１２６Ｋ时发生

剧烈氧化反应，直至本实验的温度上限１３００Ｋ时

ＣＨ４ 仍未完全氧化。综上可得，当实验工况从贫

燃逐渐变到富燃工况（即＝０．２～２．０），ＣＨ４ 氧

化反应的起始温度逐渐升高。这是由于含氧的自

由基摩尔分数随当量比的增大而减少，且这些含

氧自由基是ＣＨ４ 氧化反应的主要消耗因素。同

时，随着当量比的增大，ＣＨ４ 剧烈氧化反应区也

向高温区域移动。此外，ＣＨ４ 开始反应的温度低

于Ｏ２ 摩尔分数明显变化的温度，这是因为ＣＨ４

在一定温度下先发生单分子裂解反应生成自由

基，之后自由基才开始消耗Ｏ２，ＣＨ４ 剧烈氧化反

应区对应的Ｏ２ 摩尔分数也迅速下降。

图７　不同当量比下Ｃ２Ｈ６ 的摩尔分数图

Ｆｉｇ．７　Ｍｏ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２Ｈ６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ｉｏｓ

图７～图１０分别给出了不同当量比条件下

８１



　第１期 郑玮琳等：组分变化对甲烷氧化特性影响

图８　不同当量比下Ｃ２Ｈ４ 的摩尔分数图

Ｆｉｇ．８　Ｍｏ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２Ｈ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ｉｏｓ

图９　不同当量比下Ｃ２Ｈ２ 的摩尔分数图

Ｆｉｇ．９　Ｍｏ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２Ｈ２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ｉｏｓ

图１０　不同当量比下 Ｈ２ 的摩尔分数图

Ｆｉｇ．１０　Ｍｏ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２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ｉｏｓ

Ｃ２Ｈ６、Ｃ２Ｈ４、Ｃ２Ｈ２、Ｈ２ 的摩尔分数随温度的变化

曲线。由图７和图８可以看出，随着当量比的增

大，Ｃ２Ｈ６ 和Ｃ２Ｈ４ 的摩尔分数都呈现出更高的峰

值摩尔分数，且对应的峰值温度向高温区移动。

不同之处在于，富燃条件下Ｃ２Ｈ４ 的生成量显著

增加，而Ｃ２Ｈ６ 的生成量受当量比的影响相对较

小，其摩尔分数峰值随着当量比的增加而略微增

大。图９中仅在富燃条件下（＝２．０）且温度达到

１０７７Ｋ以上时才会有大量Ｃ２Ｈ２ 生成。图１０中

Ｈ２ 摩尔分数峰值随着当量比增大而升高，且在贫

燃和富燃条件下 Ｈ２ 的峰值摩尔分数相差很多

倍。这是因为 Ｈ２ 的主要生成来源为氢原子与燃

料分子发生的脱氢反应，且上述反应在富燃条件

下更加剧烈。

图１１、图１２显示了不同当量比条件下ＣＯ、

ＣＯ２ 的摩尔分数随温度的变化曲线。不同当量

图１１　不同当量比下ＣＯ２ 的摩尔分数图

Ｆｉｇ．１１　Ｍｏ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２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ｉｏｓ

图１２　不同当量比下ＣＯ的摩尔分数图

Ｆｉｇ．１２　Ｍｏ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ｉ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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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下ＣＯ２ 的摩尔分数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加。

富燃条件下，ＣＯ是主要的含氧产物，ＣＯ２ 生成较

少；而在贫燃条件下会生成大量的ＣＯ２，ＣＯ作为

中间产物在生成后又很快的被消耗。这是由于在

甲烷的氧化反应过程中，ＣＯ的主要消耗途经是与

ＯＨ自由基发生反应：ＣＯ＋ＯＨ—ＣＯ２＋Ｈ；在富燃

条件下，ＯＨ的摩尔分数降低，导致了ＣＯ的积累；

而在贫燃条件下，ＯＨ自由基摩尔分数升高，ＣＯ与

ＯＨ自由基进行反应，将被完全氧化成ＣＯ２。

２２　氧气体积分数的影响

工况３、４、９中改变氧气体积分数２％、４％、

８％，调整对应的燃料和惰性气体体积分数以保持

当量比为１．０。图１３给出了不同 Ｏ２ 体积分数

（φＯ２）下ＣＨ４ 的摩尔分数随温度的变化曲线。从

图中可以看出，Ｏ２ 体积分数对ＣＨ４ 氧化反应的

起始温度和剧烈程度均有较大的影响。随着Ｏ２

体积分数的增加，ＣＨ４ 的氧化反应起始温度和剧

烈反应区的温度逐渐向低温区移动。图１４～图

１６分别给出了不同Ｏ２ 体积分数下Ｃ２Ｈ６、Ｃ２Ｈ４、

Ｈ２ 的摩尔分数随温度的变化曲线。由图中可以

看出，Ｏ２ 体积分数的增加会使甲烷在氧化反应过

程中生成更多的主要中间组分（Ｃ２Ｈ６、Ｃ２Ｈ４、

Ｈ２）。只有当Ｏ２ 体积分数为８％、温度达到１１５９

Ｋ以上时才有大量Ｃ２Ｈ２ 生成。图１７、图１８显示

了不同Ｏ２ 体积分数下ＣＯ、ＣＯ２ 的摩尔分数随温度

的变化曲线。由图中可以看出，ＣＯ２ 的摩尔分数随

着温度的升高不断增加，ＣＯ的摩尔分数先随温度

的升高而增大，直至摩尔分数峰值后逐渐降低。随

着含氧量的增加，ＣＯ、ＣＯ２ 的生成量均有所增加。

图１３　不同氧气体积分数下ＣＨ４ 的摩尔分数图

Ｆｉｇ．１３　Ｍｏ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ｘｙｇｅｎ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图１４　不同氧气体积分数下Ｃ２Ｈ６ 的摩尔分数图

Ｆｉｇ．１４　Ｍｏ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２Ｈ６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ｘｙｇｅｎ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图１５　不同氧气体积分数下Ｃ２Ｈ４ 的摩尔分数图

Ｆｉｇ．１５　Ｍｏ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２Ｈ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ｘｙｇｅｎ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图１６　不同氧气体积分数下 Ｈ２ 的摩尔分数图

Ｆｉｇ．１６　Ｍｏ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２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ｘｙｇｅｎ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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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不同氧气体积分数下ＣＯ２ 的摩尔分数图

Ｆｉｇ．１７　Ｍｏ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２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ｘｙｇｅｎ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图１８　不同氧气体积分数下ＣＯ的摩尔分数图

Ｆｉｇ．１８　Ｍｏ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ｘｙｇｅｎ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２３　二氧化碳体积分数的影响

工况４、５、７中改变二氧化碳体积分数０％、

１０％、２０％，保持燃料和氧气体积分数不变、当

量比为１。图１９给出了不同 ＣＯ２ 体积分数

（φＣＯ２）下ＣＨ４ 的摩尔分数随温度的变化曲线。

从图中可以看出，ＣＯ２ 体积分数的增加对ＣＨ４

氧化反应的起始温度和剧烈反应区的温度基本

没有影响。图２０～图２２分别给出了不同ＣＯ２

体积分数下Ｃ２Ｈ６、Ｃ２Ｈ４、Ｈ２ 的摩尔分数随温度

的变化曲线。由图中可以看出，随着ＣＯ２ 体积

分数的增加，Ｃ２Ｈ６、Ｃ２Ｈ４ 和Ｈ２ 的摩尔分数峰值

逐渐降低，可见ＣＯ２ 体积分数的增加对中间产

物的生成都有抑制作用。只有在ＣＯ２ 体积分数

为１０％、２０％且温度分别达到１２０２、１２２７Ｋ以

上时才有大量Ｃ２Ｈ２ 生成。图２３、图２４显示了

不同ＣＯ２ 体积分数下ＣＯ、ＣＯ２ 的摩尔分数随温

图１９　不同二氧化碳体积分数下ＣＨ４ 的摩尔分数图

Ｆｉｇ．１９　Ｍｏ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图２０　不同二氧化碳体积分数下Ｃ２Ｈ６ 的摩尔分数图

Ｆｉｇ．２０　Ｍｏ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２Ｈ６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图２１　不同二氧化碳体积分数下Ｃ２Ｈ４ 的摩尔分数图

Ｆｉｇ．２１　Ｍｏ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２Ｈ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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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２　不同二氧化碳体积分数下 Ｈ２ 的摩尔分数图

Ｆｉｇ．２２　Ｍｏ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２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图２３　不同二氧化碳体积分数下ＣＯ２ 的摩尔分数图

Ｆｉｇ．２３　Ｍｏ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２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图２４　不同二氧化碳体积分数下ＣＯ的摩尔分数图

Ｆｉｇ．２４　Ｍｏ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度的变化曲线。由图中可以看出，随着ＣＯ２ 体

积分数的增加，产物中ＣＯ２ 的摩尔分数增加比

率基本等于反应物中 ＣＯ２ 体积分数的增加比

率。同时，ＣＯ的摩尔分数峰值也随着ＣＯ２ 体积

分数的增加而增大，因此ＣＯ２ 体积分数的增加

会促进ＣＯ的生成。

２４　水蒸气体积分数的影响

工况４、６、８中改变水蒸气体积分数０％、

１０％、２０％，保持燃料和氧气体积分数不变、当量

比为１。图２５给出了不同 Ｈ２Ｏ体积分数（φＨ２Ｏ）

下ＣＨ４ 的摩尔分数随温度变化曲线。从图中可

以看出，Ｈ２Ｏ体积分数的增加对ＣＨ４ 氧化反应

的起始温度和剧烈反应区温度基本没有影响。图

２６～图２８分别给出了不同 Ｈ２Ｏ 体积分数下

Ｃ２Ｈ６、Ｃ２Ｈ４、Ｈ２ 的摩尔分数随温度的变化曲线。

由图中可以看出，随着 Ｈ２Ｏ 体积分数的增加，

Ｃ２Ｈ６、Ｃ２Ｈ４ 的摩尔分数峰值均减小且变化幅度

相对较小，而 Ｈ２ 的摩尔分数峰值显著增加。只

有在 Ｈ２Ｏ体积分数为１０％、２０％且温度范围分

别在１１５２～１２２７Ｋ、１１５２～１２５２Ｋ内才有大量

Ｃ２Ｈ２ 产生，说明 Ｈ２Ｏ 体积分数的增加将促进

Ｃ２Ｈ２ 的生成。图２９、图３０显示了不同 Ｈ２Ｏ体

积分数下ＣＯ、ＣＯ２ 的摩尔分数随温度的变化曲

线。由图中可以看出，ＣＯ２ 的摩尔分数随着温度

的升高而不断增大，不同Ｈ２Ｏ体积分数下的ＣＯ２

图２５　不同水蒸气体积分数下ＣＨ４ 的摩尔分数图

Ｆｉｇ．２５　Ｍｏ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的摩尔分数变化不大，说明Ｈ２Ｏ体积分数对ＣＯ２

的生成影响很小；ＣＯ的摩尔分数峰值随着 Ｈ２Ｏ

体积分数的增加而增大，因此 Ｈ２Ｏ体积分数的增

加也会促进ＣＯ的生成。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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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６　不同水蒸气体积分数下Ｃ２Ｈ６ 的摩尔分数图

Ｆｉｇ．２６　Ｍｏ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２Ｈ６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图２７　不同水蒸气体积分数下Ｃ２Ｈ４ 的摩尔分数图

Ｆｉｇ．２７　Ｍｏ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２Ｈ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图２８　不同水蒸气体积分数下 Ｈ２ 的摩尔分数图

Ｆｉｇ．２８　Ｍｏ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２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图２９　不同水蒸气体积分数下ＣＯ２ 的摩尔分数图

Ｆｉｇ．２９　Ｍｏ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２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图３０　不同水蒸气体积分数下ＣＯ的摩尔分数图

Ｆｉｇ．３０　Ｍｏ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３　结　论

本文利用射流搅拌反应器装置开展了温度范

围８５０～１３００Ｋ、常压条件下甲烷中低温氧化过

程的实验测试，采用气相色谱仪获得了主要反应

物（ＣＨ４、Ｏ２）、主要中间组分（Ｃ２Ｈ６、Ｃ２Ｈ４、Ｃ２Ｈ２、

Ｈ２）和主要污染物（ＣＯ、ＣＯ２）的摩尔分数分布，系

统研究了当量比、含氧量以及二氧化碳、水蒸气体

积分数对主要中间组分与污染物生成特性的影响

规律。主要结论如下：

１）ＣＨ４ 氧化反应的起始温度和剧烈反应区

的温度均随当量比增大而升高；随着当量比的增

大，Ｃ２Ｈ６、Ｃ２Ｈ４、Ｈ２ 的摩尔分数峰值升高；富燃

条件下ＣＨ４ 氧化反应的主要产物为ＣＯ，而在贫

燃条件下ＣＨ４ 氧化反应会生成大量的ＣＯ２。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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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ＣＨ４ 氧化反应的起始温度和剧烈反应区

的温度随着Ｏ２ 体积分数的增加逐渐向低温区移

动；随含氧量的增加，Ｃ２Ｈ６、Ｃ２Ｈ４、Ｈ２ 的摩尔分

数峰值升高，ＣＯ、ＣＯ２ 的生成量均有所增加。

３）ＣＯ２ 体积分数的增加对ＣＨ４ 氧化反应的

起始温度和剧烈反应区的温度影响很小；ＣＯ２ 体

积分数的增加对中间产物Ｃ２Ｈ６、Ｃ２Ｈ４、Ｈ２ 的生

成有微弱的抑制作用，却使得污染物ＣＯ、ＣＯ２ 的

摩尔分数大大增加。

４）Ｈ２Ｏ体积分数的增加对ＣＨ４ 氧化反应的

起始温度和剧烈反应区的温度影响很小；随着

Ｈ２Ｏ体积分数的增加，Ｃ２Ｈ６、Ｃ２Ｈ４ 的摩尔分数

峰值略微减少，而 Ｈ２ 摩尔分数峰值显著增加；

Ｈ２Ｏ体积分数的增加会促进 ＣＯ的生成，而对

ＣＯ２ 的生成影响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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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室电火花点火模型

肖　为，江立军，陈　盛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湖南 株洲４１２００２）

摘　　　要：为了准确掌握影响航空发动机燃烧室点火边界的关键因素，并建立燃烧室点火边界预测模型，

对单头部燃烧室的点火过程及点火边界进行了试验与理论研究。获取了燃烧室点火过程的火核生成与传播

特性曲线，形成了拓宽燃烧室点火边界的优化方法，基于点火恢复时间建立了燃烧室点火边界预测模型，并对

预测模型的精度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提高喷嘴雾化性能是提升点火性能的最有效途径，点火模型预测结果

与试验结果相符度较好，模型的最大误差小于２０％，满足燃烧室工程设计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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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发动机燃烧室的高空再点火和高寒点火

是发动机设计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点火可以分

为两大类，分别是强迫点火和自燃。强迫点火是

指通过电火花或者等离子射流来引燃点火器附近

的油气混合物，这种点火方式是目前航空发动机

中主要的点火方式。对基于电火花点火方式的燃

烧室点火边界进行评估和预测，是燃烧室设计过

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燃烧室点火过程极

为复杂，涉及到小尺度的火焰与湍流耦合，其物理

过程还未被完全掌握和认识［１］。点火过程中的小

尺度问题也对建立理论和经验模型带来了非常大

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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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评估和预测燃烧室的点火边界，研

究人员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就做了大量的试验

和理论研究［２４］。Ｂａｌｌａｌ和Ｌｅｆｅｂｖｒｅ
［５７］提出了一

种点火模型，并得到了点火边界与雾化粒径、当量

比和燃油物性参数之间的函数关系式。这个点火

模型假设电火花释放能量之后形成一个可以持续

稳定燃烧的火核，并且这个火核的半径必须大于

熄半径才能保证点火成功［８］。基于相似的假

设，Ｐｅｔｅｒｓ和 Ｍｅｌｌｏｒ
［９１１］提出了一个特征时间模

型并且应用于钝体火焰和全环燃烧室。

然而，Ｎａｅｇｅｌｉ等
［１２］在对 ＧＥ公司 Ｔ６３发动

机进行点火试验时发现，电火花引燃混合气之后

形成的火核会逐渐消失，并在消失一段时间后再

次恢复直至火焰充满主燃区。这个现象被 Ｎａｅ

ｇｅｌｉ定义为点火延迟现象，这种燃烧室内的点火

延迟是由于火核的热耗散引起的局部熄火，因此

不同于自燃的点火延迟［１３］。Ａｈｍｅｄ及 Ｒｅａｄ等

人［１４１５］同样观察到了这一燃烧室点火延迟现象。

这一试验观察与Ｌｅｆｅｂｖｒｅ和 Ｍｅｌｌｏｒ点火模型中

的假设存在明显的不一致，因为上述点火模型中

都假设形成具有一定尺寸的可持续燃烧火核是点

火成功的唯一准则。

为了对点火边界进行预测，许多实验室还开

展了基于大涡模拟（ＬＥＳ）的点火数值仿真研

究［１６１９］。这些点火数值仿真应用范围目前在不断

拓宽，覆盖从实验室尺寸的模型燃烧室到真实尺

寸的全环燃烧室。然而，ＬＥＳ的计算成本过高，

目前依然不适合工程应用。近年来，一种简化的

点火数值仿真方法被提出［２０２１］，这种方法基于冷

态两相ＣＦＤ数值仿真结果和低维度模型计算点

火概率，可以对点火性能进行快速评估和预

测［２２２５］。然而，上述数值仿真方法只能对点火边

界进行定性的评估，还无法实现定量的预测。

综合来看，低维度的理论模型依然是目前最

有效的燃烧室点火边界预测工具。然而，现有的

点火模型还需要改进，以满足燃烧室点火边界的

高精度评估和预测。本文采用不同能量的点火装

置、不同雾化粒径的燃油喷嘴对燃烧室地面和高

空点火过程进行研究，建立了点火边界预测模型，

并基于大量点火试验数据对该模型进行了验证。

１　试验方法

１１　试验装置

燃烧室试验装置如图１所示。该装置包含扩

压器、单头部燃烧室以及测试段。该燃烧室被设

图１　燃烧室试验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ｔｅｓｔｒｉｇ

计成带有一个倾斜角，这么设计的目的是为了与

离心压气机的出口气流进行匹配。此外，单头部

燃烧室的侧面安装一面８７ｍｍ×１４１ｍｍ的石英

玻璃，可以用于光学相机拍摄燃烧室内点火过程。

燃烧室采用双油路离心喷嘴供油，燃料采用

ＲＰ３航空煤油。在点火试验中，采用了２个不同

流量系数的燃油喷嘴用于研究雾化对点火性能的

影响。这２个离心喷嘴流量系数分别为０．３１和

０．６５，流量系数犆ｄ的表达式如下：

犆ｄ＝
犿
·

ｆ

犃狀 ２ρｆΔ槡 狆
（１）

式中犿
·

ｆ为燃油流量，犃狀 为喷嘴喷口面积，ρｆ为燃

油密度，Δ狆为喷嘴压降。

点火电嘴被安装在燃烧室的外机匣上，电嘴

端面与火焰筒外环壁面平齐，电嘴中心线与燃烧

室中心截面夹角为５°。为了研究不同电火花能

量（犈）对点火边界的影响，点火试验中采用了２

个不同点火能量的点火装置进行试验。这２个点

火装置的储能分别是６Ｊ和１２Ｊ，点火频率均为

１．２Ｈｚ，电火花能量转化效率均为２５％。因此，

这两个点火装置产生的电火花能量分别为１．５Ｊ

和３．０Ｊ。点火边界的试验测试方案如表１所示。

表１　点火试验方案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犲狊狋狊犲狋狌狆狊犳狅狉犻犵狀犻狋犻狅狀

试验方案 犆ｄ 犈／Ｊ

１ ０．３１ １．５

２ ０．３１ ３．０

３ ０．６５ １．５

１２　测试方法

为了获取点火过程的瞬态图像，采用了一台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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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摄影仪（ＰｈｏｔｒｏｎＦＡＳＴＣＡＭＳＡ４）对点火过

程进行拍摄。试验中，高速摄影仪的拍摄帧率为

１００００帧／ｓ，快门速度为０．００００２ｓ，曝光量为

０．０００１９６ｌｘ·ｓ。采用阈值法对火焰图像进行后

处理并提取火焰轮廓和面积，火焰轮廓提取过程

如图２所示。

图２　火焰轮廓提取过程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ｆｌａｍｅｏｕｔｌｉｎｅ

在点火边界测试中，首先打开燃油喷嘴的控

制阀门，将燃油流量调节至设定流量，然后再启动

点火装置形成电火花，电火花的持续时间为１０ｓ。

如果１０ｓ之内燃烧室没有形成稳定火焰，则点火

失败，反之则点火成功。通过不断调整燃油流量，

确定燃烧室的点火边界。当点火边界确定之后，

对点火边界下的工况进行重复性试验，每组点火

边界测试试验重复３次，重复性试验的不确定度

在３％以内则认为该工况下的油气比为点火

边界。

１３　测试工况

点火试验测试包含地面点火和高空点火，具

体的点火工况如表２所示。为验证本研究中的点

火模型，点火试验工况分为２类：一类是地面点火

工况；一类是高空点火工况。其中，地面点火工况

均为常温常压，高空点火工况覆盖海拔３０００ｍ至

８０００ｍ的温度和压力变化范围。表２中点火边

界测试的工况数总计６８组（未详细列入表２），可

以充分为点火模型验证提供支撑。

表２　点火试验测试工况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犲狊狋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狅犳犻犵狀犻狋犻狅狀

工况
燃烧室进口

压力狆３／ｋＰａ

燃烧室进口

温度犜３／Ｋ

地面点火 １０１ ２８８

高空点火 ３５～８０ ２４１～２８８

　　为了便于分析工况参数对燃烧室点火边界的

影响，本研究采用了２个参数来表征燃烧室工况，

分别是燃烧室停留时间和燃烧室参考速度。停留

时间τｒｅｓ的表达式为

τｒｅｓ＝
ρａ犞ｃ

犿
·

ａ

（２）

式中ρａ为空气密度，犞ｃ为火焰筒体积，犿
·

ａ为燃烧

室空气流量。燃烧室参考速度的表达式为

犝ｒ＝
犿
·

ａ

ρａ犃ｒ
（３）

式中犃ｒ为火焰筒最大横截面积。

２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试验观测

电火花点火的火核衍化过程如图３所示。一

个完整的燃烧室成功点火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

阶段。首先，当喷雾喷入燃烧室时，电极放电产生

的能量加热了电嘴附近的油气混合物，从而触发

点火（图３（ａ））。随后，电嘴附近形成一个热气

核。火焰从热气核中心开始向外传播，并逐渐形

成一个初始火核，如图３（ｂ）所示。初始火核的尺

寸先增大，随后在小于２ｍｓ的时间内分解为较小

的子火核（图３（ｃ））。一部分子火核向前移动到

燃烧室的头部，而其余子火核向点火装置的下游

移动。同时，在图３（ｄ）中，这些子火核的光强逐

渐下降并几乎消失，这就是延迟点火现象。虽然

火焰在点火延迟期间熄灭，从这些火核释放的热

量被输运给回流区内的新鲜混气。当这些新鲜混

气在几毫秒内被点燃，湍流火焰开始在回流区内

传播并稳定在燃烧室中（图３（ｅ）、图３（ｆ））。从图

３的图像中提取灰度值和火焰区域，采用灰度值

来表征火焰发光强度，图中犚ｆａ为油气比。

图４中绘制了火焰发光强度及火焰面积随时

间（狋）的变化趋势。从图４可以看出，在相邻２个

电火花释放的间隔时间内，发光强度和火焰尺寸

呈现相似的趋势。由电火花产生的高强度信号，

在不到１ｍｓ时间内减少到一个很低的水平。在

形成初始火核之后，火核的发光强度和大小在开

始时略有增加，但在火核分裂开始后又下降到较

低的水平。在点火延迟期间，火焰的光信号非常

微弱，高速摄像机几乎无法检测到火焰信号。点

火延迟持续约５ｍｓ后，火核的发光强度和火焰尺

寸开始增大并逐渐恢复，直到火焰充满主燃区。

在本研究中，定义点火恢复时间为火焰发光强度

低于１×１０６ 的持续时间（见图４虚线）。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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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点火成功的瞬态图像（狆３＝１０１ｋＰａ，犚ｆａ＝０．０２６７，犈＝１．５Ｊ）

Ｆｉｇ．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狆３＝１０１ｋＰａ，犚ｆａ＝０．０２６７，犈＝１．５Ｊ）

图４　点火成功的火焰发光强度与面积随时间变化趋势

（狆３＝１０１ｋＰａ，犚ｆａ＝０．０２６７，犈＝１．５Ｊ）

Ｆｉｇ．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ｕｍｉｎｏｕｓ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ｆｌａｍｅａｒｅａ

ｏｖｅｒｔｉｍｅ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ｉｇｎｉｔｉｏｎ

（狆３＝１０１ｋＰａ，犚ｆａ＝０．０２６７，犈＝１．５Ｊ）

点火失败的火核发展过程如图５所示。从图

中可以观察到，点火失败的整个过程通常发生在

不到１ｍｓ的时间内，并且可以观察到点火失败过

程中的发光强度和火焰尺寸均急剧减小。然而，

在火焰恢复到一定的发光强度之前，点火失败和

点火成功的火焰发光强度及火焰尺寸变化趋势几

乎是一致的。此外，图５中没有显示出初始火核

形成之后在尺寸和发光强度方面有轻微增加，但

在成功点火可以观测到这些轻微增加（见图４）。

还需要注意的是，在点火失败的过程中，并没有观

测到火焰恢复的过程。

图３～图５的结果说明了点火过程中火焰发

展的几个重要特征。首先，持续存在的火核对于

成功的点火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无论是点火成

功还是失败，这些火核在最早的时候都有可能在

１ｍｓ内熄灭。其次，油气比对促进火焰的恢复有

显著影响，因为从火焰释放的热量依赖于油气比。

最后，燃烧室中最有利于稳定火焰的位置可能是

在燃烧室头部套筒出口附近，那里有较低的速度

和足够的燃料浓度进行火焰传播。因此，为了点

图５　点火失败的火焰发光强度与面积随时间变化趋势

（狆３＝１０１ｋＰａ，犚ｆａ＝０．０１９２，犈＝１．５Ｊ）

Ｆｉｇ．５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ｕｍｉｎｏｕｓ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ｆｌａｍｅａｒｅａ

ｏｖｅｒｔｉｍｅ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ｕｎ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ｉｇｎｉｔｉｏｎ

（狆３＝１０１ｋＰａ，犚ｆａ＝０．０１９２，犈＝１．５Ｊ）

火成功，关键是在点火延迟期间，能够传递足够的

热量给套筒出口附近的新鲜混气，进而形成稳定

的火焰。

２２　点火恢复时间

图６显示了不同当量比（ｐｒｉ）下点火恢复时

间的概率分布。在本研究中，由于点火恢复时间

的随机性非常明显，每次点火恢复时间测试均重

复３０次，以获得点火恢复时间及其概率分布。在

给定工况下，点火恢复时间的变化幅度与其平均

值相比较大。因此，点火恢复可能是一个随机事

件，文献［１５］也说明了类似的现象。当点火恢复

时间的重复性测试次数不够多，点火恢复时间和

工况之间呈现的相关性有可能是偶然的。然而，

从图６中也可以看出，当量比对点火恢复时间的

平均值有明显的影响（见图６的曲线峰值），点火

恢复时间的平均值和方差均随当量比的增大而减

小。这一趋势在当量比较大的工况下更为明显，

尤其是当主燃区当量比超过化学恰当比时，点火

恢复时间缩短至０ｍｓ。

当量比对点火的影响也可能是由恢复时间的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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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当量比对点火恢复时间的影响

（狆３＝１０１ｋＰａ，犜３＝２８８Ｋ，犈＝１．５Ｊ）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ｉｏｏｎ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ｉｍｅ

（狆３＝１０１ｋＰａ，犜３＝２８８Ｋ，犈＝１．５Ｊ）

变化引起的。以往的点火可视化研究表明，在点

火延迟过程中，初始火核可能破裂和熄灭，并形成

一些热气核。如果这些热气核的热量被输运至套

筒出口附近并引燃新鲜混气，火焰就可以在燃烧

室中得以恢复和开始传播。因此，恢复时间相当

于热气核膨胀扩张并移动到有回流区并接近于套

筒出口位置［２６］的时间。因此，点火恢复时间可能

与火焰速度无关，只由气流速度和燃烧室的特征

长度决定。事实上，文献［１５］的研究表明，火核的

移动速度与气流速度非常接近，火核的输运基本

由对流主导，和火焰传播关系不大。

图７　点火恢复时间与停留时间和当量比的关系

（狆３＝１０１ｋＰａ，犜３＝２８８Ｋ，犈＝１．５Ｊ）

Ｆｉｇ．７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ｔｉｍｅａｎｄ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ｉｏ

（狆３＝１０１ｋＰａ，犜３＝２８８Ｋ，犈＝１．５Ｊ）

点火恢复时间的平均值随工况的变化如图７

所示。由图７可知，点火恢复时间随着停留时间

的增加而增加，随着当量比的增加而减少。当当

量比超过１时，恢复时间逐渐缩短至０ｍｓ。本研

究中，使用燃烧室停留时间而不是主燃区停留时

间来关联点火恢复时间，主要是因为燃烧室停留

时间易于计算，而主燃区停留时间没有统一的计

算标准。这些结果也表明火核和热气核在燃烧室

中的输运主要是由对流主导。因此，尺寸较小、停

留时间较短的燃烧室在点火延迟期间更容易恢复

火焰强度并成功点火。

２３　平均雾化粒径

雾化质量对点火性能有着重要影响，因为燃

料蒸发速率是由液滴大小决定的。本文采用了两

种不同流量系数和雾化粒径的燃油喷嘴，进而获

得雾化粒径对点火边界的影响规律。图８显示了

流量系数对离心喷嘴索太尔平均粒径（ＳＭＤ，记

为犇３２）的影响。从图８可以看出，随着流量系数

的降低，平均雾化粒径降低，雾化质量得到了明显

改善。这是因为当流量系数降低时，需要更高的

喷射压力来输送和雾化燃料。

图８　流量系数对索太尔平均粒径的影响

Ｆｉｇ．８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ｎ

Ｓａｕｔｅｒｍｅａｎ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平均粒径对点火边界的影响非常明显，如图

９所示，其中犚ｆａ，ｍｉｎ表示最小点火油气比，即点火

边界。可以看到，当平均粒径下降约１５％时，最

小点火油气比下降了约２０％。因此，减小平均粒

径可以显著提高点火性能。另一方面，也暗示了

在点火建模工作中必须谨慎地采用与雾化有关的

假设。Ｂｙｋｏｖ等
［２７］发现，使用基于ＳＭＤ的均匀

喷雾来描述真实的油气混合物，会严重高估点火

时间。

从图９还可以看到，最小点火油气比随着燃

烧室参考速度的增加而降低，Ｎａｅｇｅｌｉ等
［１２］在试

验中也得到了类似的试验结果。这主要是由于燃

烧室参考速度的增大可以改善雾化性能。图８～

图９可以帮助设计人员确定任意给定的空气流量

下停留时间和平均粒径的最佳组合。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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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流量系数对点火边界的影响

（狆３＝１０１ｋＰａ，犜３＝２８８Ｋ，犈＝１．５Ｊ）

Ｆｉｇ．９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ｉｇｎｉｔｉｏｎ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狆３＝１０１ｋＰａ，犜３＝２８８Ｋ，犈＝１．５Ｊ）

２４　电火花能量

电火花能量对最小点火油气比的影响如图

１０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到，当电火花能量从１．５Ｊ

增大至３．０Ｊ时，最小点火油气比几乎保持不变。

这说明在本研究的工况范围内，最小点火油气比

对电火花能量的变化并不敏感。然而，Ｄａｎｉｓ

等［２８］的试验结果表明，只有当电火花能量增加超

过１０倍时，才能对最小点火油气比产生明显的

影响。

图１０　电火花能量对最小点火油气比的影响

（狆３＝４８ｋＰａ，犜３＝２４８Ｋ，犆ｄ＝０．３１）

Ｆｉｇ．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ｐａｒｋｅｎｅｒｇｙｏｎｍｉｎｉｍｕｍｆｕｅｌａｉｒｒａｔｉｏ

（狆３＝４８ｋＰａ，犜３＝２４８Ｋ，犆ｄ＝０．３１）

在目前的研究中，燃烧释放的热量远远大于

从点火器释放的火花能量。因此，与燃油燃烧所

产生的温升相比，电火花所产生的燃气温升相对

较小。因此，将火花能量从１．５Ｊ增加到３．０Ｊ，对

最小点火油气比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这些结果

表明，在开展点火性能优化的过程中，应该首先优

化雾化性能，其次才应该考虑优化电火花能量。

３　点火模型

在之前的研究中，Ｂａｌｌａｌ等
［２９］和 Ｍｅｌｌｏｒ

［３０］提

出了一个基于特征时间的燃烧室点火模型。在该

模型中，成功点火的判据是蒸发和燃烧所需的时

间必须小于或等于周围的冷气熄灭初始火核所需

的时间，即

τｅｖ＋τｃ≤τｑ （４）

式中τｅｖ是蒸发时间，τｑ 是淬熄时间，τｃ 是燃烧时

间。该判据有一个前提假设，即燃烧室点火成功

的前提是电火花引燃油气混合物并形成一个持续

燃烧的火核。但试验表明，无论点火成功与否，在

点火延迟期间，初始火核都将会熄灭。因此，这一

假设在大多数点火工况下都难以成立，必须加以

改进。

图１１为燃烧室点火过程的物理模型。点火

过程中，初始火焰可能会熄灭，但高温气核的热扩

散过程不会立即终止。只要燃烧室套筒出口附近

的新鲜混气能被热气核传递的热量引燃，就能实

现火焰的传播和稳定。因此，本文在点火判据中

引入点火恢复时间（τｒｅｃ）来表征点火延迟期间初

始火核熄灭和随后恢复的物理过程。点火延迟期

间，由于化学反应较弱，燃烧时间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点火判据可以表示为火焰恢复所需的时间

必须小于或等于火焰熄时间，即

τｒｅｃ≤τｑ （５）

图１１　燃烧室点火过程物理模型

Ｆｉｇ．１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

　　使用式（５）需要知道熄时间和点火恢复时

间。通过求解一维传热方程，可以得到火核的

熄时间：

τｑ＝
犱２ｋ
犇犖狌

（６）

式中犱ｋ 为火核直径，犇 为热扩散系数，犖狌为努

塞尔数。火核被认为是一个球体，火核直径为该

球体在最小点火能量下被加热到绝热火焰温度所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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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最小直径［３１］。可以表示为

犱ｋ＝
ρｆ犇τｅｖ

ρａｐ
（ ）

ｒｉ

０．５

（７）

因此，式（６）可以表示为

τｑ＝
τｅｖ

ｐｒｉ犖狌
·ρ

ｆ

ρａ
（８）

　　点火恢复时间可以表示为当量比和停留时间

的函数，因此有

τｒｅｃ

τｒｅｓ
∝

１

ｐ（ ）
ｒｉ

狓

（９）

　　当点火恢复时间与熄时间相等，就可以得

到最小点火油气比，因此将式（８）和式（９）代入式

（５），最小点火油气比可表示为

犚ｆａ，ｍｉｎ∝犳ｐｒｉ
τｅｖ

τ（ ）
ｒｅｓ

狓
ρｆ

ρａ
（ ）犖狌

（１０）

其中犳ｐｒｉ为主燃区的气量分配比，蒸发时间可以

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τｅｖ＝
犇２０

λｅｆｆ
（１１）

式中犇０ 为喷雾的平均直径，λｅｆｆ为蒸发系数。对

本研究获得的试验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狓＝０．２。

因此，式（１１）可以表示为

犚ｆａ，ｍｉｎ＝犆
犳ｐｒｉτ

０．２
ｅｖ

τ
０．２
ｒｅｓ

· ρｆ

ρａ犖狌
（１２）

式中犆是经验常数，其值取决于燃烧室的几何结

构和燃烧组织。式（１２）中
犳ｐｒｉτ

０．２
ｅｖ

τ
０．２
ｒｅｓ

是喷嘴和燃烧室

设计的函数，包括给定条件下的雾化和气动参数；

ρｆ

ρａ犖狌
包含了燃料和空气相关特性参数。

图１２～图１４显示了式（１２）的计算结果与试

验结果的对比，其中犆＝０．００２３；犚ｆａ，ｍｉｎ，ｍ为最小点

火油气比的试验值，犚ｆａ，ｍｉｎ，ｐ为最小点火油气比的

计算结果。这些预测结果表明，式（１２）能够预测

工况、雾化粒径及燃烧室结构变化对燃烧室点火

边界的影响。

基于特征时间方法，采用蒸发时间和停留时

间可以成功关联点火边界数据。在初步设计阶

段，利用式（１２）可绘制航空发动机起动的点火边

界曲线。最大点火高度也可以由式（１２）预测，因

为在点火过程中，为了防止涡轮叶片的烧蚀，燃烧

室的最大油气比必须小于０．０６８（即当量比小于

１）。因此，最小点火油气比等于０．０６８的点火高

度，即为最大点火高度。然而，本研究没有开展燃

烧室几何形状对点火边界的影响，如燃烧室高度

图１２　最小点火油气比预测值与试验值对比

（狆３＝３５～１０１ｋＰａ，犜３＝２８８Ｋ，犈＝１．５Ｊ，犆ｄ＝０．３１）

Ｆｉｇ．１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ｍｉｎｉｍｕｍｆｕｅｌａｉｒｒａｔｉｏ（狆３＝３５－１０１ｋＰａ，

犜３＝２８８Ｋ，犈＝１．５Ｊ，犆ｄ＝０．３１）

图１３　最小点火油气比预测值与试验值对比

（狆３＝４８～１０１ｋＰａ，犜３＝２４８～３１０Ｋ，犈＝１．５Ｊ）

Ｆｉｇ．１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ｍｉｎｉｍｕｍｆｕｅｌａｉｒｒａｔｉｏ（狆３＝４８－１０１ｋＰａ，

犜３＝２４８－３１０Ｋ，犈＝１．５Ｊ）

图１４　最小点火油气比预测值与试验值对比

（狆３＝５２～１０１ｋＰａ，犜３＝２４１～３１０Ｋ，犆ｄ＝０．３１）

Ｆｉｇ．１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ｍｉｎｉｍｕｍｆｕｅｌａｉｒｒａｔｉｏ（狆３＝５２－１０１ｋＰａ，

犜３＝２４１－３１０Ｋ，犆ｄ＝０．３１）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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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旋流器半径。因此，对于不同拓扑结构的燃烧

室，需要对常数犆进行提前标定进而预测点火边

界。在未标定常数犆的情况下，式（１２）依然可以

用于对多个燃烧室方案的点火性能进行优化

筛选。

４　结　论

本研究开展了燃烧室点火过程中的关键影响

因素研究，并建立了点火边界半经验预测模型，可

以得出如下结论：

１）点火恢复时间随当量比的增大而减小，随

停留时间的增大而增大。试验结果表明点火过程

中的火焰恢复主要受对流和热扩散所影响，而不

取决于火焰传播。

２）降低雾化粒径和增加燃烧室参考速度都

可以降低最小点火油气比，电火花能量对燃烧室

点火性能的影响较小，雾化粒径和电火花释放位

置可能是影响点火性能的关键因素。

３）本研究建立了一种改进的半经验模型，可

在燃烧室方案论证和方案设计阶段预测用于预测

燃烧室点火边界。通过试验验证表明最小点火油

气比的试验值与式（１２）的预测值符合性较好。通

过提供燃烧室的气动参数和喷雾数据，式（１２）不

仅可以用来预估燃烧室的点火边界，还可以用来

优化为满足高空再点火所需要的燃烧室停留时间

和雾化性能。

参考文献：

［１］　ＢＯＩＬＥＡＵＭ，ＳＴＡＦＦＥＬＢＣＨＧ，ＣＵＥＮＯＴＢ，ｅｔａｌ．ＬＥＳ

ｏｆａｎ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ｉｎａｇａｓｔｕｒｂｉｎｅｅｎｇｉｎｅ［Ｊ］．Ｃｏｍ

ｂｕｓ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ｌａｍｅ，２００８，１５４（１／２）：２２２．

［２］　ＣＨＯＩＳ，ＬＥＥＤ，ＰＡＲＫＪ．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ｇａｓｔｕｒｂｉｎｅｓｌ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２２（３）：５３８

５４４．

［３］　ＬＥＶＹＹ，ＳＨＥＲＢＡＵＭＶ，ＮＡＤＶＡＮＹＶ，ｅｔａｌ．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ｖａｐｏｒｉｚｅｒｆｏ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ｎｓｍａｌｌｊｅｔｅｎｇｉｎ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２００６，２２（４）：８２８８３４．

［４］　ＧＯＬＤＷＡＳＳＥＲＳＲ，ＳＡＡＤ Ｍ Ａ．Ｒｏｌｅ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Ｊ］．ＡＩＡ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６９，７（８）：１５７４

１５８１．

［５］　ＢＡＬＬＡＬ Ｄ Ｒ，ＬＥＦＥＢＶＲＥ Ａ Ｈ．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ｌａｍｅ

ｑｕｅｎｃｈｉｎｇｉｎｆｌｏｗｉｎｇｇａｓｅｏｕｓｍｉｘｔｕｒｅｓ［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７７，３５７（１６８９）：１６３１８１．

［６］　ＢＡＬＬＡＬＲＤ．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ｌａｍｅ

ｑｕｅｎｃｈｉｎｇｏｆｑｕｉｅｓｃｅｎｔｄｕｓｔｃｌｏｕｄｓ［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８３，３８５（１７８８）：１１９．

［７］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ＡＨ．Ｆｕｅ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ｇａｓｔｕｒｂｉｎ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ｆｏｒＧａｓＴｕｒｂｉｎｅｓ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１９８５，１０７（１）：

２４３７．

［８］　ＢＡＬＬＡＬＤＲ，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Ａ Ｈ．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ｐａｒｋ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ｎ ｍｉｎｉｍｕｍ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ｅｎｅｒｇｙｉｎ

ｆｌｏｗｉｎｇｇａｓｅｓ［Ｊ］．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ｌａｍｅ，１９７５，２４：９９

１０８．

［９］　ＰＥＴＥＲＳＪＥ，ＭＥＬＬＯＲＡ Ｍ．Ａｓｐａｒｋ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ｆｏｒ

ｌｉｑｕｉｄｆｕｅｌｓｐｒａｙ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ｇａｓｔｕｒｂｉｎｅｅｎｇｉｎｅｓ［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１９８２，６（４）：２７２２７４．

［１０］　ＰＥＴＥＲＳＪＥ，ＭＥＬＬＯＲＡ Ｍ．Ｌｉｑｕｉｄｆｕｅｌｓｐｒａｙｉｇｎｉｔｉ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ＪＰ１０［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１９８３，７（１）：

９５９６．

［１１］　ＰＥＴＥＲＳＪＥ，ＭＥＬＬＯＲＡ Ｍ．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ｔｉｍｅｉｇｎｉ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ｔｏａｎａｎｎｕｌａｒｇａｓｔｕｒｂｉｎ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１９８２，６（６）：４３９４４１．

［１２］　ＮＡＥＧＥＬＩＤＷ，ＤＯＤＧＥＬＧ．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ｉｎａｇａｓｔｕｒ

ｂｉｎ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Ｊ］．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１，８０（４／５／６）：１６５１８４．

［１３］　ＡＧＧＡＲＷＡＬ，ＳＵＲＥＳＨＫ．Ｓｉｎｇｌｅｄｒｏｐｌｅｔ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ｏ

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Ｊ］．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

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４５（２４）：７９１０７．

［１４］　ＡＨＭＥＤＳＦ，ＢＡＬＡＣＨＡＮＤＲＡＮＲ，ＭＡＲＣＨＩＯＮＥＴ，

ｅｔａｌ．Ｓｐａｒｋ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ｎｏｎｐｒｅｍｉｘｅｄｂｌｕｆｆｂｏｄｙ

ｆｌａｍｅｓ［Ｊ］．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ｌａｍｅ，２００７，１５１（１／２）：３６６

３８５．

［１５］　ＲＥＡＤＲＷ，ＲＯＧＥＲＳＯＮＪＷ，ＨＯＣＨＧＲＥＢＳ．Ｆｌａｍｅｉｍ

ａｇｉｎｇｏｆｇａｓｔｕｒｂｉｎｅｒｅｌｉｇｈｔ［Ｊ］．ＡＩＡ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０，４８

（９）：１９１６１９２７．

［１６］　ＬＡＣＡＺＥＧ，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Ｅ，ＰＯＩＮＳＯＴＴ．Ｌａｒｇｅｅｄｄ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ａｒｋ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ｎａ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ｍｅｔｈａｎｅｊｅｔ［Ｊ］．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ｌａｍｅ，２００９，１５６（１０）：１９９３２００９．

［１７］　ＪＯＮＥＳ Ｗ Ｐ，ＰＲＡＳＡＤ ＶＮ．ＬＥＳＰＤ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

ｓｐａｒｋｉｇｎｉｔｅｄ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ｍｅｔｈａｎｅｊｅｔ［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１１，３３（１）：１３５５１３６３．

［１８］　ＴＲＩＡＮＴＡＦＹＬＬＩＤＩＳＡ，ＭＡＳＴＯＲＡＫＯＳＥ，ＥＧＧＥＬＳＲ

ＬＧＭ．Ｌａｒｇｅｅｄｄ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ｏｒｃｅｄ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ｏｎ

ｐｒｅｍｉｘｅｄｂｌｕｆｆｂｏｄｙｍｅｔｈａｎｅｆｌａｍｅｗｉｔｈ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ｏ

ｍｅｎｔｃｌｏｓｕｒｅ［Ｊ］．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ｌａｍｅ，２００９，１５６（１２）：

２３２８２３４５．

［１９］　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Ｖ，ＤＯＭＩＮＧＯＰ，ＶＥＲＶＩＳＣＨＬ．Ｌａｒｇｅ

ｅｄｄ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ｒｃｅｄ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ａｎｎｕｌａｒｂｌｕｆｆｂｏｄｙ

ｂｕｒｎｅｒ［Ｊ］．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ｌａｍｅ，２０１０，１５７（３）：５７９６０１．

［２０］　ＰＨＩＬＩＰＭ，ＢＯＩＬＥＡＵ Ｍ，ＶＩＣＱＵＥＬＩＮ Ｒ，ｅｔａｌ．Ｌａｒｇｅ

ｅｄｄ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ａｎａｎｎｕｌａｒ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

ｂｕｓ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１５，３５（３）：３１５９３１６６．

［２１］　ＭＯＩＮＰ，ＡＰＴＥＳＶ．Ｌａｒｇｅｅｄｄ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ｇａｓ

ｔｕｒｂｉｎ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ｓ［Ｊ］．ＡＩＡ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６，４４（４）：６９８

７０８．

［２２］　ＥＹＳＳＡＲＴＩＥＲＡ，ＣＵＥＮＯＴＢ，ＧＩＣＱＵＥＬＬＹ Ｍ，ｅｔａｌ．

２３



　第１期 肖　为等：燃烧室电火花点火模型

Ｕ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ｂ

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ｔｗｏｐｈａｓｅｆｌａｍｅｓ［Ｊ］．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ａｎｄ

Ｆｌａｍｅ，２０１３，１６０（７）：１１９１１２０７．

［２３］　ＥＳＣＬＡＰＥＺＬ，ＲＩＢＥＲＥ，ＣＵＥＮＯＴＢ．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ａ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ｐｒｅｍｉｘｅｄｂｕｒｎｅｒｕｓｉｎｇＬＥＳ［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１５，３５（３）：３１３３３１４１．

［２４］　ＫＯＮＧＬｉｎｇｈａｎ，ＲＥＮＺｈｕｙｉｎ，ＨＯＵ Ｌｉｎｇｙｕ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ｋｅｒｎｅ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ｌａｍ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ｎ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１９，３２（４）：８９５９０５．

［２５］　ＮＥＯＰＨＹＴＯＵＡ，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ＥＳ，ＭＡＳＴＯＲＡＫＯＳ

Ｅ．Ｓｐａｒｋ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ｒ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ｎｏｎｐｒｅｍｉｘｅｄ

ｇａｓａｎｄｓｐｒａｙｆｌａｍｅｓ：ａ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ａｂｉｌ

ｉｔｙ［Ｊ］．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ｌａｍｅ，２０１２，１５９（４）：１５０３１５２２．

［２６］　ＳＴ?ＨＲＭ，ＢＯＸＸＩ，ＣＡＲＴＥＲＣ，ｅ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ｌｅａｎ

ｂｌｏｗｏｕｔｏｆａｓｗｉｒ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ｄｆｌａｍｅｉｎａｇａｓｔｕｒｂｉｎｅｍｏｄｅｌ

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１１，３３（２）：２９５３２９６０．

［２７］　ＢＹＫＯＶＶ，ＧＯＬＤＦＡＲＢＩ，ＧＯＬＤＳＨＴＥＩＮＶ，ｅｔａｌ．Ａｕ

ｔｏ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ｏｌｙｄｉｓｐｅｒｓｅｆｕｅｌｓｐｒａｙ［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０７，３１（２）：２２５７２２６４．

［２８］　ＤＡＮＩＳＡＭ，ＮＡＭＥＲＩ，ＣＥＲＮＡＮＳＫＹＮＰ．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ｉｚｅ

ａｎｄ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ｉｏ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ｓｐａｒｋ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ｏｄｉｓ

ｐｅｒｓｅＮｈｅｐｔａｎｅａｎｄ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ｓｐｒａｙｓ［Ｊ］．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ａｎｄ

Ｆｌａｍｅ，１９８８，７４（３）：２８５２９４．

［２９］　ＢＡＬＬＡＬＤ Ｒ，ＬＥＦＥＢＶＲＥ Ａ Ｈ．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

ｓｐａｒｋ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ｇａｓｅｏｕｓａｎｄｌｉｑｕｉｄｆｕｅｌａｉｒｍｉｘｔｕｒｅｓ［Ｊ］．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１９８１，１８（１）：

１７３７１７４６．

［３０］　ＭＥＬＬＯＲＡＭ．Ｓｅｍｉ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ｇａｓｔｕｒｂｉ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ｌａｍ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

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８０，６（４）：３４７３５８．

［３１］　ＢＡＬＬＡＬ Ｄ Ｒ，ＬＥＦＥＢＶＲＥ Ａ Ｈ．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ｌａｍｅ

ｑｕｅｎｃｈｉｎｇｏｆｑｕｉｅｓｃｅｎｔｆｕｅｌｍｉｓｔｓ［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Ｌｏｎｄｏｎ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７８，３６４（１７１７）：２７７２９４．

（编辑：李岩梅、陈　越）

３３



第３６卷 第１期

２０２１年 １月

航空动力学报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犲狉狅狊狆犪犮犲犘狅狑犲狉

Ｖｏｌ．３６ Ｎｏ．１


Ｊａｎ．２０２１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０５５（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３４０８　　　　　　　　犱狅犻：１０．１３２２４／ｊ．ｃｎｋｉ．ｊａｓｐ．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５

楔形扰流柱通道流动与传热特性

李　杰１，田淑青１，杨梅松１，邓宏武２

（１．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研发中心，上海２００２４１；

２．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航空发动机气动热力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北京１０２２０６）

摘　　　要：针对处在高速旋转（哥氏力、离心力以及诱导产生的浮升力）状态下的涡轮转子叶片尾缘独特的

几何结构（带扰流柱的楔形通道）和特殊的流动方式（径向进气侧向出流），采用实验的方法在实际工况参数范

围内对其传热和流阻特性进行了详细研究：雷诺数和旋转数的变化范围为２００００～４５０００、０～０．１５５。实验结

果表明：扰流柱的存在使得径向区域底部的滞止区域变大，但这也让中部传热有明显的提升；流阻和综合传热

系数的比光滑参数随着雷诺数的增加而下降；旋转对顶部传热有增强作用，底部传热减弱；总地来说旋转使得

通道的平均传热减弱，流阻增加，综合传热系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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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先进的燃气涡轮发动机来说，更高的涡轮

前温度意味着更优异的性能，为了提升涡轮前温

度，各种先进的冷却技术被用于航空发动机涡轮

叶片以防止其被烧毁。叶片外部通常采用气膜冷

却隔离高温燃气与叶片的直接接触，内部冷却一

般采用冲击冷却和带肋蛇形通道来增强传热带走

热量，而尾缘处的通道狭窄，扰流柱通道通常被用

于此，并且能增加该处的强度［１２］。

尾缘的特殊结构造就了特殊的冷却结构组织

形式：带扰流柱的侧向出流楔形通道。这种结构

吸引了大量研究人员的注意力。扰流柱通过增加

传热面积和扰动流体的方式来提高传热。近几十

年来研究人员为提升扰流柱的传热性能进行了大

量详实而丰富的研究。Ｕｚｏｌ等
［３］研究了扰流柱

的形状对传热的影响，发现圆形扰流柱的传热要

比椭圆的高２５％。Ｌｕｏ等
［４］则发现展向为椭圆

的扰流柱有最好的传热性能。Ｐａｎｄｉｔ等
［５］的结果

表明更高的扰流柱与通道高度比会产生更好的表

面传热系数。Ｅｒｅｎ等
［６］研究了带槽的扰流柱传

热性能，得出带三角形槽的扰流柱传热最强。侧

向出流也是影响尾缘传热的一个重要因素。

Ｙａｎｇ等
［７］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对于仅带侧向出流

的直通道来说，劈缝出流的流量分配直接决定了

传热分布，而这样的流动结构又与沿出流孔的压

力梯度有关。Ｋｕｌａｓｅｋｈａｒａｎ等
［８］针对带柱肋侧

向出流结构，数值模拟了直通道、梯形通道以及弯

曲收敛通道中流动与传热情况，作者得出结论：曲

通道传热最强、直通道最弱；而直通道的流阻最

小，梯形通道流阻最大。

以上研究均是在静止状态下做的研究，而对

于涡轮工作叶片来说，其工作在旋转非惯性系下，

由于旋转产生的离心力、哥氏力、浮升力这些附加

力的存在，使得旋转状态下的流动传热过程变得

十分复杂，而深入研究旋转状态下的流动传热特

性对涡轮叶片的冷却设计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

也引起了国内外广大学者的兴趣，成为了近些年

来的研究热点。李洋［９］针对大宽高比矩形通道详

细分析了劈缝出流的影响，结果表明这种流动形

式会导致顶部内侧区域存在滞止区域，从而导致

传热下降，但是旋转效应打破了此处的滞止涡使

传热得到了改善。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为进一步提

升顶部传热情况，特地在顶部引入了第二路流

体［１０］。Ｔａｏ等
［１１］研究了带劈缝出流的楔形通道

的传热，研究表明存在临界几何方位角，此时的传

热对旋转不敏感，几乎不随旋转数变化。Ｌｉｕ

等［１２］实验研究了侧向出流带锥形肋楔形通道在

旋转条件下的传热情况，结果发现肋间的二次流

对传热有一定增强效果。

如前所述，带侧面抽吸的楔形扰流柱通道是

涡轮叶片尾缘内部冷却的典型结构。这些典型特

征对于旋转传热的影响不能忽略，应该在研究中

予以保留。而且由于旋转传热实验的难度，目前

的研究大多数是在静止下进行的，并且对其流阻

特性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因此本研究正是针对

这样一个典型通道模型，在旋转状态下，详细研究

了雷诺数、旋转数对其传热和流阻的影响。

１　实验设置与实验模型

图１　旋转传热实验台简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

１１　旋转实验设备

本实验是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发动机气

动热力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的旋转涡轮叶片内冷

通道传热实验台上进行的。实验台的主要结构如

图１所示，具体情况为：带有实验件的旋转臂由可

无级变速的直流电动机提供动力；旋转接头保障

高压气体供给到旋转实验件；温度测量模块能实

现实时测量温度并将温度信号从模拟信号转换成

数字信号，再通过滑环传到静止的采集系统，同时

实验件及测量系统的供电也是通过滑环实现动静

转换的；压力采集系统将测点处的压力引至静止

的拥有多个量程的压力变送器群进行测量，保证

压力测量精度。关于此实验系统的详细介绍可以

参考文献［１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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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实验模型

如图２所示，实验件是带叉排扰流柱的楔形

通道。该通道的横截面为等腰梯形，高度为５４

ｍｍ，较长的底边为２０ｍｍ，较短的底边为６ｍｍ，

可以得出横截面的水力直径（犇ｈ）为２０．９ｍｍ，本

实验也以此加热截面的尺寸作为特征尺寸。实验

采用经典的铜块法来测量局部平均表面传热系

数，将共计４８块铜块（１８ｍｍ×２２ｍｍ）镶嵌进尼

龙骨架中。每个铜块单元由用于加热的薄膜加热

器、用于嵌入Ｔ型热电偶的测温孔以及用于减少

热损失的绝热材料组成。为了确保均匀的壁面热

流边界，薄膜加热器的所有电阻都保持几乎相同。

中部（Ｍｉｄ）和外部（Ｏｕｔｅｒ）区域被粘上扰流柱，为

保证毕渥（Ｂｉｏｔ）数与真实叶片相同，保证温度分

布的相似性，经过分析后扰流柱的材料选择为钛

合金。每个扰流柱的直径为６．５ｍｍ，并且与加热

面成７５°。此外，为减少２个加热壁面之间的热传

导，将扰流柱采用１ｍｍ厚的硅胶垫圈分开。

在加热通道前部有一个６３ｍｍ长的绝热通

道。该横截面的形状也是等腰梯形，高度为３４．５

ｍｍ。加热部分的平均旋转半径为４６５ｍｍ，无因

次旋转半径（狉ａｖｅ／犇ｈ）为２２．２。从８个侧壁劈缝

流出的空气均由绝热的矩形通道（２０ｍｍ×１０

ｍｍ）收集，然后，这些收集的气体通过背压阀以提

高整个测试部分的压力。入口处的流体温度和８

个劈缝的流体温度皆使用Ｔ型热电偶进行测量。

为便于后续讨论，如图２所示，本文采用了以

下标记方法：径向上，从底部到顶部每行铜被依次

命名为“Ｐ１”到“Ｐ８”；展向上，靠近楔形通道长底

边处的一排铜块命名为“ｉｎｎｅｒ”，而位于劈缝附近

的铜被记为“ｏｕｔｅｒ”，“ｍｉｄ”则指的是其余的铜块。

此外，根据实验台旋转方向定义实验通道的两侧，

迎风面命名为前缘面（ｌｅａｄｉｎｇ），另一侧命名为后

缘面（ｔｒａｉｌｉｎｇ）。实验参数范围总结在了表１中。

图２　实验件结构（单位：ｍｍ）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ｍｍ）

表１　实验参数范围

犜犪犫犾犲１　犚犪狀犵犲狊狅犳狋犺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狏犪狉犻犪犫犾犲狊

实验参数 数值

犚犲 ２００００～４５０００

旋转数犚ｏ ０～０．１５５

温比犜ｒ ０．０８，０．１４

犡／犇ｈ ０．８，２．２，３．５，４．８，６．２，７．５，８．９，１０．２

几何方位角／（°） １３５

进口压力／ｋＰａ ５００

２　数据处理及实验误差分析

实验采用经典的铜块法来测量通道的表面传

热系数，每个铜块的Ｂｉｏｔ数均小于０．１，可以认为

整个铜块的温度都是均匀的。因此可根据牛顿冷

却公式计算表面传热系数。

犺犻＝
犙ｎｅｔ，犻

犃犻（犜ｗ，犻－犜ｂ）
（１）

式中犃犻代表的是投影面积（即铜块的面积），犜ｗ，犻

为通道壁面温度，犜ｂ，犻为平均主流温度，犙ｎｅｔ，犻为净

加热量。为了获得净加热量，还进行了热损失实

验，关于热损失实验的开展情况与修正方式的详

细介绍可以参考文献，实验结果表明热损失量占

总加热量的７．０％～１５．８％。

犙ｎｅｔ，犻 ＝犐
２犚－犙ｌｏｓｓ，犻 （２）

式中犐为电流，犚为电阻，犙ｌｏｓｓ，犻为热损失量。

在通道进口及８个劈缝出口处均布置有热电

偶。本文主流温度采用的是进出口平均温度

犜ｂ＝
珡犜ｉｎ＋珡犜ｏｕｔ
２

＝
１

２ 珡犜ｉｎ＋
∑
８

犻＝１

犜ｏｕｔ，犻烄

烆

烌

烎８

（３）

式中犜ｉｎ为进口温度，犜ｏｕｔ为出口温度。

因此无量纲化的表面传热系数，努塞尔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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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狌犻可以根据下式计算。

犖狌犻＝
犺犻犇ｈ

κ
（４）

式中犺犻为表面传热系数，犇ｈ 为水力直径，κ为导

热系数。

更近一步的，努塞尔数采用光滑圆管传热

Ｄｉｔｔｕｓ关系式
［１５］进行标准化

犖狌
犖狌０

＝
犖狌

０．０２３犚犲０．８犘狉０．４
（５）

式中犖狌０ 为光滑管努塞尔数，犚犲为雷诺数，犘狉为

普朗特数。

雷诺数犚犲、旋转数犚ｏ的计算如下

犚犲＝
ρ犝犇ｈ

μ
＝
犿
·
犇ｈ
犃μ

（６）

犚ｏ＝
Ω犇ｈ

犝
（７）

式中ρ为流体密度，犝 为流体平均速度，μ为动力

黏度，犿
·
为流体质量流量，Ω为转速。其中犃和犇ｈ

的值都是基于加热通道的横截面积进行计算的。

除了表面传热系数，流动阻力也在实验中被

测量。即范宁摩擦因数（犳）采用下式进行计算

犳＝
狆

ｉｎ －狆


ｏｕｔ

４
犔
犇ｈ

１

２ρ
ｉｎ犝

２（ ）ｉｎ
（８）

式中狆

ｉｎ与狆


ｏｕｔ分别为进、出口总压，犔为通道长

度。类似的，流阻系数采用针对光滑圆管的Ｂｌａｓ

ｓｉｕｓ关系式进行标准化。

犳
犳０
＝

犳
０．０７９犚犲－０．２５

（９）

式中犳０ 为光滑管摩擦因数。一般而言，更好的传

热总是伴随着较高的流动阻力，而找到一种高效传

热同时又有较低的流动阻力结构显得十分重要，因

此采用综合传热系数（η）来描述这一综合特性。

η＝
犖狌ａｖｅ

犳
１
３

（１０）

　　同样的，综合传热系数也能采用充分发展的

光滑圆管来进行标准化。

η

η０
＝

犖狌ａｖｅ
犖狌０

犳
犳（ ）
０

１
３

（１１）

式中η０ 为光滑管综合传热系数。本文采用Ｋｌｉｎｅ

与 ＭｃＣｌｉｎｔｏｃｋ
［１６］的方法来进行不确定度分析。

实验所用的Ｔ型热电偶的测量精度是±０．５Ｋ。

实验的旋转数和雷诺数的最大不确定度分别为

４％和１．８％。实验中努塞尔数的不确定度范围

为２．７％～１２．７％，流阻系数和综合传热系数的

最大不确定度分别为５．１％和４．２％。

３　实验结果及分析

图３　雷诺数对通道传热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ｎｕｍｂｅｒｏｎｃｈａｎｎｅｌ

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３１　静止通道传热特性

在研究旋转对传热的影响之前，需对静止工

况下的传热分布进行分析和讨论。图３展示了不

同雷诺数下，努塞尔数比（犖狌／犖狌０）的分布情况。

不同雷诺数下的表面传热系数分布相似，并且由

于几何模型和边界条件的对称性，各个雷诺数下

的前缘面和后缘面之间的传热差异很小。对于

Ｉｎｎｅｒ区域，Ｐ１处于进口，局部雷诺数大，因此表

面传热系数最大，但由于侧向出流的结构形式，流

量沿径向不断减少，传热不断下降。而对于 Ｍｉｄ

和Ｏｕｔｅｒ区域来说，在进口处的传热并没有达到

最大值，而是在靠近进口的下游区域达到最大值，

这是由于进口的突扩结构使得底部出现滞止区

域，此外进口处的扰流柱对流体存在导流和阻挡

作用，因此传热最大值并未出现在入口区域。并

且这些因素对Ｏｕｔｅｒ区域的传热影响更大，传热

最大值相较于 Ｍｉｄ区域传热更加远离进口。对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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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展向方向而言在Ｐ４以后的下游区域，因为楔

形收缩结构造成了流体加速，传热增加，因而出现

了Ｉｎｎｅｒ传热最弱，Ｏｕｔｅｒ区域传热最强的现象。

为了研究扰流柱对通道传热的增强程度，特

地将本实验的数据与文献［１７］中光滑通道传热数

据进行对比。两者通道几何参数相近，本文中实

验模型仅仅是在 Ｏｕｔｅｒ和 Ｍｉｄ区域上加了４排

叉排排列的扰流柱。如图４所示，加上扰流柱以

后，通道的平均传热提升了１．５５倍，不仅扰流柱

的区域传热增加了，同时光滑的Ｉｎｎｅｒ区域传热

也所有增加。从传热分布上来看，底部传热增加

幅度最大，而对顶部（犡／犇ｈ≥７．５）的传热影响有

限。如前所述，由于在底部存在１个滞止涡，因此

Ｏｕｔｅｒ区域的传热并不在Ｐ１点达到最大，这在光

滑通道中也有体现，但是对比光滑与带扰流柱通

道的传热可以发现，由于扰流柱的存在进一步阻

止了流体的侧向出流，这样滞止区域的影响范围

更加大，不仅影响到了 Ｍｉｄ区域还延伸到了Ｏｕｔ

ｅｒ区域更高半径处，这也是为何光滑的Ｉｎｎｅｒ区

域在进口处传热增加。同样因为扰流柱的存在使

得顶部的流动阻力增加，流量分配减小，因此传热

增加幅度有限，而中部局部雷诺数增加带来的传

热增加最大。另外，由于通道收缩流体加速使得

Ｏｕｔｅｒ区域传热更强的特点仍然存在。

图４　扰流柱通道与光滑通道的数据对比（犚犲＝２００００）

Ｆｉｇ．４　Ｄａｔ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ｉｎｆｉｎｎｅｄｃｈａｎｎｅｌａｎｄ

ｓｍｏｏｔｈｏｎｅ（犚犲＝２００００）

３２　静止通道流阻特性

除了传热情况，通道流阻也是评价涡轮叶内

冷结构重要的一方面。图５展示了雷诺数对通道

流阻和综合传热系数的影响，随着雷诺数的增加，

通道流阻呈下降趋势，下降了１２．４％；综合传热

系数下降幅度为６．９％。并且综合传热系数比均

小于１，这也就意味着本通道的综合传热效率比

充分发展的湍流在光滑圆管中的效率要低。虽然

通道流阻增加了３．５倍左右，但是传热增加的水

平相当，因此综合传热系数比在１附近。

图５　雷诺数对通道流阻和综合传热系数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ｎｕｍｂｅｒｏｎｃｈａｎｎｅｌｆｌｏｗ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３３　旋转通道传热及流阻

前面详细的分析了静止工况下的传热和流阻

特性况。但是在通道处于旋转状态下时，将受到

哥氏力、离心力以及浮升力的耦合作用，即旋转效

应的影响，因此传热和流阻可能会与静止不同，有

必要进一步研究。实验选取的几何方位角（侧向

出流方向与旋转平面的夹角）为１３５°，是实际航

空发动机的典型尾缘角度。

３．３．１　旋转对传热的影响

图６展示了旋转数犚ｏ 对通道各个点传热特

性的影响。由于旋转诱导产生的二次流使得尾缘

传热强于前缘，这一点与Ｄｅｎｇ等
［１８］在径向出流

通道中得出的结论一致。对于Ｏｕｔｅｒ区域和 Ｍｉｄ

区域来说，低半径区域传热被削弱（除了Ｐ１处的

传热），而高半径的传热被增强了，对于这样１个

侧向出流的楔形通道来说，侧向出流导致低半径

处的流体过早排出，而高半径处的流体在Ｉｎｎｅｒ

区域形成１个滞止涡，这就造成底部区域的局部

旋转数小，而在高半径处哥氏力旋转效应明显。

除了径向出流产生的周向哥氏力，还存在侧向出

流引起的弱径向哥氏力，这样的力会造成径向流

量分布向高半径处集中使得在静止条件下存在的

滞止涡被打碎，从而导致高半径处的局部传热增

加，最终导致旋转对不同半径处的传热影响不同。

但随着旋转数的进一步增加，这样的作用对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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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旋转对局部努塞尔数比的影响（犚犲＝２００００，犜ｒ＝０．１４）

Ｆｉｇ．６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ｌｏｃａｌＮｕｓｓｅｌｔｎｕｍｂｅｒｒａｔｉｏ（犚犲＝２００００，犜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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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善不再起主导作用，因而传热不在持续增加。

另外，Ｏｕｔｅｒ区域传热受到旋转的影响而造成的

前后缘面的差异没有其他两个区域的大。

３．３．２　旋转对流阻及综合传热的影响

旋转数对流阻、通道平均传热以及综合传热

的影响如图７所示。为了更好地研究旋转效应

的影响，变量均采用与静止条件下的该参数作

比的形式。可以发现采用这样的形式可以很好

地排除雷诺数的影响而突出旋转数的作用，表

现出雷诺数无关性。随着旋转数的增加，流阻

系数不断增加至了２０％，而整体平均传热则随

之降低，这就说明旋转造成了通道的流阻增加

和传热恶化，这一点也从综合传热系数比明显

表现出来。另外，当旋转数小于０．０６时旋转效

应并不明显，而当旋转数超过０．０６时，则表现

出了旋转对传热的影响。

图７　旋转数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

４　结　论

通过实验对典型涡轮转子叶片的尾缘进行了

传热和流阻特性的研究，实验为匹配实际涡轮发动

机的工况，选择的雷诺数范围为２００００～４５０００，旋

转数范围为０～０．１５５；实验还采用通过改变犜ｒ

的方式来实现犅ｕｏ的研究。通过上述的分析和讨

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１）静止通道中。与光滑通道相比，由于扰流

柱的作用使得流量分配发生变化，中部的局部雷

诺数增加传热增加明显。通道的流阻系数和综合

传热系数与光滑通道的参数之比随着雷诺数的增

加而下降。

２）旋转数的影响。主流一直存在径向分量，

尾缘传热一直强于前缘。但由于侧向出流的原

因，旋转对通道各个半径处的影响各不相同。对

低半径而言以削弱传热为主，而高半径则表现出

增强。旋转对于流阻起到增强作用，综合传热系

数下降，且均表现出与雷诺数的无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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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式减涡器入口局部压降和流阻特性

赵义祯１，魏　嵩２，毛军逵２，严佳玺２，田冉冉２

（１．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１１００１５；

２．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１６）

摘　　　要：使用ＣＦＤ仿真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带有导流管式减涡器的盘腔内空气流动和损失特性，重点阐

明了导流管的减阻机理，特别是不同结构下管口处的流动与局部损失特性，并提出了一个数学模型来预测导

流管盘腔内的压力。研究表明：管口处的流动及损失特性与管口之前的流动状态密切相关，且管口处发生的

静压损失不容忽视，约占具整个盘腔损失的１１％；合适的导流管长度可以有效的改善管口处的损失，在当前

研究工况下具有最佳导流管长度的结构可以降低约２５％的管入口处局部压降，约１０％的整体静压降；建立了

可以精确计算盘腔内压力分布的数学模型，模型计算结果与ＣＦＤ结果相比平均误差约为５．３％。

关　键　词：管式减涡器；管口局部压降；流阻特性；ＣＦＤ仿真；理论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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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１２０１７Ⅲ００１１００３７）

作者简介：赵义祯（１９９２－），男，工程师，硕士，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内流与传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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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ｒｏｐｉｎｔｈｅ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ｃａｖｉｔｙｍ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ｔｕｂｅｄｖｏｒｔｅｘｒｅｄｕｃｅｒ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ｔｕｂｅｌｅｎｇｔｈ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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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ｏｐａｔｔｈｅｔｕｂｅ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ｂｙａｂｏｕｔ２５％ａｎｄ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ｔａｔ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ｒｏｐｉｎｔｈｅｃａｖｉｔｙｂｙ

ａｂｏｕｔ１０％．Ｔｈｉｓａｌｓｏ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ｃａ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ｕｂｅｄｖｏｒｔｅｘｒｅｄｕｃｅｒ．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ｅｒｒｏｒｗａｓａｂｏｕｔ

５．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Ｆ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ｔｕｂｅｄｖｏｒｔｅｘｒｅｄｕｃｅｒ；ｌｏｃ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ｒｏｐａｔｔｈｅｔｕｂｅ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ｆｌｏｗ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

　　在现代航空发动机的空气系统中，冷却空气

从高压压气机级间引出，并沿径向通过由上、下级

压气机盘壁与鼓筒所围成的旋转盘腔内流。在这

一过程中，冷却空气受旋转的影响在盘腔内形成

强烈的涡流，产生显著的压力损失，导致冷却空气

的品质下降，难以满足冷却及密封需求。特别是

随着近年来航空发动机的迅速发展，发动机涡轮

室进口前温度提升，进而对冷却空气品质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１２］。为解决空气在旋转盘腔内流动

能量损失大的问题，目前通常在旋转盘腔内添加

各式减涡结构［３９］来限制空气旋转并引导其径向

内流，最终达到降低盘腔内压降提升冷却空气品

质的目的。

在各式减涡器当中，管式减涡器是目前在航

空发动机中应用最广泛的，已被应用于发动机

Ｖ２５００、ＰＷ４０００、ＬＥＡＰ１Ａ／Ｂ等多种型号之中。

因此，安装了管式减涡器的旋转盘腔流动特性与

损失特性也是国内外相关科研人员普遍关心的。

Ｐｆｉｔｚｎｅｒ等
［８］的研究表明管式减涡器可以通过径

向引导空气内流进而有效的降低盘腔内的压降，

提高二次空气系统的引气能力。Ｇüｎｔｈｅｒ等
［１０］

分析了导流管盘腔内的热力学过程，并利用实验

手段分析了导流管减涡器的减阻效果。Ｐｅｉｔｓｃｈ

等［１１］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了导流管轴向安

装位置对盘腔内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导流管轴

向位置变化带来的影响十分轻微。Ｃｈｅｎ等
［１２］实

验研究了导流管长度与鼓筒孔形状对盘腔内压降

的影响，研究发现存在最佳管长可是使管式减涡

器的减阻效果达到最佳，并且长圆形鼓筒孔在减

阻方面要由于圆形鼓筒孔。Ｌｉａｎｇ等
［１３］探索了

长、短导流管组合的减涡结构的减阻效果，发现

长、短导流管的组合结构在降低了总重量的情况

下仍然可以有效的降低盘腔内压降。Ｌｕｏ等
［１４］

将管式减涡器与其他两种减涡结构的减组特性做

了详细的对比，明确了不同减涡器的优、缺点。为

了提高管式减涡器的减阻性能，Ｓｉｂｉｌｌｉ等
［１５］与

Ｗｅｉ等
［１６］分别研究了具有一定倾斜角度的导流

管式减涡器与导流管和反选孔相结合的混合式减

涡器的减阻特性，他们的研究表明有针对性的结

构改进措施可以有效的提升导流管减涡器的引气

效果。

在国内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吴丽军、赵秋月、

蔡凡超等［１７１９］都曾使用ＣＦＤ的方法对管式减涡

器的管长、管径以及鼓筒孔的孔型等结构参数的

影响展开过研究，探索了各结构参数对减涡器整

体减阻效果的影响规律。可见，当前国内外对导

流管式减涡器整体的减阻效果以及各结构参数的

影响规律都有了较多的研究，相关分析大多以盘

腔内总压变化作为减阻效果的评判指标。

管式减涡器结构相对复杂，产生压力损失的

主导因素也较多。导流管盘腔内部空腔区域、

管内区域、以及管口处流动空间突变的区域均

有不同的压力损失机理。单纯从整体效果层面

出发，难以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而且引气系统中冷却空气与机械部件均处于高

速旋转状态，使用静止坐标系下的总压来描述

空气在旋转部件内的流通能力并不十分妥当。

因此有必要按照产生压降损失机理的不同，对

管式减涡器盘腔内的静压变化特性进行更细致

的研究，特别是应该关注管口处的流动特性与

损失特性。

导流管出于高速旋转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气

流在管入口处的流动特性往往较为复杂。田冉冉

等［９］与 Ｗｅｉ等
［１２，２０］发现，安装了导流管的旋转盘

腔内压力会在管口处有很大的突变，这导致了大

流量工况下导流管式减涡器的减阻效果较差，甚

至会出现压力损失增大的现象。而在田冉冉等的

研究之前，这一现象往往被认为是由管内摩擦损

失增大导致的。与旋转管口处流动较为相似的流

动现象是发动机旋转孔。相关研究一直是空气系

统中的研究热点［２１２３］，且这些研究已证明此类旋

转条件下的局部损失问题是较为重要的，对空气

系统的引气特性有很大的影响。可目前国内的相

关研究均缺乏对导流管入口处局部静压损失的定

量分析。

为了更深入的理解管式减涡器的减阻机理，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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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支撑工程设计，本文利用ＣＦＤ数值模拟

的方法对不同结构下管式减涡器整体的损失特

性以及管口处的静压损失特性展开了较为全面

的分析。并进而利用相关研究成果建立了一个

基于理论分析与数值模拟修正的数学模型，来

预测管式减涡器旋转盘腔内的压力分布和损失

特性。

１　犆犉犇计算方法介绍

１１　计算模型

如图１所示为本文所研究的导流管式减涡

器旋转盘腔计算模型，该计算模型为由压气机

两级旋转盘壁、鼓筒以及转轴所围成的旋转盘

腔流体域。考虑到旋转盘腔的整个流体域具有

周期性，本计算模型选取了角度为１８°的扇形周

期单元开展计算，以降低计算量。在本计算模

型中，空气从盘腔顶部的径向入口面流入，在图

１（ｂ）中箭头示出，其中一部分空气通过篦齿结

构与压气机静止部件壁面之间的缝隙然后从径

向出口面流出；另一部分空气则通过位于鼓筒

上的长圆形鼓筒孔进入共转盘腔，然后穿过导

流管并离开盘腔进入轴向出流通道。本计算模

型的主要结构参数包括盘腔最大半径犫、最低半

径犪、盘腔宽度狊、导流管直径犱、导流管个数狀、

导流管入口径向高度狉ｔ，以及盘腔的３个特定的

结构参数狉１、狉２、狉３ 与表征长圆型鼓筒进气孔的

两个结构参数犲、犳（后５个参数并不在本文研究

范围内，且从理论上来说并不会影响本文结

果），这些参数的具体指代可从图１（ｂ）中查看。

其中盘腔外半径犫与盘腔宽度狊被用作尺寸无

量纲处理的基准，犫＝２１７ｍｍ，狊＝５０．１ｍｍ，无量

纲的尺寸数值已在表１中列出。

图１　ＣＦＤ计算模型

Ｆｉｇ．１　ＣＦＤ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ｍａｉｎ

表１　计算模型的无量纲尺寸

犜犪犫犾犲１　犖狅狀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犪犾狊犻狕犲狅犳狋犺犲犮狅犿狆狌狋犪狋犻狅狀犪犾犱狅犿犪犻狀

参数 无量纲尺寸

犪／犫 ０．３５６

犱／狊 ０．１６５～０．２８６

狉ｔ／犫 ０．６１５～０．９１７

狉１／犫 ０．３０６

狉２／犫 ０．５２１

狉３／犫 ０．５３９

狀 １０～３０

犲／犫 ０．０７４

犳／犫 ０．０３７

１２　边界条件设置

研究中使用商业软件ＡＮＳＹＳＦＬＵＥＮＴ开展

ＣＦＤ计算。整个计算域设置为绕转轴旋转，并按不

同计算工况给定转速；扇形计算域的侧面设置为周

期面；壁面设置为无滑移绝热的相对静止壁面，以

使得壁面与旋转计算域相对静止；流体设为理想气

体，并使用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方程计算动态黏度，并按照

初始入口边界条件给定空气的比热与导热率。在

入口与两个出口面上均设置为压力边界条件（高半

径位置的出口命名为压力出口１，低半径位置的轴

向出口命名为压力出口２）。其中在入口面上还给

予了气流１０２．２ｍ／ｓ的初始切向速度来模拟压气

机动叶给气流带来的预旋，图１（ａ）中用环状箭头示

出。为确保有合适的流量通过旋转盘腔，在压力出

口２上设置目标出口流量（ｔａｒｇｅｔｍａｓｓ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ｓ）。

边界条件的具体设置数值见表２所示。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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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计算边界条件

犜犪犫犾犲２　犅狅狌狀犱犪狉狔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

参数 入口 出口１ 出口２

压力／Ｐａ ２１１７０５０ １８６９４７０

温度／Ｋ ７８０ ７８０ ７８０

流量／（ｋｇ／ｈ） ９００～７２００

转速／（ｒ／ｍｉｎ）９５５～２１６５７ ９５５～２１６５７ ９５５～２１６５７

　　在本研究中，设置了Ａ、Ｂ两组，共２２个计算

工况。Ａ组仅包含１个工况（算例１），计算模型

为不带有导流管减涡器的简单盘腔，用于对比。

该简单盘腔模型尺寸与上文中所介绍的导流管盘

腔一致，唯一区别在于盘腔内没有安装导流管。

Ｂ组由２１个工况组成（算例２～２２），用于研究不

同转速下导流管长度的影响。所有工况的变量均

可在表３中找到，其中几何参数以无量纲的形式

给出，用Ω表示转速，用犿
·
表示质量流量。

表３　犆犉犇工况说明

犜犪犫犾犲３　犐狀狋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犆犉犇犮犪狊犲狊

算例 狉ｔ／犫 犱／狊 狀 Ω／（ｒ／ｍｉｎ） 犿
·
／（ｋｇ／ｈ）

１ １４４３８ ４１４０

２～８ ０．６１８，０．６６４，０．７１０，０．７５６，０．８０２，０．８４８，０．９１７ ０．２３４ ２０ ７２１９ ４１４０

９～１５ ０．６１８，０．６６４，０．７１０，０．７５６，０．８０２，０．８４８，０．９１７ ０．２３４ ２０ １４４３８ ４１４０

１６～２２ ０．６１８，０．６６４，０．７１０，０．７５６，０．８０２，０．８４８，０．９１７ ０．２３４ ２０ ２１６５７ ４１４０

１３　计算网格

本研究中使用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ｏｄｅ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ａ

ｔｉｏｎａｌｆｌｕｉ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ＣＥＭＣＦＤ）生成的非结构

网格开展计算，如图２所示。在壁面、篦齿及导流

管入口处均进行网格加密。第１层网格尺寸在篦

齿附近为０．２５ｍｍ，而在壁面及管内壁处则为１

ｍｍ，在管入口处附近为０．５ｍｍ，增长比率均为

１．２。在壁面处均使用棱柱网格来改善质量，且第

１层高度为０．１ｍｍ，增长比率同样为１．２。针对

当前的计算工况，该网格设置方法可以使壁面处

第１层网格中心的无量纲高度狔
＋在３０附近，以

满足壁面函数的使用准则。

图２　计算用网格示意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ｉｄｓ

网格实验中，网格数从８８５６７４变为６４３２１１２。

图３显示了网格数量对盘腔内部压力比的影响。

结果表明：随着网格数的增加，盘腔内压比略微有

所下降，当网格数大于４１２５６１７时，压力基本不

再变化，平均波动小于１％。因此，在后续的ＣＦＤ

计算中均使用了网格数为４１２５６１７的网格生成

方法。

图３　网格量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ｇｒｉｄｎｕｍｂｅｒ

１４　计算方法准确性验证

为了验证上述ＣＦＤ计算方法的准确性，本文

首先仿照文献［２４］中的旋转盘腔实验模型及工况

开展验证算例的计算，验证算例的ＣＦＤ计算方法

与前文所述相同。图４展示了文献中实验数据与

本文ＣＦＤ计算结果的对比。图中横坐标代表旋

转盘腔内沿径向的无量纲位置（狉／犫）；纵坐标代表

旋流数β。旋流数β为气流绝对切向速度与盘腔

当地线速度的比值，β＝犞／ω狉，其中，犞 表示空气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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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文献实验数据与仿真数据对比图
［２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ＣＦ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２４］

绝对切向速度，ω表示盘腔转速，狉表示当地径向

位置。

当β小于１是意味着空气当地相对切向速度

为负，反之则为正。ＣＦＤ计算结果与实验数据吻

合的很好。平均误差为３．４％，最大误差只有

６．４％。这证明了本文ＣＦＤ计算方法的准确性。

２　结果和讨论

图５　简单盘腔与导流管盘腔内流线与旋流数云图

Ｆｉｇ．５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ｏｕｒｏｆｓｗｉｒｌ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ｉｍｐｌｅｃａｖｉｔｙａｎｄｔｕｂｅｄｖｏｒｔｅｘｒｅｄｕｃｅｒ

２．１　导流管减涡器作用机理及盘腔内压力分布

首先将带有导流管减涡器的旋转盘腔与简单

盘腔的计算结果相对比，分析管式减涡器的作用

机理。图５显示了 Ａ组简单盘腔算例１与Ｂ组

导流管盘腔算例１３的盘腔周向截面旋流数云图

及流线图，该周向截面与旋转轴垂直并通过导流

管中轴线，图中颜色深浅代表旋流数大小，为无量

纲参数。在简单盘腔内，空气在半径较高的区域

１中具有负切向的相对流动，该流动随着半径的

降低向正切向偏转，在区域２中具有明显的正切

向流动。在管式减涡器盘腔内，空气在区域３（与

区域１相对应的高半径区域）中的流动也为负切

向的，但是受导流管黏滞拖曳效果的影响，并没有

向正切向发生偏转。而进入导流管后，空气的相

对切向运动受限制，与旋转盘之间没有相对切向

流动，而是沿径向内流。对比简单盘腔与管式盘

腔内的流线，可以容易的观察到导流管所起到的

降低空气切向流动的作用。

从旋流数云图中可以定量地观察到空气相对

切向速度的变化，以及导流管对降低气流切向速

度的影响（盘腔入口处旋流数用犮表示）。在简单

盘腔１区，旋流数沿径向大致从０．５９变化到

１．１；而在导流管盘腔内的３区，旋流数从０．５９大

致变为０．９５，对比可见导流管盘腔内空气的旋流

数略低，但两者相差不大。在这两个结构内，空气

旋流数沿径向的增大说明空气的相对切向速度在

迅速提升。在简单盘腔低半径的区域２中，旋流

数沿径向继续迅速增加，甚至在低半径处到达３

附近，而在导流管盘腔的区域４中，旋流数基本恒

定为１。这说明空气在导流管盘腔管内的切向速

度要远低于同半径位置简单盘内的切向速度，空

气的切向速度得到了有效的抑制。

观察图５中所标记的区域５，可以看到导流

管入口处有明显的流动分离和回流涡形成。这是

因为旋转盘腔的高速旋转导致导流管与管口空气

之间往往具有较大的相对速度，而且空气由盘腔

进入导流管时流通面积会突然减小，这最终导致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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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导流管入口处流动分离与回流涡的产生。

图６所示为算例１与算例１３的盘腔内静压

沿径向分布图，图中使用狆ｒ表示盘腔内各半径位

置的当地静压。黑色棱形代表导流管式减涡器盘

腔的ＣＦＤ计算结果，空心方块代表简单盘腔的

ＣＦＤ计算结果，导流管入口所在的无量纲半径使

用虚线标出。

图６　简单盘腔与导流管盘腔内静压分布

Ｆｉｇ．６　Ｓｔａｔ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ｓｉｍｐｌｅｃａｖｉｔｙ

ａｎｄｔｕｂｅｄｖｏｒｔｅｘｒｅｄｕｃｅｒ

简单盘腔内静压下降趋势在全程段都较为明

显，且随着半径的降低，静压变化梯度也随之增

大。这是因为空气在简单盘腔内沿径向入流的过

程中不受切向上的约束，在全程都具有很高的转

速，特别是随着半径的降低，转速还会继续增大，

因此其受到的离心力很大，压降十分明显。

导流管盘腔内的压降整体下降趋势则要相

对平缓，从ＣＦＤ计算结果来看，该工况下导流管

盘腔内的整体压降只有简单盘腔的４９％。参考

图５，导流管盘腔内管之上的区域与简单盘腔内

同半径区域相比，导流管盘腔内空气的旋流数

略低，因此压降幅度也较小。特别是在导流管

之内的区域，空气的切向速度与所受离心力得

到了有效的限制，盘腔内压降与简单盘腔相比

降低非常明显。

在图６中还可以看到导流管入口处有压力的

突降（已用虚线圈出，局部放大），该工况下管口处

压降大约占盘腔内总压降的１２．１％。这是因为

受流通面积变化影响，空气在进入导流管时动压

会突然增大，而静压则会相应降低；同时，在管口

处发生的流动分离与回流涡加剧了能量的耗散，

带来了局部能量损失。在不同的导流管结构下，

管口处的流动状态与损失特性也是不同的。下文

将重点讨论不同情况下的管口处流动特性以及压

降变化特性。

２．２　导流管入口处流动及损失特性

管口处流动特性与管口所在的无量纲径向位

置是密切相关的。图７所示为不同管长度下（算

例９、１２、１５）盘腔周向截面上的旋流数云图及流

线图，该周向截面与旋转轴垂直并通过导流管轴

线，图中颜色深浅代表旋流数大小，为无量纲参

数。不同导流管管长所引起的盘腔内流场结构变

化可以清晰的在该图中看到，而且盘腔最大外半

径处的入口旋流数犮以及管入口处的旋流数具体

数值也已在图中标出。

图７　不同管长下盘腔内的流线及旋流数云图

Ｆｉｇ．７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ｓａｎｄｓｗｉｒｌ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ｃａｖｉｔｙ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ｕｂｅｌｅｎｇｔｈ

当导流管较短时（狉ｔ／犫＝０．６１８），盘腔内的相

对切向速度将沿着径向由负切向转为正切向。而

且切向速度的变化十分迅速，在空气刚进入盘腔

时旋流数仅为０．６，而在导流管入口处，旋流数已

经增长到１．３１。这是因为空气在进入导流管之

前的区域可以近似看成是自由涡的流动状态，角

动量沿径向近似守恒，半径越低，空气的绝对切向

速度越大。空气绝对切向速度犞 与半径狉的关

系可以用式（１）表示

犞 ＝犮ω犫
２狉－１ （１）

这一现象使得空气在进入较短的导流管时与管口

之间存在较大的正向相对切向速度，空气进入导

流管困难，管口处有明显的回流涡与流动分离现

象（框线标出）。当空气进入导流管后，受管壁限

制其与盘腔之间不再有相对切向运动，旋流数恒

定为１，此时管内空气的绝对切向速度犞 可以用

式（２）表示

犞 ＝ω狉 （２）

　　管口处明显的流动分离与回流涡在导流管较

长时（狉ｔ／犫＝０．９１７）也可以观察到。导流管较长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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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导流管以上的区域被压缩的很小，空气自由涡

形式的流动被限制，气流在管入口处的旋流数较

低，在０．７４左右。这意味着空气与管口之间存在

着较大的负切向相对切向速度，空气进入导流管

后也同样产生了明显的回流涡。

当导流管长度适中时（狉ｔ／犫＝０．７５６），盘腔内

导流管以上的区域大小合适，空气的相对流向没

有发生明显的偏转，管入口处的空气旋流数近似

为１。这说明空气和管口之间的相对切向速度很

小，空气可以较为顺畅的进入导流管，流动分离并

不明显。综合比较３种不同长度的导流管可以发

现，当导流管长度适中时，入口处于合适的径向位

置，空气就可以较为顺畅的进入导流管，减少管口

处的流动分离与回流涡的形成。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管长是影响管口处流动

分离与回流涡的重要因素，但根本的影响是来自

于空气进入导流管之前的流动状态，也就是空气

与管口之间的相对流速。导流管长度、直径、数量

以及盘腔转速、引气流量等因素都会影响管口处

的流动。为了方便分析并进行工程应用，本文仿

照Ｉｄｒｉｓ等
［２３］针对旋转孔的研究方法，使用入射

角犻来描述导流管入口处的流动状态，并使用速

度系数犆ｖ来表示管口处局部损失的大小，量化管

口处流动分离与回流涡的影响。入射角犻与速度

系数犆ｖ分别用式（３）与式（４）来定义

犻＝ａｒｃｔａｎ（犞ｔ１／犞ｔ２） （３）

犆ｖ＝
犞ｔ２
犞ｔ２，ｉｄ

（４）

其中犞ｔ１表示在导流管入口前的空气相对切向速

度，该速度可以利用式（１）当地旋转速度的差值来

估算；犞ｔ２表示进入导流管后空气的真实径向速

度，可以利用总引气体积流量与导流管总流通面

积的比值来估算；犞ｔ２，ｉｄ表示在忽略了管口处因流

动分离而产生的局部能量损失的情况下，导流管

内空气所具有的理想径向速度，该速度可以利用

理想绝热假设情况下空气由大空间进入小空间时

动压、静压之间的转换关系来估算。

图８所示为算例９～１５中管入口处局部流动

示意图，各工况下的入射角与速度系数的具体数

值已在图中标出。从图中可以看到管口处流动状

态与局部损失（速度系数）随入射角的变化关系。

入射角的绝对值越大时，管口处流动的流动分离

与回流涡就越明显（使用框线标出），相应的速

度系数就会越低，这意味着局部损失越大。在

图示研究工况下，最大的入射角出现在管长最

图８　不同管长下导流管入口处流线

Ｆｉｇ．８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ｓａｔｔｈｅｔｕｂｅ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ｕｂｅｌｅｎｇｔｈｓ

长的情况下，此时入射角犻＝－４９．１°，而速度系

数仅为０．５４１，在该工况下管口处的回流涡也是

最明显的。

为方便工程应用，入射角与速度系数之间的

具体关系可以在基于数值模拟或实验的基础上进

行拟合获得。本课题组在进行了大量的ＣＦＤ数

值模拟之后，提取了改变管长、管径、管数量、转速

以及引气流量这５个研究参数下的管口入射角与

速度系数计算结果，最终拟合得到了犻与犆ｖ之间

初步的经验关系式

犆ｖ＝－０．０００１１９犻
２
－０．０００２１犻＋０．７７４

（５）

该经验关系式将管口处流动状态与管口局部损失

定量的联系起来，可以利用其来进一步构建导流

管盘腔内的压降预测模型。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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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导流管盘腔压降预测模型与压力损失特性

式（１）与式（２）描述了导流管盘腔内径向沿程

的切向速度，利用这两个公式可以进一步推算出

盘腔内气流因离心力而产生的压降。式（５）则可

以用于推算在管口处因局部能量损失而产生的压

降。再结合管内存在的沿程摩擦损失，最终，盘腔

内的压降计算模型可以表示为

Π＝
狆ｉｎ

狆ｏｕｔ
＝Πω·Πｔ·Πｆ （６）

这里Π表示发生在导流管盘腔内的总静压压降，

用入口静压狆ｉｎ比上出口静压狆ｏｕｔ来表示。该式中

Πω 为导流管盘腔内因离心力而产生的压比部分

Πω ＝ １－

１

２
ω
２［犮２犫２（犫２狉－２ｔ －１）＋（犫

２
－犪

２）］

犚ｇ犜ｂ
·κ－１烅

烄

烆
烍
烌

烎κ

κ
１－κ

（７）

　　然后Πｔ为在导流管入口处产生的压比部分

Πｔ＝
１－

（κ－１）
犞ｔ２
犆（ ）
ｖ
－ω狉

２
ｔ（犮犫

２狉－２ｔ －１）［ ］２

２κ犚ｇ犜ｂ １－

１

２
ω
２［犮２犫２（犫２狉－２ｔ －１）］

犚ｇ犜ｂ
·κ－１烅

烄

烆
烍
烌

烎κ

－κ
２

（κ－１）烅

烄

烆

烍

烌

烎

２

κ
１－κ

（８）

　　最后Πｆ为导流管内部因摩擦力而产生的压

比部分

Πｆ＝
狆ｔ２

狆（ ）
ａ ｆ
＝

２犱犚ｇ犜ｂ
２犱犚ｇ犜ｂ－λ（狉ｔ－犪）犞

２
ｔ２

（９）

在式（６）～式（９）中，犫、犪分别表示旋转盘腔最大

外半径与内半径，而下标ｂ、ａ分别表示在半径为

犫、犪处的空气状态参数，狆、犜 分别表示静压与静

温，ω为盘腔角速度，犮为盘腔空气的入口处旋流

数，犚ｇ 表示气体常数，κ为气体等熵指数，下标

ｔ１，ｔ２分别代表空气在导流管进口前与进口后的

两个理想位置处的状态参数，犱表示导流管内径，

λ为导流管摩擦损失系数，具体取值可以针对不

同的管壁粗糙度及管内流动状态通过查询

Ｍｏｏｄｙ图
［２５］来获得。公式中出现的速度系数犆ｖ

需要按照之前拟合的经验公式（５）来推算，而其中

的入射角犻具体表达为

犻＝ａｒｃｔａｎ
（犮犫２狉－２ｔ －１）ω狉ｔ狀π犱

２
狆ｔ１

４犿［ ］· （１０）

这里犿
·
为引气质量流量（与表３中相同），狀为导

流管数量。

式（５）～式（１０）构建了完整的导流管盘腔内

压降预测数学模型。利用该模型，在已知导流管

式旋转盘腔的几何尺寸（犪、犫、狉ｔ、犱、狀）、入口处初

始边界条件（犜ｂ、狆ｂ、犮）以及气动工况（犿、ω）的情

况下，即可求得旋转盘腔内的压力分布与进出口

压比Π。

图９所示为１４４３８ｒ／ｍｉｎ转速下具有最短管

（狉ｔ／犫＝０．６１８）、长度适中的导流管（狉ｔ／犫＝０．７５６）

以及最长管（狉ｔ／犫＝０．９１７）的盘腔内静压沿径向

分布图。图中黑色标识为ＣＦＤ计算结果，曲线为

数学模型计算结果。可以看到，在所有工况下，盘

腔内的静压均随着半径的降低而逐渐减小，并且

在管入口处会有静压的突降。平稳的静压下降段

主要由离心力所造成。在导流管之上的区域由于

可以认为是自由涡的流动，盘腔内空气切向速度

沿径向变化迅速，所以压降的下降速度也呈现出

逐渐加快的趋势，这一点可以从图９（ａ）中更清楚

的看到。而在管内的区域，空气切向流速被导流

管的刚性旋转所限制住，因此在管内的静压下降

则要更平稳一些，这一点可以在图９（ｃ）中看到。

管口处的局部静压压降大小在不同的管长下

是不同的。在图９（ａ）所示的最短导流管工况下，

管入口处的局部压降较为明显，约占总压降的

１１．８％。在图９（ｃ）所示的最长导流管工况下，管

口处局部压降也较大，约占总压降的１２．５％。而

在图９（ｂ）所示的具有适中长度的导流管工况下，

管入口处的局部压降有了很大的改善，管入口处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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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三种管长下盘腔内静压沿径向的分布

Ｆｉｇ．９　Ｓｔａｔ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ｒａｄｉ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ｒｅ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ｕｂｅｌｅｎｇｔｈｓ

局部压降约占总压降的８．９％。这是因为管口处

的局部静压压降大小与局部能量损失密切相关，

能量损失越大，局部静压就越大。较短管或较长

管的入口处气流入射角大，空气进入导流管困难，

局部能量损失大，因此压降也明显。而长度适中

的导流管入口处气流入射角比较小，空气可以顺

畅的进入导流管，静压损失就相对较小。与长度

较大或较低的导流管结构相比，合适的导流管长

度可以降低约２５％的管入口处局部压降，约１０％

的盘腔整体静压降。

本文所提到的数学模型对导流管盘腔内压力

沿径向分布的计算结果与ＣＦＤ结果吻合的很好，

在图９（ｂ）与图９（ｃ）所示出的工况下，数学模型结

果与 ＣＦＤ 结果相比误差分别仅为 ３．７％ 与

１．１％。在图９（ａ）所示出的较短管工况下，误差

相对要大一些，为９．７％。该误差主要发生在对

短管入口处压降的预测上，因为本数学模型对管

前盘腔内的流动采用了自由涡的假设，并没有考

虑管子的阻滞作用，因此对低半径下的管前切向

速度预测偏高，这进而导致了对管入口处局部损

失的较高预测，这一点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考虑进

行修正。但总体来说，该数学模型准确的把握住

了盘腔内压降的产生机理，给出了可信的预测

结果。

图１０所示为Ｂ组共２１个ＣＦＤ算例的压降

计算结果，以及对应工况下的数学模型计算结果。

以进一步验证在不同的转速以及不同导流管长度

下本文数学模型的精度。

首先从整体上可以看到，该数学模型对所有

转速下的工况均有较好的预测精度。在７２１９

ｒ／ｍｉｎ转速下数学模型预测结果与ＣＦＤ计算结果

相比的平均误差为５．２％；在１４４３８ｒ／ｍｉｎ转速下

的平均误差为４．５％；在２１６５７ｒ／ｍｉｎ转速下的平

均误差为６．２％。

其次，还可以看到具有合适管长的导流管盘

图１０　不同转速下管长对盘腔内压降的影响

Ｆｉｇ．１０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ｕｂ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ｒｏｐ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腔结构可以更有效地降低盘腔内的压力损失，而

且不同转速下的最优管长是不一样的。以具有发

动机典型转速的工况（Ω＝１４４３８ｒ／ｍｉｎ）为例，最

优管与最短、最长导流管相比，压力损失分别降低

了１１．５％与８．３％。转速越高，最佳管长越长。

结合前文的分析可知，最佳导流管入口应为于旋

流数为１的半径位置。按照本文数学模型中的假

设，导流管以上的区域可以近似看成是自由涡流

动状态，那么旋流数为１的半径位置则由盘腔入

口处初始边界条件———入口处旋流数犮来决定，

其无量纲半径狉狓／犫与入口处旋流数犮满足以下

关系：

狉狓／犫＝槡犮 （１１）

这里用狉狓 表示旋流数为１的径向位置坐标。转

速越高，盘腔入口处鼓筒孔的带动作用越强，入口

处旋流数越大，因此所需的导流管最佳管长就越

长。在本文所涉及的３个不同转速下（７２１９、

１４４３８、２１６５７ｒ／ｍｉｎ），盘腔入口处旋流数分别为

０．４９、０．５９与０．６３，所对应最优管入口的无量纲

径向位置分别为０．７、０．７７、０．７９。这３个位置所

在的大致区域已在图中用浅色条带标出，并与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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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ＦＤ计算所得的最优结果十分接近。

３　结　论

本文使用ＣＦＤ数值模拟对导流管式减涡器

的减阻机理进行了详细的研究，重点探讨了旋转

条件下管口处的静压损失特性。主要的研究结论

可以总结如下：

１）导流管式减涡器通过限制空气旋转速度

降低其受到的离心力影响，进而降低盘腔内压力

损失。

２）当管前流动状态不同时，管入口处的流动

特性也不同。管口处明显的流动分离与回流涡往

往出现在气流与管口之间存在较大相对切向速度

的情况下。

３）管口处的静压损失不容忽视。在当前的

研究工况下，管口处静压损失约占盘腔总损失的

８．９％～１２．５％。

４）当导流管长度适中时可以最有效的降低

盘腔内的静压降。在本文的研究工况下，与较长

和较短的导流管结构相比，具有合适导流管长度

的结构可以降低约２５％的管入口处局部压降，约

１０％的盘腔整体静压降。具有最优长度导流管的

入口处旋转半径应为于旋流数为１的径向位置，

而该位置由入口处旋流数犮决定，狉狓／犫＝槡犮。

５）本文所介绍的数学模型十分精确的把握

到了各结构参数的影响机理，模型计算结果与

ＣＦＤ计算结果相比差异很小，各工况下的平均误

差约为５．３％。在合适的情况下，可以合理使用

数学模型代替ＣＦＤ计算来减少研究成本，提高工

程设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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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ＳＩＢＩＬＬＩＴ，ＣＨＯＧ，ＫＨＯＬＩＦ，ｅｔ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ｇａｓｔｕｒｂｉｎ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ａｉ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

ｖｏｒｔｅｘｒｅｄｕｃｅｒｓ［Ｒ］．ＡＳＭＥ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８ＧＴ７６３１３，２０１８．

［１６］　ＷＥＩＳｏｎｇ，ＭＡＯＪｕｎｋｕｉ，ＹＡＮＪｉａｘｉ，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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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ｙｏｎａｈｙｂｒｉｄｖｏｒｔｅｘｒｅｄｕｃ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ｒｏｐｉｎａ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ｃａｖｉｔｙｗｉｔｈｒａｄｉａｌｉｎｆｌｏｗ［Ｊ］．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ｎｄ Ｆｌｕｉ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０，１１０：

１０９９４２．１１０９９４２．１２．

［１７］　吴丽军，陈潇，邓双国，等．减涡器流阻特性计算分析［Ｊ］．

燃气轮机技术，２０１４，２７（３）：３７４３．

ＷＵＬｉｊｕｎ，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ＤＥＮＧＳｈｕａｎｇｇｕｏ，ｅｔ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ｌｏｗ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Ｊ］．Ｇａｓ

Ｔｕｒｂｉｎ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２７（３）：３７４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赵秋月，娄德仓，郭文，等．旋转盘腔去旋系统数值模拟

［Ｊ］．燃气涡轮试验与研究，２０１４，２７（５）：４３４８．

ＺＨＡＯＱｉｕｙｕｅ，ＬＯＵＤｅｃａｎｇ，ＧＵＯ Ｗｅｎ，ｅｔ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ｄｉｓｋｃａｖｉｔｙｄ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Ｊ］．

Ｔｕｒｂｉｎ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４，２７（５）：４３４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蔡凡超，罗翔，孙平平，等．管式减涡器压力损失特性数值

研究［Ｊ］．燃气涡轮试验与研究，２０１９，３２（２）：４９５５．

ＣＡＩＦａｎｃｈａｏ，ＬＵＯＸｉａｎｇ，ＳＵＮＰｉｎｇ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ｒｏｐｉｎｔｕｂｕｌａｒｖｏｒｔｅｘｒｅｄｕｃｅｒ［Ｊ］．Ｔｕｒ

ｂｉｎ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９，３２（２）：４９５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ＷＥＩＳｏｎｇ，ＹＡＮＪｉａｘｉ，ＭＡＯＪｕｎｋｕｉ，ｅｔａｌ．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ｒｏｐｉｎａ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ｃａｖｉｔｙ

ｗｉｔｈａｔｕｂｅｄｖｏｒｔｅｘｒｅｄｕｃｅｒ［Ｊ］．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１９，１３（１）：６６４６８２．

［２１］　ＷＩＴＴＩＧＳ，ＫＩＭＳ，ＪＡＫＯＢＹＲ，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ｏｒｉｆｉｃｅ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ｉｎ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ｄｉｓｋ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ｕｒｂ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１９９６，

１１８（２）：４００４０７．

［２２］　ＤＩＴＴＭＡＮＮＭ，ＧＥＩＳＴ，ＳＣＨＲＡＭＭ Ｖ，ｅｔａｌ．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ａｐｒｅｓｗｉｒｌ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ａｉｒ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ｕｒｂ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２，１２４（１）：１１９１２４．

［２３］　ＩＤＲＩＳＡ，ＰＵＬＬＥＮＫＲ，ＲＥＡＤＲ．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ｃｉ

ｄｅｎｃｅａｎｇｌｅｏｎｔｈｅ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ｆｏｒ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ｒａｄｉａｌ

ｏｒｉｆｉｃｅｓ［Ｒ］．ＡＳＭＥＰａｐｅｒ２００４ＧＴ５３２３７，２００４．

［２４］　ＦＩＲＯＵＺＩＡＮＭ，ＯＷＥＮＪＭ，ＰＩＮＣＯＭＢＥＪＲ，ｅｔａｌ．Ｆｌｏｗ

ａｎｄ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ｎａ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ｃａｖｉｔｙｗｉｔｈａｒａ

ｄｉａｌｉｎｆｌｏｗ ｏｆｆｌｕｉｄ：Ｐａｒｔ２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ｔ

ａｎｄＦｌｕｉｄＦｌｏｗ，１９８６，７（１）：２１２７．

［２５］　ＭＯＯＤＹＬＦ．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ｐｉｐｅｆｌｏｗ［Ｊ］．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ＭＥ，１９４４，６６（８）：６７１６８４．

（编辑：张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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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０５５（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５３０８　　　　　　　　犱狅犻：１０．１３２２４／ｊ．ｃｎｋｉ．ｊａｓｐ．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７

旋转带肋直通道湍流流动犜犚犘犐犞实验

施锦程１，胡颂军２，由儒全１，李海旺１，夏双枝３

（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发动机研究院

航空发动机气动热力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北京１００１９１；

２．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湖南 株洲４１２００２；

３．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 新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北京１０００８８）

摘　　　要：采用高频粒子图像测速系统（ＴＲＰＩＶ）测量了旋转带肋通道内的主流平均速度、雷诺切应力、再

附点等参数，并研究其沿程变化规律，通道高宽比为１，肋的阻塞比为０．１，雷诺数为１００００，旋转数从０变化

到０．５２，实验结果表明：静止时流动呈对称分布，但旋转后产生的哥氏力会极大地影响通道内的湍流流动，随

着转速的增加，主流速度型偏向后缘面，前缘面涡系结构不断增大，再附点不断后移，而后缘面正好相反，并且

这种趋势会沿程发展；前缘面附近的雷诺切应力变得越来越弱，而后缘面则越来越强，沿程雷诺切应力极值基

本不变，但下游区域有所扩大。

关　键　词：旋转通道；高频粒子图像测速系统（ＴＲＰＩＶ）；旋转数；主流平均速度；雷诺应力；再附点

中图分类号：Ｖ２３１．３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０１

作者简介：施锦程（１９９５－），男，博士生，主要从事涡轮叶片内冷通道旋转换热实验研究。

通信作者：由儒全（１９９１－），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涡轮叶片内冷通道流场实验研究。Ｅｍａｉｌ：１０３５３＠ｂｕａａ．ｅｄｕ．ｃｎ

引用格式：施锦程，胡颂军，由儒全，等．旋转带肋直通道湍流流动 ＴＲＰＩＶ 实验［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２１，３６（１）：５３６０．ＳＨＩ

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ＨＵＳｏｎｇｊｕｎ，ＹＯＵＲｕｑｕａｎ，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ｆｌｏｗｉｎ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ｒｉｂｂｅｄｃｈａｎｎｅｌｗｉｔｈＴＲＰＩＶ［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１，３６（１）：５３６０．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狅犳狋狌狉犫狌犾犲狀狋犳犾狅狑犻狀狉狅狋犪狋犻狀犵狉犻犫犫犲犱犮犺犪狀狀犲犾狑犻狋犺犜犚犘犐犞

ＳＨＩＪｉｎｃｈｅｎｇ
１，ＨＵＳｏｎｇｊｕｎ２，ＹＯＵＲｕｑｕａｎ１，

ＬＩＨａｉｗａｎｇ
１，ＸＩＡＳｈｕａｎｇｚｈｉ３

（１．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ｎ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

Ａｅｒｏ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９１，Ｃｈｉｎａ；

２．Ｈｕｎａｎ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ｐｌａ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ＺｈｕｚｈｏｕＨｕｎａｎ４１２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３．ＮｅｗＥｒ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ｈｉｎａＰｏｌｙＧｒｏｕｐ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Ｌｉｍｉｔｅ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８，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ｐｏｉｎｔｗｅ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ｉｎ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ｒｉｂｂｅｄｃｈａｎｎｅｌｗｉｔｈｔｉｍｅｒｅｓｏｌｖｅ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ｍａｇｅｖｅｌｏｃｉｍｅｔｒｙ

（ＴＲＰＩＶ），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ｈａｎｇｅｒｕｌ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ｗａ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ｒａｔｉｏｏｆｃｈａｎｎｅｌ

ｗａｓ１，ｔｈｅｂｌｏｃｋａｇ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ｒｉｂｗａｓ０．１，ｔｈｅ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ｎｕｍｂｅｒｗａｓｓｅｔｔｏ１００００，ａｎｄｔｈｅｒｏ

ｔａ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ｓｒａｎｇｅｄｆｒｏｍ０ｔｏ０．５２．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ｌｏｗｗａｓ

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ａｔｉｃ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ｂｕｔＣｏｒｉｏｌｉｓｆｏｒｃ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ｗｏｕｌｄｇｒｅａｔｌｙ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ｆｌｏｗ．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ａｔｔｅｒｎｗａｓｉｎｃｌｉｎｅｄ

ｔｏｔｈｅｔｒａｉｌｉｎｇｓｉｄｅ，ｔｈｅｖｏｒｔｉｃｅ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ｎｔｈｅｌｅａｄｉｎｇｓｉｄ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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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ｉｎｔｍｏｖｅｄ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ｔｒａｉｌｉｎｇｓｉｄｅｗａｓｊｕｓｔｔｈｅ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ａｎｄｔｈｉｓｔｒｅｎｄｗｏｕ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ｐａｔｈ；ｔｈｅ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ｓｔｒｅｓｓｎｅａｒｔｈｅｌｅａｄｉｎｇｓｉｄｅｂｅｃａｍｅｗｅａｋｅｒ，ｗｈｉｌｅｔｈｅ

ｔｒａｉｌｉｎｇｓｉｄｅｂｅｃａｍｅ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ｔｒｅｍ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ｓｔｒｅｓ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ｃｈａｎｎｅｌ

ｗａｓ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ｗｏｕｌｄｅｘｐａｎｄ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ｃｈａｎｎｅｌ；ｔｉｍｅｒｅｓｏｌｖｅ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ｍａｇｅｖｅｌｏｃｉｍｅｔｒｙ （ＴＲＰＩＶ）；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ｎｕｍｂｅｒ；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ｓｔｒｅｓｓ；

ｒｅ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ｐｏｉｎｔ

　　为了提高现代航空发动机的效率和推质比，需

要进一步地增加涡轮前温度［１］，目前在研的航空发

动机涡轮前温度甚至已经远高于涡轮叶片材料的

熔点［２］，因此为了保证旋转涡轮叶片的安全运行，

必须采用多种冷却技术来保持足够的温度裕度。

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对涡轮叶片外冷和内冷

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对于叶片中弦来说，

主要是采用带肋蛇形通道内冷技术，然而在真实

的涡轮叶片冷却通道中，其几何横截面的形状并

不是保持一致，而且内壁面又布置着很多肋片。

与此同时，旋转所产生的哥氏力与离心力以及温

度差产生浮生力的共同作用下，通道内部的换热

情况十分复杂，相关的研究开展了许多［３５］；Ｈａｎ、

Ｐａｒｋ等
［６８］研究了不同参数，如高宽比 （犚ａ）、肋

间距（犘／犲）、堵塞比（犲／犎）对于带肋通道换热的

影响。研究表明，由于前后缘面肋的存在，局部努

塞尔数（犖狌）与光滑通道相比提升了３～４倍；此

外随着肋间距的升高，局部犖狌逐渐减小；然而对

于堵塞比而言，局部犖狌则呈现出相反的变化规

律，在相同雷诺数的情况下，换热效率随着堵塞比

的升高而升高；对于高宽比而言，在相同的来流情

况下，大高宽比情况下的换热效果要优于小高宽

图１　典型的带肋通道内流动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Ｍａｉ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ｆｌｏｗ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ａｒｉｂｂｅｄｃｈａｎｎｅｌ

比情况，但提升的效果很微小。Ｗａｇｎｅｒ等
［９１０］通

过实验证明了有和没有肋的情况下哥氏力和浮升

力对于涡轮叶片内冷通道的换热影响是大相径庭

的。结果表明，由于旋转效应的影响，前缘面附近

的换热较之静止条件弱化，后缘面增强，并且由于

肋的存在，换热普遍增强。

然而流动和换热的影响是耦合的，换热是流

动在边界上的体现［１１］，必须对航空发动机涡轮叶

片内冷通道中冷却空气流动情况有更好的认识，

涡轮叶片内冷通道通过在前后缘面布置强化换热

的肋，能够有效强化层间掺混和扰动，进而强化湍

流强度达到增强换热效率，实现在更短的时间内

带走更多热量的最终目的。首先简单地介绍一下

其典型流动结构，如图１所示，在高宽比不太大的

通道内，流动是高度三维的。来流在接近肋片后

边界层被迫分离，在阶梯处产生角涡，并且与旋转

条件下哥氏力产生的二次流相叠加。在肋片上部

产生一个弯曲的自由剪切层，同时肋片的阻塞作

用使得来流流速突然增加，然后突然扩张，肋后流

体经历较大的逆压梯度，产生回流区，并在肋后也

形成角涡；如果肋间距足够大（通常认为大于５），

则剪切层将重新附着到壁面，此处称之为再附点，

从肋后到这点的距离称之为再附长度，一个新的

边界层又开始发展，并在遇到下一个肋片时再次

分离，如此循环往复。

有许多换热实验都表明在回流区内换热效果

很差，会形成局部热点［１２１３］。这是因为这个区域

的流体速度与主流相比非常低，甚至可以说近乎

停滞，因此换热效率很低。所以研究肋的影响主

要目标就是缩短这个区域的长度甚至彻底冲散这

个区域。Ｉｓｌａｍ等
［１４］以肋间距犘／犲和雷诺数犚犲

（犘／犲＝１０，２０；犚犲＝７０００，２００００）为参数研究了静

止状态下方形通道内部流动特性。研究表明，这

两个参数对于肋后涡结构再附点位置有一定影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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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并且肋片上方的区域具有较强的剪切强度和

湍流强度。雷诺数低于１５０００时，雷诺数和肋间

距对于再附着点的位置有一定影响；当雷诺数超

过１５０００之后，雷诺数和肋间距对于再附点的位

置没有明显影响，再附点的位置基本就在４倍肋

高的距离处。Ｃｏｌｅｔｔｉ等
［１５１６］使用 ＰＩＶ（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ｍａｇｅｖｅｌｏｃｉｍｅｔｒｙ）研究了旋转状态下高宽比为１

的带肋直通道的流场，肋间距为１０，阻塞比为

０．１。研究发现，旋转效应对于再附着点的位置具

有一定影响。随着旋转数犚ｏ 的增加，前缘面的

肋后回流区尺寸不断增加，即再附点不断后移，再

附距离增加；后缘面的肋后回流区却相反，再附点

虽然前移但前移尺度很小。并且给出了哥氏力对

于边界层稳定性和自由剪切层的影响，哥氏力会

抑制前缘面附近的湍流强度，而增加后缘面的湍

流强度。对于回流区和热点问题，有些学者考虑

使肋不再紧贴壁面布置，而是与壁面之间有一定

的缝隙，这样穿过缝隙的流体就会把这个局部低

速回流区打散，进而提升回流区附近的换热效果。

Ｈｅ等
［１７］使用 ＴＳＰ（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ｐａｉｎｔ）

和ＰＩＶ测量了平板上的肋在不同缝隙（犌为肋的

下侧与壁面的距离，也即缝隙宽度，犌／犲＝０，

０．２５，０．７５）影响下的流动特性。实验表明，当

犌／犲＝０，即没有缝隙时，肋后的确存在一个局部

热点，在犚犲相同时犌／犲＝０．２５对应着最佳的换

热效果。

然而ＰＩＶ 和 ＬＤＶ（ｌａｓｅ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ｖｅｌｏｃｉｍｅ

ｔｅｒ）装置体积较大，很难将其与实验段一起旋转，

所以一般是用流体的绝对速度减去牵连速度从而

得到流体的相对速度，这会导致测量结果的不确

定度大大增加；此外热线测量是单点测量，并且会

对流体产生干扰。本文采用一套可旋转ＴＲＰＩＶ

（ｔｉｍｅｒｅｓｏｌｖｅ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ｍａｇｅｖｅｌｏｃｉｍｅｔｒｙ）测试

系统来研究带肋旋转通道内流动特性。此套ＴＲ

ＰＩＶ测试系统采用小型的半导体激光器，并用自

制夹具将其和高速相机固定在旋转实验台上同步

旋转，实现精确测量。

１　实验装置和方法

１１　实验台

实验台模型图如图２所示，该实验台采用垂

直轴设计，旋转直径为２ｍ，设计最大转速为５００

ｒ／ｍｉｎ。它包括动力系统、供气系统、动静转换系

统、数据采集系统、ＴＲＰＩＶ 测试系统、实验段。

实验段可绕垂直空心轴旋转，由Ｚ２６１型直流电

机为实验台提供旋转的动力，根据实验要求，可以

通过ＥＵＲＯＴＨＥＲＭ５９０Ｃ型控制器调节直流电

机工作电压实现电机连续平滑调速，实验段和

ＴＲＰＩＶ测试系统固定在一个旋转臂上，而另一

个臂上也会加上相同质量的配重来保持平衡。

由ＲＨＧ５２０型离心风机产生的气体经过温

度控制系统，达到降温并保持温度的目的，然后将

Ｌａｓｋｉｎ喷嘴粒子发生器所喷射的示踪粒子和空

气混合均匀，通过浮子流量计控制空气流量；在旋

转实验段入口处设计安置了整流装置，由蜂窝段

和整流格栅组成，结构如图３所示，目的是消除因

气流在前段曲折管道中产生的二次流影响，使得

进口处气流湍流度小于１％。使用网线滑环进行

动静转换，将照片信息稳定，不失真地传输到计算

机进行保存。

图２　旋转实验台模型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图３　整流装置

Ｆｉｇ．３　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ｒｄｅｖｉｃｅｓ

１２　实验段

图４展示的是实验段的几何图，实验段总长

为７２０ｍｍ，进口与旋转轴的距离为２１１ｍｍ，实验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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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实验段

Ｆｉｇ．４　Ｔｅｓｔｓｅｃｔｉｏｎ

段的截面为８０ｍｍ×８０ｍｍ的正方形，犡 代表流

向，肋片高度为８ｍｍ，肋高占通道截面的比例，即

阻塞比为０．１，第１对肋布置在离进口１２０ｍｍ

处，往后每对肋之间距离为８０ｍｍ，即肋间距

犘／犲＝１０，共有７对肋。为了消除进口和出口效

应的影响，实验中拍摄的区域为第２对到第６对

肋，此外图中还标注了旋转坐标系，旋转方向以及

所对应的前后缘面。

表１列出了该实验的实验参数，其中雷诺数

犚犲＝１００００，旋转数犚ｏ 大小从０变化到０．５２，两

者的定义如下：

犚犲＝
ρ犝０犇

μ

（１）

犚ｏ＝
Ω犇
犝０

（２）

其中Ω是旋转的角速度，犝０ 是主流的相对速度，犇

是通道的水力直径。对于ＴＲＰＩＶ系统，放大倍数

（犕）为１２．８像素／ｍｍ，曝光时间设置为１００μｓ，跨

帧时间为１５６μｓ，图像分辨率为１０２４像素×１０２４

像素。为了保证速度结果的收敛性，当前实验工况

下每次拍摄１００００张图片以上以保证收敛。

表１　实验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参数 数值

犚犲 １０００

犚ｏ ０，０．１３，０．２６，０．３９，０．５２

拍摄张数 ＞１００００

跨帧时间／μｓ １５６

阻塞比 ０．１

　　然而因为连续激光发射出的是辐射的片状

光，其光强会随着流向远离镜头而逐渐衰减，导致

粒子拍摄不清晰，无法在一次拍摄情况下将两肋

之间整个通道区域拍摄完全，为解决这个问题，在

拍摄的时候分两次进行：如图５中的位置１和位

置２，这两块区域有重叠部分，之后再通过自行开

发的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的数据裁剪拼接技术将两幅

图片的数据拼接在一起。

图５　拍摄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ｈｏｔｏ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图６　用热线和ＴＲＰＩＶ测量的主流速度型（犡／犇＝５）

Ｆｉｇ．６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ｗｉｔｈｈｏｔｗｉｒｅａｎｄＴＲＰＩＶ

（犡／犇＝５）

此外，为了验证当前ＴＲＰＩＶ测试技术的可

用性，在非旋转光滑方通道中，将文献［１８］中热线

获得的数据与图６所示的ＴＲＰＩＶ获得的数据进

行比较。在静态条件下，当雷诺数都为１５０００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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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犡／犇＝６．５时测量主流速度，通过比较，两

者的速度型吻合度较高，验证了ＴＲＰＩＶ测量在

当前工作中的可靠性。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主流速度

移动相机和激光的位置，对第２～６对肋之间

的区域（２．５≤犡／犇≤６．５）在不同旋转数下进行

拍摄，经过软件处理和拼接之后得到速度场如图

７所示，其中犢／犲＝０代表前缘面，犢／犲＝１０代表

后缘面。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肋后侧局部区域发

生了流动分离，在前后缘面分别出现了分离涡，并

在这个区域形成了一个低速流动区，由于旋转效

应的影响，作为旋转附加项的哥氏力必须要考虑，

图７　不同旋转数下沿程速度云图

Ｆｉｇ．７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犚ｏ

哥氏力的定义如下：

犳ｃｏｒ＝－２Ω×犝 （３）

式中犝 为流向的平均速度。

哥氏力会通过修正主流速度型以及流场中前

后缘面的涡系结构影响流动。

首先观察不同转速条件下相同肋之间的速度

场，随着转速的增加，主流速度型偏向后缘面，前

缘面附近的涡结构面积变大，流向长度被拉长；而

后缘面附近的涡结构面积被压缩，流向长度也变

短，在犚ｏ＝０．５２时，前缘面涡结构流向长度甚至

是后缘面的２倍。这主要是因为主流引起的哥氏

力方向朝向后缘面，哥氏力的存在抑制了后缘面

附近的涡结构，导致了后缘面涡结构的流向分离

长度缩短，对前缘面来说现象是相反的。随着转

速的不断提高，哥氏力也随之增强，前后缘面再附

着点差异变得越来越明显。然后再观察相同转速

条件下沿程的速度场，静止时（犚ｏ＝０），速度场及

涡系均呈对称分布，并重复流动分离，再附着这个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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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随着转速的增加，沿程的前后缘面涡结构

面积和流向长度基本保持不变，这主要是由于哥

氏力只与转速和主流速度有关，而两者沿程均不

变，所以在不同流向位置哥氏力的大小都一样。

２２　速度矢量及雷诺切应力云图

旋转效应极大地改变了湍流的性质，在雷诺

时均ＮＳ方程中，包括雷诺切应力狌′狏′，沿犡和犢

方向的湍流正应力狌′狌′，狏′狏′，雷诺切应力可以理

解为速度不同的流体层由于脉动引起的动量传递

产生的切应力，本文将讨论旋转引起的哥氏力对

雷诺切应力的影响。

图８是不同旋转数下同一区域（第４、５对肋

之间）的雷诺应力云图，可以明显看出，静止时雷

诺应力分布对称，而肋产生的二次流旋向相反，导

致符号相反。随着旋转数从０增加到０．５２，前、

后缘面的雷诺切应力分布发生了明显改变，而肋

的阻碍产生的自由剪切层是雷诺切应力的主要来

源，在后缘面该高湍流度区域几乎横跨整个肋间

距。对于前缘面来说，随着旋转数的升高，雷诺剪

切强度逐渐减弱，最大旋转数时的雷诺切应力极

值只有静止时的４１％，该结果与文献［１６］较为吻

合。这是由于肋所引起的二次流、主流所引起的

哥氏力全都指向后缘面，并不能很好的提升该区

域的剪切强度而导致的。同时，对于后缘面来说，

随着旋转数升高剪切强度变得越来越强。其沿流

向的变化趋势为：沿流向剪切强度先变得越来越

强，然后达到了一个局部的最强剪切区域，当靠近

下一对肋时，剪切强度又变弱。后缘面发生的这

种现象是由于主流引起哥氏力指向后缘面，而由

于肋的阻挡而产生的二次流指向前缘面。这会造

成该区域内局部强烈的剪切效应，与静止条件相

比提升了后缘面附近的剪切强度。

图９为旋转数为０．５２时沿程的雷诺应力和

速度矢量图，可以看出各对肋之间的雷诺切应力

极值基本保持不变，只是越往下游极值的区域会

变大，原因如上文所述，哥氏力会使前缘面附近流

图８　不同旋转数下第４、５对肋之间雷诺切应力云图

Ｆｉｇ．８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ｓ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犚ｏ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４ｔｈａｎｄ５ｔｈｒｉｂｓ

图９　第３、６对肋之间雷诺切应力和速度矢量图（犚ｏ＝０．５２）

Ｆｉｇ．９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ｅｃｔｏｒ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３ｒｄａｎｄ６ｔｈｒｉｂｓ（犚ｏ＝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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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稳定，使后缘面附近流动失稳［１９］，这种影响会

沿程发展，从速度矢量图也可以发现，肋后的二次

流在变大，再附点位置越来越后，最终使得几乎整

个肋间距内的剪切强度都保持较大值。

２３　再附点位置

上文中已经多次提到再附点，文献［２０］的研

究表明再附点及其之后区域换热效果要优于前面

回流区，即肋后涡再附点的位置可以大致判断换

热的好坏，因此准确把握再附着点的位置对于优

化涡轮叶片内冷通道的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再附点定义是壁面剪切应力τｗ＝０的点，也

即速度梯度为０，图１０为不同旋转数下第４、５对

肋之间再附点位置分布图，可以看出再附点位置

和涡系结构有很大的关联，具体的原因上文已经

解释。静止时前缘面（ＬＳ），后缘面（ＴＳ）再附点的

位置基本一致，旋转后再附点在前、后缘面有相反

的变化规律：随着转速的增加，前缘面再附着点不

断向下游移动，这表明前缘面附近涡系结构变大；

相比之下，尾侧再附着点不断向上游移动，涡系结

构尺寸不断减小。前缘面再附点位置增加的速率

明显快于后缘面的减小，在最大转速时，前者约为

后者的２．６倍。

图１０　不同旋转数下第４、５对肋之间再附点位置图

Ｆｉｇ．１０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ｐｏｉ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４ｔｈａｎｄ５ｔｈｒｉｂ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犚ｏ

３　结　论

本文利用ＴＲＰＩＶ技术对旋转带肋直通道内

的湍流流动进行研究，并对实验台进行改造使其

拍摄区域增加，研究流动沿程的变化，得到了以下

几点结论：

１）旋转产生的哥氏力对带肋通道内流动有

显著影响。在静止情况下，前、后缘面附近涡系结

构对称分布；随着转速的增加，主流速度型偏向后

缘面，前缘面涡系结构不断增大，而后缘面正好相

反，并且这种趋势沿程会继续发展，前缘面涡系结

构流向长度甚至是后缘面的２倍。

２）雷诺切应力分布表明，旋转对其有影响。

旋转效应会使前缘面附近的雷诺切应力变得越来

越弱，而后缘面则相反。沿程各对肋之间的雷诺

切应力极值基本保持不变，越往下游极值的区域

会变大。

３）静止时前、后缘面再附点的位置基本一

致，随着转速的增加，前缘面再附着点不断向下游

移动，而后缘面则相反。

参考文献：

［１］　ＣＯＨＥＮＨ，ＲＯＧＥＲＳＧＦＣ，ＳＡＲＡＶＡＮＡＭＵＴＴＯＯＨＩ

Ｈ．Ｇａｓｔｕｒｂｉｎｅｔｈｅｏｒｙ［Ｍ］．４ｔｈ．Ｌｏｎｄｏｎ：Ｌｏｎｇｍａｎ，１９９６．

［２］　ＳＵＮＤＥＮＢ，ＸＩＥＧ．Ｇａｓｔｕｒｂｉｎｅｂｌａｄｅｔｉｐ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ｎ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ａ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ｕｒｖｅｙ［Ｊ］．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３１（７）：５２７５５４．

［３］　ＹＡＮＧ Ｗｅｎｊｉｅ，ＺＨＡＮＧ Ｎｅｎｇｌｉ，ＣＨＩＯＵ Ｊ．Ｌｏｃａｌ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ｎａ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ｓｅｒｐｅｎｔｉｎｅｆｌｏｗｐａｓｓａｇ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１９９２，１１４（２）：３５４３６１．

［４］　ＨＡＮＪＣ，ＺＨＡＮＧＹｉｍｉａｏ，ＫＡＬＫＵＥＨＬＥＲＫ．Ｕｎｅｖｅｎ

ｗａｌ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ｌｏｃａｌ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ｎａｒｏｔａｔｉｎｇ

ｔｗｏｐａｓｓｓｑｕａｒ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ｗｉｔｈｓｍｏｏｔｈｗａｌｌ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１９９３，１１５（４）：９１２９２０．

［５］　ＰＡＲＳＯＮＳＪＡ，ＨＡＮＪＣ，ＺＨＡＮＧ Ｙｉｍｉａｏ．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ｍｏｄｅ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ａｌｌｈｅ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ｎｌｏｃａｌ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ｎａ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ｔｗｏｐａｓｓｓｑｕａｒ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ｗｉｔｈ９０°ｒｉｂ

ｔｕｒｂｕｌａｔｏｒ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ｔａｎｄ Ｍａｓ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１９９５，３８（７）：１１５１１１５９．

［６］　ＨＡＮＪＣ．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ｎｄ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ｒｅｃ

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ｗｉｔｈｒｉｂｔｕｒｂｕｌａｔｏ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１９８８，１１０（２）：３２１３２８．

［７］　ＰＡＲＫＪＳ，ＨＡＮＪＣ，ＨＵＡＮＧＹ，ｅｔａｌ．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ｆｉｖ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ｃｈａｎ

ｎｅｌｓｗｉｔｈ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ａｎｇｌｅｄｒｉｂ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ＨｅａｔａｎｄＭａｓ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１９９２，３５（１１）：２８９１２９０３．

［８］　ＨＡＮＪＣ，ＯＵＳ，ＰＡＲＫＪＳ，ｅｔａｌ．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

ｆｅｒｉｎ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ｏｆｎａｒｒｏｗａｓｐｅｃｔｒａｔｉｏｓｗｉｔｈｒｉｂ

ｔｕｒｂｕｌａｔｏｒ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ｔａｎｄ Ｍａｓ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１９８９，３２（９）：１６１９１６３０．

［９］　ＷＡＧＮＥＲＪＨ，ＪＯＨＮＳＯＮＢＶ，ＨＡＪＥＫＴＪ．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

ｆｅｒｉｎ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ｐａｓｓａｇｅｓｗｉｔｈｓｍｏｏｔｈｗａｌｌｓａｎｄｒａｄｉａｌｏｕｔ

ｗａｒｄｆｌｏｗ［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ｕｒｂ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１９９１，１１３（１）：

４２５１．

［１０］　ＷＡＧＮＥＲＪＨ，ＪＯＨＮＳＯＮＢＶ，ＧＲＡＺＩＡＮＩＲＡ，ｅｔａｌ．

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ｎ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ｓｅｒｐｅｎｔｉｎｅｐａｓｓａｇｅｓｗｉｔｈｔｒｉｐｓ

ｎｏｒｍａｌｔｏｔｈｅｆｌｏｗ［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ｕｒｂ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１９９２，

１１４（４）：８４７８５７．

［１１］　由儒全，李海旺，魏宽，等．旋转光滑直通道湍流流动二维

热线实验［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１７，３２（７）：１５７７１５８４．

９５



航　空　动　力　学　报 第３６卷

ＹＯＵＲｕｑｕａｎ，ＬＩＨａｉｗａｎｇ，ＷＥＩＫｕａｎ，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ｏｆ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ｆｌｏｗｉｎ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ｓｍｏｏｔｈｃｈａｎｎｅｌｕｓｉｎｇｔｗｏｄｉ

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ｈｏｔｗｉｒ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７，

３２（７）：１５７７１５８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ＬＩＯＵＴ Ｍ，ＨＷＡＮＧＪＪ．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ｕｇ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ｆｕｌｌ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ｈａｎｎｅｌ

ｆｌｏｗ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１９９２，１１４（１）：５６６４．

［１３］　ＬＯＣＫＥＴＴＪＦ，ＣＯＬＬＩＮＳＭＷ．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

ｔｒｙ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ｒｉｂ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ｎ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ｆｌｏｗ

［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ｔａｎｄＭａｓ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１９９０，３３

（１１）：２４３９２４４９．

［１４］　ＩＳＬＡＭＳ Ｍ，ＨＡＧＡ Ｋ，ＫＡＭＩＮＡＧＡ Ｍ，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ｆｌｏｗ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ａｆｕｌｌｙｄｅｖｅｌ

ｏｐｅｄｒｉｂｒｏｕｇｈｅｎｅｄ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ｃｈａｎｎｅｌｗｉｔｈＰＩＶ［Ｊ］．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ｉｎＦｌｕｉｄｓ，２００２，３３（２）：２９６３０６．

［１５］　ＣＯＬＥＴＴＩＦ，ＣＲＥＳＣＩＩ，ＡＲＴＳ Ｔ．ＴｉｍｅｒｅｓｏｌｖｅｄＰＩＶ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ｆｌｏｗｉｎ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ｒｉｂｒｏｕｇｈｅｎｅ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ｗｉｔｈＣｏｒｉｏｌｉｓａｎｄｂｕｏｙａｎｃｙｆｏｒｃｅｓ［Ｒ］．ＡＳＭＥＰａ

ｐｅｒＧＴ２０１２６９４０６，２０１２．

［１６］　ＣＯＬＥＴＴＩＦ，ＭＡＵＲＥＲＴ，ＡＲＴＳＴ，ｅｔａｌ．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ｉｎ

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ｒｉｂｒｏｕｇｈｅｎｅｄｃｈａｎｎｅｌ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ｍａｇｅｖｅｌｏｃｉｍｅｔｒｙ［Ｊ］．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ｉｎ Ｆｌｕｉｄｓ，

２０１２，５２：１０４３１０６１．

［１７］　ＨＥＣｈｕａｎｇｘｉｎ，ＬＩＵＹ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ＰＥＮＧＤｉ，ｅｔ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

ｍｅｎｔｏｆｆｌｏｗ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ｂｅｈｉｎｄａｗａｌｌ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ｓｑｕａｒｅｒｉｂｕｓｉｎｇＴＳＰ，ＰＩＶａｎｄｓｐｌｉｔｆｉｂｅｒｆｉｌｍ

［Ｊ］．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ｉｎＦｌｕｉｄｓ，２０１６，５７（１１）：１６５１８３．

［１８］　魏宽．旋转光滑直通道入口段主流以及二次流特性实验研

究［Ｄ］．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２０１７．

ＷＥＩＫｕ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ｆｌｏｗｉｎｔｈｅ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ａ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ｓｍｏｏｔｈ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ｄｕｃｔ［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１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Ｋ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ＲＳＥＮＲ，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ＨＩ．Ｄｉｒｅｃｔ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ｏｗ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ｎｕｍｂｅｒ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ｆｌｏｗｉｎａｒｏｔａｔｉｎｇ

ｃｈａｎｎｅ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１９９３，２５６：１６３１９７．

［２０］　ＷＡＮＧＬ，ＳＵＮＤＥＮＢ．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ｌ

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ｎａｓｑｕａｒｅｄｕｃｔ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ａｎｄｔｒｕｎ

ｃａｔｅｄｒｉｂｓ［Ｊ］．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２００５，１８（３）：

１７９１９７．

（编辑：李岩梅、张　雪）

０６



第３６卷 第１期

２０２１年 １月

航空动力学报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犲狉狅狊狆犪犮犲犘狅狑犲狉

Ｖｏｌ．３６ Ｎｏ．１


Ｊａｎ．２０２１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０５５（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６１０９　　　　　　　　犱狅犻：１０．１３２２４／ｊ．ｃｎｋｉ．ｊａｓｐ．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８

斜劈式翼型扰流柱冷却通道流动与

换热数值研究

贾　宁１，靳　伟１，武俊梅１，雷　蒋１，冀文涛２

（１．西安交通大学 航天航空学院 机械结构强度与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西安７１００４９；

２．西安交通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热流科学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安７１００４９）

摘　　　要：基于ＮＡＣＡ翼型和斜劈式纵向涡发生器结构设计了一种新型斜劈式翼型扰流柱及其在冷却通

道内的排布形式，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对含有该种翼型扰流柱的涡轮叶片冷却通道流动换热特性进行了研究，

得到了流场和温度场的详细特征及含有斜劈式翼型扰流柱冷却通道的换热能力。分析结果表明：斜劈式翼型

扰流柱有良好的强化换热效果。该翼型扰流柱的斜劈式结构可以在其尾缘后方形成持久而稳定的二次流纵

向涡，有助于加强流场的扰动作用，从而增强通道换热能力。

关　键　词：扰流柱；翼型；迎角；斜劈；流动换热特性；尾缘冷却

中图分类号：Ｖ２３１．１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１６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２０１７Ⅲ０００３００２７）

作者简介：贾宁（１９９５－），男，硕士生，主要从事涡轮叶片先进冷却技术研究。

通信作者：武俊梅（１９６６－），女，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强化传热传质等方面研究。Ｅｍａｉｌ：ｗｊｍｘｊｔｕ＠ｍａｉｌ．ｘｊｔｕ．ｅｄｕ．ｃｎ

引用格式：贾宁，靳伟，武俊梅，等．斜劈式翼型扰流柱冷却通道流动与换热数值研究［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２１，３６（１）：６１６９．ＪＩＡ

Ｎｉｎｇ，ＪＩＮＷｅｉ，ＷＵＪｕｎｍｅｉ，ｅｔ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ｆｌｏｗａｎｄ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ｂｅｖｅｌｅｄｐｉｎｆｉｎ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ｉｒｆｏｉ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ｉｎａｃｏｏｌｉｎｇｃｈａｎｎｅ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１，３６（１）：６１６９．

犖狌犿犲狉犻犮犪犾犻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犻狅狀狅狀犳犾狅狑犪狀犱犺犲犪狋狋狉犪狀狊犳犲狉狅犳犫犲狏犲犾犲犱狆犻狀犳犻狀狊

犫犪狊犲犱狅狀犪犻狉犳狅犻犾狆狉狅犳犻犾犲犻狀犪犮狅狅犾犻狀犵犮犺犪狀狀犲犾

ＪＩＡＮｉｎｇ
１，ＪＩＮＷｅｉ１，ＷＵＪｕｎｍｅｉ１，ＬＥＩＪｉａｎｇ１，ＪＩＷｅｎｔａｏ２

（１．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ｆｏ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Ｘｉａｎ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４９，Ｃｈｉｎａ；

２．ＭＯ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ｒｍｏＦｌｕｉ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Ｘｉａｎ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４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ＢａｓｅｄｏｎＮＡＣＡａｉｒｆｏｉ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ｂｅｖｅｌｅｄｖｏｒｔｉｃ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ａｎｏｖｅｌｂｅｖｅｌｅｄ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ＮＡＣＡｐｉｎｆｉｎ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ｏｏｌｉｎｇｃｈａｎｎｅｌｏｆｔｕｒｂｉｎｅ

ｂｌａｄｅｗｅ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ｆｌｏｗａｎｄ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ｉｓｐｉｎｆｉｎａｒｒａｙ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ｏｌｉｎｇｃｈａｎｎｅｌ．Ｔｈｅ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ｆｌｏｗａｎｄ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ｗｅ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ｗａｓａｌｓ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ｂｅｖｅｌｃｕｔｏｆｔｈｅｐｉｎｆｉｎｃａｎｐｒｏｄｕｃｅ

ｌａ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ｓｔａｂｌｅ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ｖｏｒｔｉｃｅｓｔ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ｏｆ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ｙｉｅｌｄｉｎｇａ

ｇｏｏ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ｏｏｌｉｎｇｃｈａｎｎｅｌ．



航　空　动　力　学　报 第３６卷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ｐｉｎｆｉｎ；ａｉｒｆｏｉ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ｔｔａｃｋａｎｇｌｅ；ｂｅｖｅｌｃｕｔ；

ｆｌｏｗａｎｄ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ｒａｉｌｉｎｇｅｄｇｅｃｏｏｌｉｎｇ

　　提高航空发动机推力的有效方法是提高涡轮

前燃气温度，有研究表明：涡轮前总温每提高

５５Ｋ，在发动机尺寸不变的情况下，其推力可提高

约１０％
［１］。但由于铸造涡轮叶片的金属材料的

热强度限制，必须通过有效的冷却技术来降低叶

片温度，为提高涡轮前燃气温度创造条件。扰流

柱是叶片尾缘内部冷却中常用的强化传热结构之

一，它可以增加冷却气流的湍流度，增大冷却通道

的换热面积，从而有效加强通道的换热能力。此

外，扰流柱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叶片的结构

强度［２］。

然而，在冷却通道内设置扰流柱会造成一定

程度的流动损失。在扰流柱冷却的相关研究中，

如何在强化换热效果的同时不引起流动阻力增加

太多是主要目标。而通过筛选优化扰流柱的几何

形状及其在通道内的布置形式是达到该目标的重

要途径。

国内外学者对于圆形扰流柱的相关研究较为

详尽，也已经应用于实际的叶片。但圆形扰流柱

后方尾迹区有明显的流动分离及涡脱落现象，使

得流动阻力较大。Ｊａｄｈａｖ等人
［３］用实验和数值

模拟的方法研究了圆形扰流柱对通道的流动换热

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圆形扰流柱的直径是影响

其换热能力和流动阻力最关键的因素；扰流柱的

流向间距对流动阻力影响更大，而换热能力与扰

流柱的横向间距相关度更高。已有的研究结果提

示扰流柱冷却设计必须同时考虑扰流柱构型及与

之匹配的排布。从改善圆形扰流柱表面的流动分

离现象入手，国内外学者对其他构型的扰流柱进

行了相关研究［４７］。Ｋｉｒｓｃｈ等人
［８］用实验方法研

究了叉排排布的椭圆形扰流柱对通道流动换热特

性的影响，表明降低扰流柱的表面曲率可以有效

抑制流动分离现象的产生。

那么，具有流线型外形的扰流柱一定对控制

通道内流动阻力的大幅提升是有好处的，但带来

的强化换热效果也值得关注。文献［９］用数值模

拟方法对多种不同形状（圆形、椭圆形、长椭圆形、

水滴形、柳叶刀形、ＮＡＣＡ翼型）的叉排扰流柱对

矩形通道内的流动换热特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

明，无迎角的ＮＡＣＡ翼型扰流柱确实可以增强通

道换热能力，但改善效果低于圆形扰流柱。如何

对ＮＡＣＡ翼型扰流柱设计进行改进以获得换热

强化和控制阻力增加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１　斜劈式翼型扰流柱及排布形式设计

１１　斜劈式翼型扰流柱的设计

ＮＡＣＡ翼型是由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

开发的一系列翼型，具有良好的气动特性，由于其

流线型外形，当气流流经翼型表面时，受到的流动

阻力较小，因此被广泛应用于飞机机翼和风机叶

片的设计中。

为了进一步改进翼型扰流柱的强化换热效

果，文献［１０１３］基于纵向涡发生器强化换热的思

路和研究成果，通过对翼型扰流柱的创新设计和

布置，在通道内产生纵向涡来强化换热。而Ｔｒａｎ

等人［１４］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空气流过楔形扰流元

的弦边产生了纵向涡，其强化换热效果要好于肋

柱。本文设计了一种斜劈式的翼型扰流柱，其除

了具有传统意义上的扰流强化传热作用外，还可

以使空气流过斜劈面的侧边时产生纵向涡，从而

更有效地强化通道内部的冷却换热效果。

本研究中使用的翼型是具有足够厚度来满足

结构强度要求的对称翼型ＮＡＣＡ００２１，犇代表翼型

的最大厚度；犮代表翼型的弦长，翼型的几何尺寸数

据来自公共领域航空软件（ＰＡＤＳ）
［１５］。据此构建

的基础翼型扰流柱如图１（ａ）所示。接着，将该扰

流柱通过斜切的方法转化为一种新型斜劈式翼型

扰流柱，斜切面通过基础翼型扰流柱顶面的前缘

和底面的尾缘，基础翼型扰流柱的下半部分保留

为斜劈式翼型扰流柱，如图１（ｂ）所示。斜切后，

斜劈式翼型扰流柱呈类似楔形的结构。

图１　翼型扰流柱的形状

Ｆｉｇ．１　Ｓｈａｐｅｏｆｐｉｎｆｉｎｓｏｆａｉｒｆｏｉｌｐｒｏｆｉ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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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斜劈式翼型扰流柱在冷却通道内的布置

翼型扰流柱在通道内的布置对强化换热效果

有很大影响。飞机机翼和自由来流间设置迎角是

为了增大升力，同时也带来了对流场的扰动。为

了进行对比，对翼型扰流柱进行了三种形式的排

布设计，分别称为排布形式Ａ、Ｂ、Ｃ，如图２所示，

翼型扰流柱采用成对布置的形式。排布形式 Ａ

基于基础翼型扰流柱未设置迎角；排布形式Ｂ在

排布形式Ａ的基础上，翼型前缘位置不变，但翼

型与来流之间有迎角α＝１０°；排布形式Ｃ采用斜

劈式翼型扰流柱，且与排布形式Ｂ相同。三种排

布形式均设置５排翼形扰流柱，点划线表示每种

排布形式在垂直于主流方向（横向）上都具有对称

性。主流方向间距 犡ｍ 与翼型弦长犮的比值

（犡ｍ／犮）为２，横向间距犛与翼型最大厚度犇 的比

值（犛／犇）为３。本研究中雷诺数由入口速度和通

道的水力直径计算得出，范围为１×１０４～４×１０
４。

图２　翼型扰流柱的三种排布形式

Ｆｉｇ．２　Ｔｈｒｅ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ｉｎｆｉｎａｒｒａｙｓ

基于翼型扰流柱横向排布的对称性，计算区

域选取如图３所示。这种对称形式是为了模拟图

４中真实涡轮叶片的尾缘冷却。冷却气流从左侧

的孔流入叶片尾缘通道，流经翼型扰流柱区域最

终从叶片尾缘的劈缝中流出。计算区域包括三部

分：入口延伸段、加热段与出口延伸段。犎 是计

算通道和翼型扰流柱的高度；犠 是计算区域的宽

度；犔１ 是计算区域的总长度，犔ｉ、犔和犔ｏ 分别是

入口段、加热段和出口段的长度。图３中，坐标系

的原点位于矩形通道入口底部的中点处，犡、犢、犣

轴方向分别代表通道轴线方向、宽度方向和高度方

向。表１给出了通道和翼型扰流柱的几何尺寸。

图３　数值模拟中使用的模型

Ｆｉｇ．３　Ｍｏｄｅｌｕｓｅｄｉ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图４　叶片冷却通道中的翼型扰流柱布局

Ｆｉｇ．４　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ｐｉｎｆｉｎ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ｏｌｉｎｇｃｈａｎｎｅｌｏｆｂｌａｄｅ

表１　冷却通道及翼型扰流柱的几何尺寸

犜犪犫犾犲１　犌犲狅犿犲狋狉犻犮犪犾狊犻狕犲狊狅犳犮狅狅犾犻狀犵犮犺犪狀狀犲犾犪狀犱狆犻狀犳犻狀狊

参数 数值

犇／ｍ ０．０１

犮／ｍ ０．０５

犔１／ｍ ２

犔／ｍ ０．５

犔ｉ／ｍ ０．４７５

犔ｏ／ｍ １．０２５

犠／ｍ ０．０６

犎／ｍ ０．０１２７

犛／犇 ３

犡ｍ／犮 ２

２　计算模型方法及验证

三维稳态质量、动量、能量守恒方程用于描述

通道内的流动换热。在湍流模型的验证方面，在

布置有传统圆形扰流柱的矩形通道内的流动换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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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相较于标准犽ε湍流模型、ＲＮＧ（ｒｅｎｏｒｍａ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犽ε 湍流模型、ＳＳＴ（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ｓｓ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犽ω 湍流模型，使用加强壁面函数的

ｒｅａｌｉｚａｂｌｅ犽ε湍流模型得到的结果与文献［１６］中

的实验结果最为接近，结果如图５所示。此外，

ｒｅａｌｉｚａｂｌｅ犽ε湍流模型可以更好地捕捉近壁面和

扰流柱周围的流动与换热特征。因此，本研究中选

择使用加强壁面函数的ｒｅａｌｉｚａｂｌｅ犽ε湍流模型。

图５　湍流模型的验证

Ｆｉｇ．５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ｌ

本研究还考虑了扰流柱和冷却气流之间的耦

合传热，将扰流柱区域设置为固体，材料为ＤＤ３

合金。ＤＤ３合金是一种镍基单晶高温合金，具有

很高的强度和良好的铸造性能，被广泛用于燃气

涡轮发动机叶片的制造。ＤＤ３合金的相关参数

由表２
［１７］给出。计算中扰流柱内部的导热方程和

冷却空气的质量、动量、能量守恒方程联立求解。

冷却空气使用在３００Ｋ的温度下的常热物性
［１８］。

表２　犇犇３合金的材料属性
［１７］

犜犪犫犾犲２　犕犪狋犲狉犻犪犾狆狉狅狆犲狉狋犻犲狊狅犳犇犇３犪犾犾狅狔
［１７］

材料属性 数值

密度／（ｋｇ／ｍ
３） ８２２０

比定压热容／（Ｊ／（ｋｇ·Ｋ）） ４３０

导热系数／（Ｗ／（ｍ·Ｋ）） １０．１

２１　边界条件

表３列出了在雷诺数犚犲＝１×１０４～４×１０
４

条件下的边界条件。值得说明的是，图２、图３显

示的翼型扰流柱排列方向是主流先撞击扰流柱前

缘的情况，为了进一步对比研究主流先撞击扰流

柱尾缘的扰流柱排列方向对通道流动换热特性的

影响，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通道的进出

表３　计算域使用的边界条件

犜犪犫犾犲３　犅狅狌狀犱犪狉狔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狅犳犮狅犿狆狌狋犪狋犻狅狀犪犾犱狅犿犪犻狀

边界 条件设置

入口（倒置时的出口）
由犚犲计算得出的

速度入口；均温３００Ｋ

出口（倒置时的入口） 压力出口，狆＝０

入（出）口段的顶面、底面、

两个侧面、加热段的两个侧面
对称边界

加热段的底面
恒热流密度；

无滑移边界

加热段的顶面 绝热；无滑移边界

口倒置后进行了模拟计算，结果标识为倒置工况。

２２　数据处理

由于应用了对称边界条件，实际的叶片通道可

以简化为一个具有很大宽度、很小高度的扁平通

道。因此对于这个扁平通道，当量直径犇ｈ 仅由通

道高度决定，不随通道宽度的变化而变化。即

犇ｈ＝２犎 （１）

　　雷诺数的定义为

犚犲＝
ρ狌犇ｈ

μ

（２）

式中ρ为空气的密度，ρ＝１．１７７ｋｇ／ｍ
３；狌为入口

速度（ｍ／ｓ）；μ为空气的动力黏度，μ＝１８．５×

１０－６Ｐａ·ｓ。

加热面的表面传热系数定义为

犺＝
狇

犜ｗ－犜ｂ
（３）

式中狇为加热面热流密度（Ｗ／ｍ
２）；犜ｗ 为加热面

的平均温度（Ｋ）；犜ｂ 为流体平均温度，即沿流向

的加热段横截面质量平均温度（Ｋ）。

努塞尔数定义为

犖狌＝
犺犇ｈ

κ
（４）

式中κ为空气的导热系数，κ＝０．０２５４Ｗ／（ｍ·Ｋ）。

通道内的流动阻力系数定义为

犳＝
２Δ狆犇ｈ

ρ狌
２犔

（５）

式中Δ狆为加热段内的压降（Ｐａ）。

２３　网格划分

使用基础翼型扰流柱的排布形式 Ａ和排布

形式 Ｂ，采用 ＡＮＳＹＳＭｅｓｈｉｎｇ生成混合网格。

由于斜劈式结构及其周边区域生成网格较为困

难，因此对于使用斜劈式翼型扰流柱的排布形式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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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采用了ＡＮＳＹＳＦｌｕｅｎｔＭｅｓｈｉｎｇＭｏｄｅ生成多

面体网格。生成的网格如图６所示，在翼型扰流

柱周围及近壁面区域生成了边界层网格。考虑到

湍流模型的适用性及网格质量的要求，网格的狔
＋

值约为３。

图６　计算域的网格划分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Ｇｒｉｄ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ｍａｉｎ

图７　网格独立性检验

Ｆｉｇ．７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ｉｄ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２４　网格独立性检验

在四套网格系统（网格数分别为９２万、１４８

万、１７１万、１９３万）下计算了犚犲＝１００００时，排布

形式Ａ加热面上的平均努塞尔数犖狌ａｖ来验证网

格独立性，结果如图７所示。当网格数超过１７１

万时，加热面上的平均努塞尔数趋于一个稳定值，

可以判断此时网格数不再影响计算精度，说明网

格数在１７１万左右基本可以获得网格独立解，因

此，在之后的计算过程中网格数均在１７１万左右。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翼型扰流柱对通道流场和温度场的影响

３．１．１　速度场分布

当流体流经每个扰流柱时，会在前缘区域生

成一个速度驻点，主流在驻点处分为两部分流过

扰流柱，此时扰流柱的表面会因流体黏性作用而

形成边界层。当流体流经曲率较大的扰流柱（如

圆形）表面时，会在接近尾缘处发生边界层分离，

从而形成涡脱落和较大的形状阻力。因此当扰流

柱为增强换热效果而增大流场扰动时，会不可避

免地带来一定的压力损失。而在本研究中，由于

翼型扰流柱的流线型外形，流动分离现象被有效

地抑制，从而减小了流动阻力。然而，扰流柱带来

的换热效果会由于流场扰动减小而相应地降低。

排布形式Ｂ相对于排布形式Ａ来说，其翼型扰流

柱与主流间存在一个迎角，扰动加强了，但需要将

迎角的大小控制在小于失速迎角的范围内以避免

产生较大的形状阻力。采用斜劈式翼型扰流柱的

排布形式Ｃ可以在排布形式Ｂ的基础上通过在

翼型扰流柱下游生成纵向涡进一步加强流场扰

动。流场计算结果如下。

图８是雷诺数为２５０００时，三种不同的翼型扰

流柱排布形式下在加热段高度犣ｈ＝６．３５ｍｍ（通道

高度的一半）处的截面上速度分布情况和翼型扰流

柱尾缘处速度矢量的局部放大图。其中雷诺数为

２５０００是航空发动机叶片冷却通道的典型工况之

一［１９］。从图中可以看到，对于排布形式Ａ，冷却气

体光滑地流过基础翼型扰流柱的两侧；而排布形式

Ｂ在每个翼型扰流柱接近尾缘处形成了一个低速

区域，并产生了轻微的边界层分离。比较来看，排

布形式Ｂ由于迎角的存在有效地增强了对流场

的扰动。对于排布形式Ｃ，流体流经翼型扰流柱

前半部分的两侧后漫上斜面并最终流过。

为了了解通道横截面上二次流情况，对于三

种排布形式，给出了在图８（ａ）所示的第一排翼型

扰流柱的正后方，也就是犡＝５７５ｍｍ的通道横截

面（截面犃）速度分布情况，如图９所示。从图中

可见，排布形式Ａ中的翼型扰流柱后方二次流大

致沿犢 方向，而排布形式Ｂ中迎角使得翼型扰流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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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犣ｈ＝６．３５ｍｍ横截面处速度分布图（犚犲＝２５０００）

Ｆｉｇ．８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犣ｈ＝６．３５ｍｍ（犚犲＝２５０００）

图９　犡＝５７５ｍｍ横截面处速度分布图

（犚犲＝２５０００，－１２０ｍｍ≤犢≤０ｍｍ）

Ｆｉｇ．９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犡＝５７５ｍｍ（犚犲＝２５０００，－１２０ｍｍ≤犢≤０ｍｍ）

柱后方产生了沿着±犣方向的冲向通道上顶面和

下底面的二次流，这对于局部位置的冷却是有好

处的。而在排布形式Ｃ中，斜劈式翼型扰流柱产

生的二次流较另外两种排布形式强得多，且有明

显的纵向涡产生，纵向涡对壁面边界层流体产生

卷绕作用，对于增强换热效果有很好的帮助。

为了深入了解排布形式Ｃ中生成的纵向涡

沿轴向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又选取了如图８（ａ）所

示的犅、犆三个不同位置的截面，比较排布形式Ｃ

中犃、犅、犆 三个不同截面的二次流速度矢量分

布，如图９（ｃ）和图１０所示。比较图９（ｃ）和图

１０（ａ），可以观察到由第一排一对犢 向对称布置

的斜劈式翼型扰流柱产成一对对称的纵向涡，通

过气流卷绕作用，从截面犃 到截面犅，一对纵向

涡的中心向彼此靠拢，犢 向影响区域扩大，强度稍

有减弱但涡型保持完整。与此同时第二排的翼型

扰流柱接力产生了新的纵向涡对，到截面犆 位

置，第二排翼型扰流柱产生的纵向涡与第一排翼

型扰流柱产生的纵向涡相互作用，犢 向气流卷吸

现象明显，第二排翼型扰流柱后方纵向涡强度很

大，而第一排翼型扰流柱后方纵向涡强度比截面

犅有所提高。说明相邻两排翼型扰流柱产生的纵

向涡在互相作用后，通道横截面的二次流持续性

更好，影响范围更宽、更均匀，极大地加强了对流

场的扰动作用。而这一现象同时会在后续的各排

翼型扰流柱之间继续接力，保持纵向涡的强度和

横向覆盖度。这说明本文设计的斜劈式翼型扰流

柱阵列可以在冷却通道中产生稳定和持久的纵向

涡，且在横向的影响范围宽广，对整个通道内加热

面上的边界层产生强烈的扰动，这对于增强对整

个加热壁面的冷却效果、提高壁面温度分布的均

匀性有重要意义。

图１０　排布形式Ｃ中犡＝６２５，６７５处两个横截面的

速度分布图（犚犲＝２５０００，－１２０ｍｍ≤犢≤０ｍｍ）

Ｆｉｇ．１０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犡＝６２５，６７５ｏｆ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Ｃ（犚犲＝２５０００，

－１２０ｍｍ≤犢≤０ｍｍ）

３．１．２　温度场分布

图１１（ａ）中展示了在雷诺数为２５０００时，相

同热流密度下，三种不同翼型扰流柱排布形式的

通道加热面上的温度场分布情况。图１１（ｂ）为单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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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翼型扰流柱附近区域温度分布的局部放大图。

如前文所述，本文考虑了翼型扰流柱内部的热传

导，因此翼型扰流柱底面温度也有不同。从图

１１（ａ）可以看出，与排布形式Ａ相比，排布形式Ｂ

中翼型扰流柱附近的低温区有所扩大和延伸，这

表示其换热效果优于前者。对于排布形式Ｃ，翼

型扰流柱后方的低温区明显增大且连接成片，这

是由通道内纵向涡带来的强化换热效果。尽管加

热面出现了较为狭长的高温条状区域，但加热面

整体的平均温度依然大幅下降。上述高温条状区

域可以通过优化斜劈式翼型绕流柱的迎角和图２

所示的横向间距犛来改善，而这也是本课题组的

后续工作之一。从图１１（ｂ）可以看出，翼型扰流

柱周围有明显的低温区，这是由于翼型扰流柱对

局部区域气流的扰动和翼型扰流柱作为扩展传热

面的内部导热所致。

图１１　加热面的温度分布图（犚犲＝２５０００）

Ｆｉｇ．１１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ｔｅｄｗａｌｌ

（犚犲＝２５０００）

３２　翼型扰流柱对通道换热能力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分析扰流柱的排布形式对通道换

热特性的影响，本文计算了布置有翼型扰流柱的

通道加热面上的平均努塞尔数和光滑通道加热面

的平均努塞尔数之比（犖狌ａｖ／犖狌０，ａｖ）以及三种通

道进出口倒置后的换热能力，该比值随雷诺数变

化的折线图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２　加热面平均努塞尔数比值随雷诺数的变化

Ｆｉｇ．１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Ｎｕｓｓｅｌｔｎｕｍｂｅｒｒａｔｉｏｏｎｈｅａｔｅｄ

ｗａｌｌ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ｎｕｍｂｅｒｓ

３．２．１　不同排布形式对通道换热能力的影响

从图１２中可以观察到，随着雷诺数增加，

犖狌ａｖ／犖狌０，ａｖ先减小后增大。当雷诺数在１．５×

１０４～２．０×１０
４ 的范围内时，犖狌ａｖ／犖狌０，ａｖ达到了

最小值。不同犚犲条件下，排布形式Ｂ的平均努

塞尔数比值高于排布形式 Ａ，说明基础翼型扰流

柱与主流间的迎角有效增加了通道内扰动及平均

换热效果；当雷诺数增加时，这种强化效果进一步

扩大。斜劈式翼型扰流柱的斜劈式结构产生了显

著的纵向涡，也带来非常显著的强化换热效果，所

以排布形式Ｃ的平均努塞尔数比值最大。

３．２．２　进出口倒置对通道换热能力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在翼型扰流柱陈列排布形式

不变时，将通道进出口倒置，研究了主流先撞击翼

型扰流柱尾缘时的通道流动换热特性，并与上述

主流先撞击翼型扰流柱前缘的研究结果进行对

比。结果表明：对于排布形式Ａ，进出口倒置后，

通道的平均努塞尔数比值低于正置的情况。这是

因为在没有设置迎角时，倒置工况下，气流掠过上

下翼面，在较凸的翼型前缘后形成较强的尾涡，导

致翼型扰流柱后方换热变差。但对于排布形式Ｂ

和Ｃ两种情况，进出口倒置后的通道内的换热效

果均优于正置时，这是因为迎角的设置导致主流

掠过翼型扰流柱时，横向相邻的翼型扰流柱之间气

流速度加快，抑制了较凸的翼型前缘附近的边界层

分离，而且增加了对整个流场其他区域的扰动，所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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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道进出口倒置工况换热高于正置工况。

３３　翼型扰流柱对通道流动阻力的影响

为了比较每种排布形式相对于光滑通道的流

动阻力增加程度，本文计算了布置有翼型扰流柱

的通道流动阻力系数（犳１）和光滑通道流动阻力系

数（犳０）之比，该比值随雷诺数变化的折线图如图

１３所示。

图１３　加热段阻力系数比值随雷诺数的变化

Ｆｉｇ．１３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ｒａｔｉｏｏｆｈｅａｔｅｄ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ｎｕｍｂｅｒｓ

３．３．１　不同排布形式对通道流动阻力的影响

结果表明，排布形式 Ａ 的阻力系数相对较

小，而排布形式Ｂ和Ｃ相对于排布形式 Ａ，其阻

力系数有显著提升。排布形式Ｃ的流动阻力大

于排布形式Ｂ，表明斜劈式翼型扰流柱的斜劈式

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流动阻力。

３．３．２　进出口倒置对通道流动阻力的影响

所有将进出口倒置的工况相对于正置时其流

动阻力都明显增大，这表明当气流先撞击到翼型

尾缘时，会在翼型前缘产生相对更为剧烈的边界

层分离，从而形成较大的形状阻力。在这些工况

中，排布形式Ｂ在倒置进出口后的流动阻力甚至

大于排布形式Ｃ正置时的流动阻力。考虑到倒

置进出口对强化换热效果的改善并不明显，本文

认为常规的正置方式是斜劈式翼型扰流柱更加理

想的使用方法。

结合换热能力与流动阻力两方面的研究结果

来看，尽管翼型扰流柱和主流间的迎角大小增加

了流场的扰动从而改善了换热效果，但该迎角带

来了更大的流动阻力。然而，斜劈式翼型扰流柱

的斜劈式结构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其换热

能力，从而提升其综合换热性能。这样，通过进一

步探究翼型扰流柱与主流间合适的迎角大小与其

在加热面上的间距等几何尺寸等参数，就有望获

得具有更好综合换热性能的设计。

４　结　论

本文基于ＮＡＣＡ００２１翼型及涡发生器原理，

提出了斜劈式翼型扰流柱及其排布形式的设计方

案，并利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了三种不同翼型

扰流柱排布形式下矩形冷却通道内的流动换热特

性。得到的结论如下：

１）本文设计的翼型扰流柱可以有效增强通

道换热能力。在翼型扰流柱和主流间设置迎角可

以强化通道换热效果，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流动

阻力增加。为了保证综合换热性能不下降，采用

新型斜劈式翼型扰流柱来产生二次流纵向涡，进

一步增强强化换热效果。

２）斜劈式翼型扰流柱阵列可以生成持久而

稳定的纵向涡从而强化通道换热能力，并为换热

面带来更加均匀、稳定的冷却效果。

３）在本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翼型扰流柱

与主流间合适的迎角大小与其在加热面上的间距

等几何尺寸等参数，有望获得具有更好综合换热

性能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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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二维流体动力学方程组，根据管道内流动力学相关特性以及管道输入端流场边界条件，提

出了修正耗散模型。相对于耗散模型，修正耗散模型考虑了管道输入端流场的影响，能够更精确地描述风洞

试验中管道效应对动态压力测量的影响。ＦＬ１４风洞动态压力试验也表明：管道间接测量的动态压力结果经

过修正耗散模型进行修正后，能够大幅度减少管道效应所带来的误差。在一定试验条件下，耗散模型修正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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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ｉｎｌｅｔｏｆｔｕｂｅ，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ｗａ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ｏｎｅ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ｓｐｅｅｄｏｆ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ｉｎｔｏａｃ

ｃｏｕｎｔｃａｎ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ｕｂｅ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ｏｒｅ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ｉｎｗｉｎｄ

ｔｕｎｎｅｌｔｅｓｔ．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ｉｎＦＬ１４ｗｉ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ａｌｓｏ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ｄｉｓｓｉｐａ

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ｃａｎｄｒａ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ｏｆ５３．４％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ｖｉａ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ｏ

６．６％ｖｉａ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ａｔｃｅｒｔａ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ｗｉ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ｔｅｓｔ；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ｕ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

　　动态压力测量是风洞试验中的一项重要内

容，其测量准确性直接关系到试验结果的精确性

和可靠性。一般情况下，动态压力测量时，动态压

力传感器的感应面直接置于流场中。但在某些特

殊情况下，比如动态测压点在飞行器舵面、舱门等

较薄构件上，这时动态压力传感器无法直接安装

在模型表面，需要在测压点和动态压力传感器之

间通过管道连接。管道两端的稳态压力相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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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压力不一致。这种由管道导致的输入端和输

出端动态压力发生变化的现象叫做管道效应。管

道效应的产生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动态压力是

以压力波的形式进行传播，由于波动方程是非线

性的，因此波形在传播过程中会发生变化；其次，

流体之间以及流体与管壁之间的黏性和热传导等

耗散作用也会使压力波在传播过程中改变波形；

另外，管道内流体本身存在一定的频率，当动态压

力频率和管道内流体频率一致时，会产生共振现

象，导致动态压力脉动幅值在某些频率范围内发

生改变。这些原因都会使动态压力传感器测量得

到的动态压力信号与测压孔处的实际动态压力信

号不一致，给动态测压试验结果带来较大误差。

国外对动态压力在管道内的传播机理做了大

量研究。Ｂｅｒｇｈ和 Ｔｉｊｄｅｍａｎ基于流体动力学微

分方程，并根据流体管道的传输特性推导了管道

系统频响函数的理论公式［１］（频响函数是测压管

道压力信号输出端和输入端在频域上的比值，动

态压力信号的畸变程度可以通过频响函数进行衡

量）；Ｉｒｗｉｎ等在测压管道中使用限制器的方法改

善了测压管路系统的频响函数［２］；Ｔｉｊｄｅｍａｎ和

Ｂｅｒｇｈ在风洞试验中发现来流风速对模型表面测

量动态压力的管道效应有很大影响，ＢｅｒｇｈＴｉｊｄｅ

ｍａｎ公式在风速 犕犪＞０．１时存在一定误差
［３］。

Ｇｕｍｌｅｙ在风工程测压试验中使用ＢｅｒｇｈＴｉｊｄｅ

ｍａｎ理论对管道效应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修正

方法［４５］；Ｈｏｌｍｅｓ等利用ＢｅｒｇｈＴｉｊｄｅｍａｎ理论对

测压管道系统进行了优化［６８］；Ｇｅｒｓｔｏｆｔ等将电路

模拟理论运用于风洞管路测压系统，取代了对流

体动力方程直接求解的方法［９］。Ｙｏｓｈｉｄａ等通过

试验研究了管道弯曲，弯曲位置以及弯曲截面面

积对管道效应的影响［１０１１］。

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对管道效应的影响进行了

研究。苏而皇［１２］以及蔡亦钢［１３］对管道动态分析

进行了研究，基于电路传输理论提出了流体管道

的耗散模型，并用矩阵传递关系来表达管路输入

与输出端的压力及流量关系，较递归式的Ｂｅｒｇｈ

Ｔｉｊｄｅｍａｎ方程，矩阵式的耗散模型运用起来更加

方便。另外，谢壮宁等对脉动风压测压管路系统

的动态特性进行了分析，并开发了相关分析程

序［１４１５］；周癶毅等基于耗散模型对单通道测压管

路系统进行了优化［１６］；马文勇等使用耗散模型以

及试验方法对测压管路信号的畸变及修正进行了

研究［１７］；王学等通过试验手段系统地研究了导压

管长度、内径、材质以及弯曲度等因素对动态压力

测量的影响并提出了低速风洞试验中管道效应的

修正方法［１８］。

国内外虽然对模型表面动态测压的管道效应

已有部分研究，但国外的研究所得到的ＢｅｒｇｈＴｉ

ｊｄｅｍａｎ递推公式非常复杂，使用起来比较繁琐。

而国内的研究主要依托于管道内流耗散模型，在

模型表面来流速度较小时，耗散模型可以较准确

的预测管道效应导致的动态压力振幅和相位的变

化，但在模型表面来流速度较大时，耗散模型存在

较大误差，因此耗散模型需要进一步修正和发展。

本文根据动态压力在管道内的传播特性，对

二维柱坐标流体动力学方程组进行简化，通过拉

普拉斯变换进行解析求解，得到管道动态压力输

入端和输出端之间的关系，复现了管道内流耗散

模型的推导过程，并考虑管道输入端流场的实际

边界条件，对耗散模型进行了修正，提出了修正耗

散模型。修正耗散模型考虑了管道输入端流场的

影响，能够更精确地描述风洞试验中导压管道对

动态压力测量的影响。中国空气研究与发展中心

ＦＬ１４风洞的试验表明：通过管道间接测量动态

压力情况下，修正耗散模型修正后的动态压力结

果要比耗散模型修正后的结果更精确。

１　理论建模

１１　耗散模型

如图１所示，测压点犃和传感器感受端面犅

之间通过管道连接，动态压力在细长管道内进行

传播，可以假设以下条件成立：①管道内流体只进

行层流运动，动态压力的脉动幅值相对于平均值

是小量；②流体在管道内的流动是周向对称的，周

向速度狌θ＝０；③管道内径尺寸远远小于动态压

力的扰动波长，轴向热传导相对于径向热传导可

以忽略不计；④压力在同一截面内均匀分布，即截

面内没有流动；⑤管道内壁不发生变形，管道可以

看作刚体。图中犞０ 为模型表面来流风速。

图１　使用导压管道测量动态压力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ｖｉａａｔｕｂｅ

根据动态压力在管道内传播的假设条件，考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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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黏性耗散以及热传导的流体动力学方程在二维

柱坐标下可以简化为

ρ

狋
＋ρ
狌狓

狓
＝０ （１）

狌狓

狋
＝－

１

ρ
·狆
狓
＋ν

１

狉
·
狉
狉
狌狓

（ ）［ ］狉
（２）

ρ
犲

狋
＝－狆·

狌狓

狓
＋
κ
狉
·
狉
· 狉

狉（ ）犜 ＋Φ

（３）

式中狉为径向半径自变量，狓为轴向自变量，狋为

时间自变量，ρ为流体密度，狌狓 为流体的轴向速

度，狆为压力，犲为比内能，犜 为温度，Φ为黏性导

致的能量耗散项，ν为运动黏度，κ为导热系数。

把动量方程（２）整理并进行拉普拉斯变换可

以得到


２犝狓

狉
２ ＋

１

狉
·犝狓
狉
－
狊

ν
犝狓＋

１

ρ狊
·犘
（ ）狓 ＝０

（４）

式中狊为拉普拉斯算子，犝狓 和犘 分别为轴向速度

与压力的拉普拉斯变换量。式（４）经过变量替换

可以转换为贝塞尔方程，再进行求解可以得到

犝狓 ＝犆１犑０犻狉
狊

槡（ ）
ν
＋犆２犢０犻狉

狊

槡（ ）
ν
－
１

ρ０狊
·犘
狓

（５）

式中犑０ 和犢０ 分别表示０阶贝塞尔函数和０阶诺

依曼函数，满足性质：犑０（０）＝１，犢０（０）＝－∞；

犻为虚数符号。轴向速度在狉＝０时为常数，因此

犆２＝０；而在狉＝狉０ 时（狉０ 为管道内半径），轴向速

度为０ｍ／ｓ，因此可以得到犆１＝
１

ρ０狊
·犘
狓

犑０·

犻狉０
狊

槡（ ）
ν
，通过边界条件可以得到

犝狓 ＝－
１

ρ０狊
·犘
狓
１－犑０犻狉

狊

槡（ ）
ν

犑０犻狉０
狊

槡（ ）［ ］
ν

（６）

在管道截面上对式（６）进行积分，可以得到体积流

量拉普拉斯变化量犙＝２π∫
狉
０

０
犝狓狉ｄ狉，则式（６）可

以表示为犙和犘 的关系式

犙＝－
π狉

２
０

ρ０
［狊１－２犑１犻狉

狊

槡（ ）
ν

犻狉０
狊

槡ν犑０犻狉０
狊

槡（ ）］
ν

犘

狓
（７）

式（７）中犘和犙 都是未知量，要求解式（７）必须另

外构建一个关于犘和犙 的关系式。

式（３）中的比内能犲使用温度表示为ｄ犲＝

犮犞ｄ犜（犮犞 为比定容热容），
狌狓

狓
使用连续方程（１）代

替，能量方程（３）可以表示为

犮犞ρ
犜

狋
＝
狆０

ρ０
·
ρ

狋
＋
κ
狉
·
狉
· 狉

狉（ ）犜 ＋Φ

（８）

能量方程中的耗散项Φ可以忽略，把多方气体状

态方程１

ρ０
·
ρ

狋
＝
１

狆０
·狆
狋
－
１

犜０
·犜
狋
与狆０＝犮犞犜０

（γ－１）ρ０ 代入式（８）


２犜

狉
２ ＋

１

狉
·犜
狉
－

犘狉

ν

犜

狋
－
γ－１

γ
·犜０
狆０
·狆
（ ）狋 ＝０ （９）

式（９）中犘狉＝μ犮狆／κ＝νργ犮犞／κ，犘狉为普朗特数，犮狆

为比定压热容，γ为比热比。对式（９）进行拉普拉

斯变化可以得到


２犜

狉
２ ＋

１

狉
·犜



狉
－

犘狉狊

ν
犜
－
γ－１

γ
·犜０
狆０（ ）犘 ＝０ （１０）

犜和犘 分别为温度和压力的拉普拉斯变换量。

式（１０）通过变量替换可以转化为贝塞尔方程，进

行求解得到

犜
＝犆１犑０犻狉

犘狉狊

槡（ ）
ν

＋犆２犢０犻狉
犘狉狊

槡（ ）
ν

＋

γ－１

γ
·犜０
狆０
犘 （１１）

在管道截面中心处温度梯度为０，即在狉＝０处，

犜


狉
＝０；管道可以认为处于等温条件，在管道内

壁处温度的扰动量为０，即在狉＝狉０ 处，犜
为０。

通过以上边界条件可以得到积分系数犆２＝０，

犆１＝
γ－１

γ
·犜０
狆０
犘犑０犻狉０

犘狉狊

槡（ ）
ν

，犜可以表示为

犜
＝
γ－１

γ
·犜０
狆０

［犘 １－犑０犻狉 犘狉狊

槡（ ）
ν

犑０犻狉０
犘狉狊

槡（ ）］
ν

（１２）

管道 截 面 的 平 均 温 度 可 以 表 示 为 犜
ａ ＝

２π∫
狉
０

０
犜狉ｄ狉

２π∫
狉
０

０
狉ｄ狉

（利 用 贝 塞 尔 函 数 关 系

ｄ

ｄ狓
［狓犿犑犿（狓）］＝狓

犿犑犿－１（狓），犿为整数）可以得到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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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
ａ ＝

γ－１

γ
·犜０
狆０
犘 １－

２犑１犻狉
犘狉狊

槡（ ）
ν

犻狉０
犘狉狊

槡ν犑０犻狉０
犘狉狊

槡（ ）

熿

燀

燄

燅ν

（１３）

管道内截面流量的空间导数为

狇

狓
＝


狓∫
狉
０

０
狉狌狓ｄ（ ）狉 （１４）

狌狓 使用连续性方程式（１）替代，再通过状态方程

１

ρ０
·
ρ

狋
＝
１

狆０
·
狆

狋
－
１

犜０
·犜
狋
消去密度项，可以进

一步得到

狇
狓
＝－
π狉

２
０

狆０
·狆
狋
＋
π狉

２
０

犜０
·犜ａ
狋

（１５）

对式（１５）进行拉普拉斯变换可以得到

犙

狓
＝－狊

π狉０
２

狆０
犘＋狊

π狉０
２

犜０
犜
ａ （１６）

犜
ａ 使用式（１３）进行替换，可以得到另一个犙和

犘 的关系式

犙

狓
＝－狊

π狉
２
０

狆０γ
·

１＋２（γ－１）·
犑１犻狉０

犘狉狊

槡（ ）
ν

犻狉０
犘狉狊

槡ν犑０犻狉０
犘狉狊

槡（ ）

熿

燀

燄

燅ν

犘

（１７）

　　联立式（７）和式（１７）可以得到关于犙和犘 的

微分方程组

犙

狓
＝－犣（狊）犘

犘

狓
＝－犢（狊）

烅

烄

烆
犙

（１８）

其中犢（狊）和犣（狊）分别表示为

犢（狊）＝狊
π狉０

２

狆０γ
·

　 １＋２（γ－１）
犑１犻狉０

犘狉狊

槡（ ）
ν

犻狉０
犘狉狊

槡ν犑０犻狉０
犘狉狊

槡（ ）

熿

燀

燄

燅ν

犣（狊）＝
ρ０狊

π狉
２
０

１－

２犑１犻狉０
狊

槡（ ）
ν

犻狉０
狊

槡ν犑０犻狉０
狊

槡（ ）

熿

燀

燄

燅ν

－

烅

烄

烆

１

（１９）

求解式（１８）可以得到

犘＝犆１犲槡
犣犢狓
＋犆２犲

－槡犣犢狓

犙＝
犣

槡犢（犆１犲
槡犣犢狓 －犆２犲

－槡犣犢狓
烅

烄

烆
）

（２０）

式（２０）中，犆１ 与犆２ 为积分常数，可以通过边界条

件进行确定。拉普拉斯变换算子狊如果使用犻ω

表示，即狊＝犻ω（ω为傅里叶变换中的圆频率），则

拉普拉斯变换等价于傅里叶变换，则拉普拉斯变

量犘和犙 表示频率为犳＝ω／２π时的脉动幅值。

在导压管道入口处（图１中犃处）狓＝０，动态

压力和动态流量的脉动幅值分别为犘＝犘犃、犙＝

犙犃；而在犅处，也就是管道输出端狓＝犾０ 时，动态

压力和动态流量动态幅值分别为犘＝犘犅、犙＝

犙犅，则求解式（２０）可以得到

犘犃（ω）

犙犃（ω
［ ］）＝

ｃｈΓ（ω） －犣０（ω）ｓｈΓ（ω）

－
ｓｈΓ（ω）

犣０（ω）
ｃｈΓ（ω

熿

燀

燄

燅
）

·
犘犅（ω）

犙犅（ω
［ ］）

（２１）

式（２１）中Γ（ω）为犾０ 犢（ω）·犣（ω槡 ），犣０（ω）为

犣（ω）／犢（ω槡 ），式（２１）中管道输入端与输出端压

力以及流量之间的关系就是耗散模型。本文通过

二维柱坐标所得到的耗散模型与文献［１３］中通过

电路传输理论所得到的耗散模型完全一致。

如果在管道输出端犅 处装有动态压力传感

器，则其流量犙犅 为０，代入式（２１）可以得到管道

入口端犃处的动态压力与犅 处传感器测量得到

动态压力在频域上的关系，也就是频响函数

犎（ω）＝
犘犅（ω）

犘犃（ω）
＝

１

ｃｈΓ（ω）
（２２）

　　带有管道测量得到的动态压力时域值犘犅（狋）

经过傅里叶变换到频域犘犅（ω），再通过耗散模型

也就是式（２２）进行修正得到修正后的频域值

犘犃（ω），最后通过傅里叶逆变换可以得到修正后

的动态压力时域值犘犃（狋）。

１２　修正耗散模型

耗散模型的使用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模型表

面也就是导压管道输入端流速较小时，耗散模型

比较精确，许多研究结果对此进行了验证［１４１８］。

但在测量管道外面存在一定流速时，耗散模型会

带来一定误差。

如图２所示，速度为犞０ 的来流在流经模型表

面时，设来流本身的动态压力为狆犻，在动态压力

传感器感受端面和模型表面平齐情况下，传感器

测量得到的动态压力狆犻。如果模型表面存在导

压管道，则来流经过管道孔口后，流线会发生弯

曲，导致管孔内部流体的动态压力发生改变。管

道孔口处流体的动态压力的改变量并不是恒定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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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是随着位置变化的，因此不妨设孔口处流体

压力为狆′犻＝狆犻＋Δ狆犻犳（θ，狓，狉），则管道内壁上动

态压力改变量为Δ狆犻犳（θ，狓，狉０），θ为管孔径向角

度，犳（θ，狓，狉）为孔口处流体压力改变量的分布函

数，此分布函数为无量纲数，只与孔口附近压力点

位置相关，Δ狆犻 表示管道孔口处流体压力均值与

外流动态压力之差。

图２　模型表面存在切向流速时的流线图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ｓ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ｍｏｄｅｌｔｕｂｅ

如图３所示，在模型表面管道孔口处取半径

为狉０，长度为ｄ狓的柱状流体微元作为分析对

象，狉０ 为管道内径，长度ｄ狓可以表示为ｄ狓＝

犝０ｄ狋，犝０ 为孔口处管道轴向平均速度，ｄ狋为时间

微元；所取的柱状流体微元与流体进出孔口的

速度犝０ 相关，如果犝０ 大于０，也就是流体从外

流进入管道内，则柱状流体微元位于孔口外侧；

如果犝０ 小于０，也就是流体从管道外进入外流，

则柱状流体微元位于孔口内侧。在模型表面切

向方向，柱形流体微元使用积分形式的动量方

程可以得到


犞

ρ
狏

狋
ｄ犞 ＝－Δ狆犻犛

犳（狓，θ，狉０）ｄ犛 （２３）

式（２３）中狏表示柱状流体微元中质点平行于模型

表面来流犞０ 方向的速度。犞 表示圆柱流体微元

的体积，犛表示圆柱微元柱面面积。Δ狆犻 是孔内

平均压力减去外流压力，方向是轴向向外。

图３　孔口处流体分析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ｆｌｕｉｄｉｎｔｈｅｉｎｐｕｔｏｆｔｕｂｅ

　　由于动态压力相对于平均压力是小量，因此

流体密度可以近似为ρ０，则柱状流体微元的体积

可以近似表示为：π狉
２
０ρ０犞０ｄ狋。在来流方向上，如

果管道内压力小于管道外压力，也就是犝０＞０，则

柱形流体由管道外进入管道内，由于管壁的约束

作用，流体切向速度由犞０ 减少到０；如果管道内

压力大于管道外压力，也就是犝０＜０，流体由管道

内进入管道外，在外流作用下，切向速度由０变成

犞０。无论柱状流体由管道外进入管道内，还是由

管道内进入管道外，切向流体速度的改变量为

犞０。柱状流体微元动量的改变量的方向决定于

管道轴向流速犝０，与孔口内外压力差Δ狆犻方向相

反。因此式（２３）左侧切向流体速度对时间的微分

项狏

狋
使用差分进行近似，式（２３）左侧可以近似表

示为
犞

ρ
狏

狋
ｄ犞 ≈－π狉

２
０ρ０犝０犞０，代入式（２３）可以

得到Δ狆犻的关系式

Δ狆犻＝
π狉

２
０ρ０犝０犞０

犛
犳（θ，狓，狉０）ｄ狊

（２４）

　　在孔口处（也就是狓＝０处），动态压力均值

可以表示为狆犻′＝狆犻＋

Δ狆犻犛犃

犳（θ，０，狉）ｄ犛

π狉
２
０

，犛犃 表

示孔口犃处的截面面积。动态压力改变量Δ狆犻使

用式（２４）代替，犝０ 使用式（６）求管道截面平均得

到犝０ ＝犙犃／π狉
２
０。引入一个需要标定的无量纲参

数犪＝
犛犃

犳（θ，０，狉）ｄ犛

犛
犳（θ，狓，狉０）ｄ犛

，可以得到狓＝０处的边界

条件为

犘＝犘犃＋犪ρ０
犙犃

π狉
２
０

犞０

犙＝犙

烅

烄

烆 犃

（２５）

式（２５）中的参数犪取决于孔口附近流体的压力分

布。犪的具体数值难以直接通过理论得到，不过

由于其取决于孔口的压力分布，可能与来流速度

以及管道孔口处的尺寸相关，具体数值需要通过

试验进行标定。式（２５）为狓＝０处的边界条件，

再结合狓＝犾０ 处的边界条件：犘＝犘犅，犙＝犙犅，式

（１８）可以求解得到

犘犃（ω）

犙犃（ω
［ ］）＝

ｃｈΓ（ω）＋
犪ρ０犞０

π狉
２
·ｓｈΓ

（ω）

犣０（ω）
－
犪ρ０犞０

π狉
２
ｃｈΓ（ω）－犣０（ω）ｓｈΓ（ω）

－
ｓｈΓ（ω）

犣０（ω）
ｃｈΓ（ω

熿

燀

燄

燅
）

·
犘犅（ω）

犙犅（ω
［ ］） （２６）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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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２６）就是修正耗散模型，通过式（２６）可以求解

得到模型表面来流为犞０ 时，管道输入端和管道

输出端动态压力在频域上的关系。如果在犅 处

装有动态压力传感器，犅处的流量犙犅 为０。通过

式（２６）可以得到导压管输入端与实测点之间动态

压力的关系，即频响函数

犎（ω）＝
犘犅（ω）

犘犃（ω）
［＝ ｃｈΓ（ω）＋

犪犞０ρ０

π狉
２
０

·ｓｈΓ
（ω）

犣 ］
０

－１

（２７）

　　比较耗散模型式（２２）和本文所提出的修正耗

散模型式（２７）可以看出，在形式上修正耗散模型仅

仅比耗散模型多了一项修正项，在模型表面流速为

零时修正项为零，修正耗散模型等价于耗散模型。

２　数值仿真分析和试验结果验证

２１　数值仿真分析

在风洞试验中的某些特殊情况下，模型表面

的动态压力难以通过动态压力传感器直接测量，

而需要通过导压管道进行间接测量，这时测量得

到的结果需要修正。在待测点流速较大时，使用

耗散模型进行修正可能带来较大误差。下面以标

准大气压的空气为例，探讨耗散模型和修正耗散

模型之间的差别。空气温度为２８８．１５Ｋ，密度为

１．２８ｋｇ／ｍ
３，ν０ 为１．４２Ｐａ·ｓ，比热比γ取１．４，普

朗特数为０．７０４。修正耗散模型中的系数犪需要

通过试验进行标定，根据文献试验结果［３］在风速为

犕犪＝０～０．８范围内参数犪值为０．７～０．９，不妨设

参数犪的值为０．８，来流总压为１０１３２５Ｐａ。

图４给出了管道内半径为０．２５ｍｍ，长度（犾０）

分别为５０、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ｍｍ时，耗散模型和修正耗

散模型在不同流速下的频响函数幅值。如图４（ａ）

所示，管道长度为５０ｍｍ时，在频率０～１０００Ｈｚ范

围内，耗散模型（犕犪＝０）和修正耗散模型计算得到

频响函数幅值都随频率的增大而增加。而在管道

较长时，频响函数幅值会在某个频率出现峰值。而

且随着导压管道长度的增加，峰值所对应的频率

随着导压管长度的增加而减小。由图４可见，耗

散模型频响函数幅值会在某些频域内大于修正耗

散模型，而且随着流速的增大，两者之间的差别越

大，在峰值所对应的频域范围内更为明显。

图５给出了管道长度为１００ｍｍ，管道内半径

（狉０）分别为０．２５、０．５、０．７５、１．０ｍｍ时，耗散模型

和修正耗散模型在不同流速下频响函数幅值。如

图５（ｂ）所示，管道内半径为０．５ｍｍ时，耗散模型

图４　不同流速和管道长度犾０ 下修正耗散模型频率

响应函数幅值

Ｆｉｇ．４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ｌｏｗｓｐｅｅｄ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ｎｇｔｈｓ（犾０）ｏｆｔｕｂｅｓ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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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流速和管道内半径狉０ 下，修正耗散模型

频率响应函数幅值

Ｆｉｇ．５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ｌｏｗｓｐｅｅｄ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ｎｅｒ

ｈａｌｆ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狉０）ｏｆｔｕｂｅｓ

和修正耗散模型计算得到的脉动幅值放大倍数在

犳＝７５０Ｈｚ处存在峰值。随着导压管道内径的增

加，峰值所对应的频率略有增加；在相同来流速度

情况下，峰值大小随着管道内径的增加而增大。

比较耗散模型和修正耗散模型发现，耗散模型的

峰值大于修正耗散模型的峰值，随着流速的增加，

两者之间的差别也越大。

由图４和图５可见，耗散模型和修正耗散模

型的峰值存在较大差别，修正耗散模型的峰值随

着流速的增加而减小。如前文所述，管道输入端

和输出端动态压力发生改变主要由三种因素导

致。①压力波传播的波动方程为非线性方程，在

管道并不是很长，而且脉动幅值相对平均值并不

是很大的情况下，波动方程非线性带来的波形变

化较小。②动态压力在管道内发生共振，导致动

态压力脉动量在管道固有频率附近被放大，图４

和图５中的峰值就是由于管道内流体固有频率和

动态压力发生共振导致的，共振效应是影响动态

压力脉动幅值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共振频率ω犽

和管道长度犾０ 大体上呈反比：ω犽～（１／２＋犽）犮０／犾０

（犮０ 为声速，犽＝１，２，３，…为整数），所以随着管道

长度的增加，峰值所对应的频率减小；而且在管道

较长、频域范围较大时，会出现多个峰值。③管道

内黏性和热传导等耗散阻尼导致脉动幅值减小；

耗散与动态压力的频率、管道长度以及管道内径

相关，动态压力的频率越大、管道越长、管道内径

越小，耗散越明显。

从耗散模型结果和修正耗散模型结果对比

中，发现两者的共振频率基本一致；主要区别在于

共振频率临域内耗散模型对动态压力的放大倍数

大于修正耗散模型。模型表面来流会带动导压管

内部分流体运动，从而导致输入端动态压力发生

变化，变化后的动态压力经过导压管后会再一次

发生改变。因此在使用导压管道测量动态压力

时，动态压力实际上经过了两次改变。耗散模型

只考虑了导压管道所带来的改变，而修正耗散模

型不仅考虑了管道效应还考虑到了输入端外流流

速的影响。因此相对耗散模型，修正耗散模型在

描述导压管道对动态压力测量影响更加精确。

２２　试验结果验证

在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ＦＬ１４风

洞某次进气道试验中，进气道内壁某个测压点分

别使用导压管道和不使用管道对动态压力进行了

测量。所使用的导压管道长度为７０ｍｍ，管道内

径为１．６ｍｍ。动态压力传感器使用的是 Ｋｕｌｉｔｅ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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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ＸＣＱ０６２绝压传感器，量程为２０７０００Ｐａ，

试验采集频率为１００００Ｈｚ。

图６给出了相同试验条件下，测压点的来流

速度为１４５ｍ／ｓ时，直接测量和使用管道间接测

量时所得到的动态压力脉动幅值（Δ狆）在频域上

的结果。由图６可见，使用管道间接测量时，脉动

幅值在频域５００～１６００Ｈｚ和３０００～４０００Ｈｚ范

围内被放大。根据前面理论分析，使用管道后，在

共振频率周围，动态压力会被放大。由于采集频

率较大（１００００Ｈｚ），７０ｍｍ长管道内会存在两个

放大的频段。如果在风洞试验中，使用管道间接

测量动态压力，测量得到的动态压力值的准确度

难以保证。因此如果使用管道进行测量，所得到

的动态压力需要进行修正。

图６　无管道和带管道测量结果以及带管道结果修正后的脉动压力脉动幅值

Ｆｉｇ．６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ｏｆ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ｕｂｅ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ｕｂｅ，

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ｂｙ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ｖ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ｖｅｔｈｅｏｒｙ

图６也给出了使用耗散模型和修正耗散模型

对带管道测量数据修正后的结果。在频域５００～

１６００Ｈｚ和３０００～４０００Ｈｚ范围内，耗散模型修

正后的脉动幅值比无管道下直接测量试验结果要

小，而修正耗散模型修正后的结果和无管道测量

结果差别非常小；其中在１０００Ｈｚ处，以无管道测

量结果作为精确值，对耗散模型进行修正后，相对

误差由５３．４％提高到６．６％。说明修正耗散模型

能更精确地修正管道对动态压力测量的影响。风

洞试验中，如果管道间接测量试验结果通过耗散

模型进行修正，在共振频率邻域内，动态压力脉动

幅值要小于真实值，以耗散模型修正结果作为依

据进行结构设计，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图７给出了模型表面测量点速度分别为

１２３、１６８、１９５ｍ／ｓ和２０８ｍ／ｓ时，耗散模型和修正

耗散模型对管道间接测量数据修正后的结果。在

共振频率领域内，不同的来流速度条件下，耗散模

型修正结果比无管道直接测量结果要小，随着来

流速度的增加，耗散模型修正结果和直接测量结

果之间的差异增大；而修正耗散模型的修正结果

更接近于直接测量结果。说明在一定来流速度条

件下，修正耗散模型能更精确地描述管道对动态

压力测量的影响。由于修正耗散模型中有一个待

定参数犪，其与管道孔口内径以及来流速度相关

（犪值与速度以及内径可能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

系）。本研究的下一步工作，是在中国空气动力研

究与发展中心低速所ＴＰＳ（ｔｕｒｂｏｆａｎｐｏｗｅｒｓｉｍｕ

ｌａｔｏｒ）校准箱
［１９２０］设计系列试验，在不同管道尺

寸下以及不同来流速度条件下对式（２７）进行拟

合，实现对犪值的标定。式（２７）经过试验标定后，

５８



航　空　动　力　学　报 第３６卷

图７　不同流速下，无管道和带管道测量结果以及耗散模型与修正耗散模型修正结果

Ｆｉｇ．７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ｕｂｅ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ｕｂ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ｂｙ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ｖ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ｖｅｔｈｅｏｒｙ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可以对不同来流速度以及不同尺寸条件下的管道

效应进行精确修正。

３　结　论

本文基于二维柱坐标流体动力学方程组，根

据管道内流动力学相关特性，在耗散模型推导的

基础上，针对管道输入端边界条件，提出了修正耗

散模型。通过耗散模型和修正耗散模型的理论分

析结果对比以及试验验证结果对比，发现耗散模

型在来流速度较大情况下，所得到的频响函数幅

值在某些频域内偏大，使用耗散模型对管道影响

进行修正所得到的脉动幅值在某些频域内要小于

真实值。而修正耗散模型由于考虑了管道对输入

端流场的影响，能够更精确地描述导压管道对动

态压力脉动测量的影响。在ＦＬ１４风洞试验中，

模型表面风速为１４５ｍ／ｓ，内径为１．６ｍｍ、长为７

ｍｍ的管道间接测量动态压力时，使用耗散模型

修正后的动态压力在频率１０００Ｈｚ时的相对误差

高达５３．４％，而使用修正耗散模型修正后的相对

误差仅仅为６．６％。修正耗散模型经过试验标定

和检验后，可以对不同来流速度以及不同尺寸条

件下的管道效应进行精确修正，能够大幅度提高

动态压力测量结果的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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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１４／１５）：１７０１１７１６．

［１２］　苏尔皇．管道动态分析及液流数值计算方法［Ｍ］．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

［１３］　蔡亦钢．流体传输管道动力学［Ｍ］．杭州：浙江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０．

［１４］　谢壮宁，倪振华，石碧青．脉动风压测压管路系统的动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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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ＴｏｎｇｊｉＵｎｉｃ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３，３１（６）：７０２７０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周癶毅，顾明．单通道测压管路系统的优化设计［Ｊ］．同济

大学学报，２００３，３１（７）：７９８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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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ｏｎｇｊ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３，３１（７）：７９８８０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马文勇，刘庆宽，刘小兵，等．风洞试验中测压管路信号畸

变及修正研究［Ｊ］．实验流体力学，２０１３，２７（４）：７１７６．

ＭＡＷｅｎｙｏｎｇ，ＬＩＵＱｉｎｇｋｕａｎ，ＬＩＵＸｉａｏｂｉｎｇ，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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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ｉｎ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１３，２７（４）：７１７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ＷＡＮＧＸｕｅ，ＷＡＮＧＸｕｎｎｉａｎ，ＲＥＮＸｉａｏｂｏ，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ｔｕｂ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ｄａｔａ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ｔｅｓｔｉｎｗｉ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２０１８，３１（４）：６９８７１０．

［１９］　黄勇，胡卜元，张卫国，等．８米×６米风洞 ＴＰＳ反推力试

验技术［Ｊ］．空气动力学学报，２０１６，３４（３）：３４６３５３．

ＨＵＡＮＧＹｏｎｇ，ＨＵＢｕｙｕａｎ，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ｇｕｏ，ｅｔａｌ．Ｒｅ

ｖｅｒｓｅｔｈｒｕｓｔｔｅｓ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ｉｎｔｈｅ８ｍ×６ｍｌｏｗｓｐｅｅｄ

ｗｉ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ｏｆＣＡＲＤＣ［Ｊ］．Ａｃｔａ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６，３４（３）：３４６３５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章荣平，王勋年，黄勇．发动机动力模拟风洞试验中的空气

桥技术［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１５，３０（４）：９１０９１５．

Ｚ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ｐｉｎｇ，ＷＡＮＧＸｕｎｎｉａｎ，ＨＵＡＮＧＹｏｎｇ．Ａｉｒ

ｂｒｉｄｇ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ｅｎｇｉｎｅｐｏｗｅ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ｗｉｎｄ

ｔｕｎｎｅ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５，３０（４）：９１０

９１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编辑：张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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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对冲击射流流动及换热影响的数值研究

蔡学成，李　芹，杨学森，董　威

（上海交通大学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上海２００２４０）

摘　　　要：为了探究旋转对动叶前缘冲击射流流动及换热的影响机制，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比分析了静

止条件和三种不同旋转转速下的流场结构与换热情况。结果表明：冲击靶面的平均努塞尔数随转速的增大而

减小，最高转速下，靶面平均努塞尔数下降约１６％。另一方面，压力面和吸力面侧对旋转的敏感性不同。高

转速下，换热的削弱主要集中在吸力面和压力面无量纲弧长狊／犱小于２的区域，压力面狊／犱大于２区域的换

热略有增强；旋转对流场结构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旋转改变了射流孔的流量分配，在科氏力的作用下，射流向

压力面偏转，这种特征随转速的增大而更加显著。另外，旋转通道内的离心力改变了局部横向流强度。

关　键　词：旋转效应；冲击射流；动叶前缘；科氏力；流动换热

中图分类号：Ｖ２３１．１；ＴＫ１２４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２２

基金项目：国家数值风洞项目（ＮＮＷ２０１８ＺＴ２Ｂ０４）

作者简介：蔡学成（１９９５－），男，硕士生，主要从事涡轮叶片冲击射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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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１期 蔡学成等：旋转对冲击射流流动及换热影响的数值研究

　　冲击射流是指从孔或者狭缝中喷射出高速流

体撞击靶面并与靶面进行换热的过程。作为提高

局部换热强度最有效的换热方式，冲击射流在航

空发动机涡轮部件的冷却，飞机及发动机进气系

统的热气防冰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Ｍａｒｔｉｎ、

Ｊａｍｂｕｎａｔｈａｎ、Ｖｉｓｋａｎｔａ等
［１３］分别对冲击射流研

究做了综述。影响冲击射流换热的因素众多：射

流雷诺数、射流孔到靶面的无量纲距离、孔间距、

射流孔形状、射流角度、靶面的表面粗糙度、横向

流、气膜抽吸、旋转效应等。其中旋转是涡轮动叶

工作过程中必然存在的，研究旋转对叶片前缘冲

击射流流动和换热特性的影响，有助于优化叶片

冷却结构设计、提高冷却效率。

研究旋转对涡轮叶片冲击冷却的影响起步较

晚，Ｍｅｔｚｇｅｒ等
［４５］尝试通过研究冲击旋转盘来研

究旋转对冲击射流的影响。Ｋｒｅａｔｓｏｕｌａｓ等
［６７］采

用红外辐射计测量了旋转条件下涡轮叶片冲击靶

面的换热，并指出在高转速下，靶面平均换热量会

减小３０％。Ｉａｃｏｖｉｄｅｓ等
［８］采用激光多普勒测速

（ＬＤＡ）和粒子成像技术（ＰＩＶ）揭示了旋转对冲击

射流流场的影响。吴宏等［９］实验研究了带气膜出

流的叶片前缘模型在旋转状态下的换热效果，研

究表明：旋转对冲击靶面换热的影响与射流雷诺

数有关，小射流雷诺数下，旋转对靶面的换热影响

不大；大射流雷诺数下，换热随旋转数增大呈现先

增大后减小的趋势。白云峰［１０］通过实验和数值

模拟的方法研究了旋转状态下涡轮叶片的冲击换

热效果：在小的旋转数下，旋转增强了靶面的扰

动，靶面换热增强；旋转数增大，射流结构发生偏

转，靶面换热减弱；旋转数继续增大，靶面的强对

流使得换热反而增强。杨力等［１１］数值研究了旋

转对不同的冲击冷却结构的影响并指出旋转对多

排孔冲击射流的影响较小，对双排孔冲击射流的

影响更显著。Ｌａｍｏｎｔ等
［１２］研究了科氏力在旋转

冲击射流中的作用。Ｊｕｎｇ等
［１３］通过奈升华法实

验研究了旋转对冲击射流换热的影响，旋转数为

０．０３２。研究指出相较于静止条件，旋转增强了流

动的混合，增强了换热。Ｈａｒｍｏｎ等
［１４］实验研究

了高旋转速度下半圆形冲击靶面换热的变化，射

流雷诺数为１５０００、２５０００，旋转数最大为０．０７６，

结果表明旋转数小于０．０３时，旋转对换热的影响

不显著；当旋转数超过０．０３，旋转数增大，靶面换

热增强。Ｍａｓｓｉｎｉ等
［１５］通过瞬态液晶（ＴＬＣ）和

ＰＩＶ的方法测量了旋转对前缘冷却结构换热和流

动的影响，射流雷诺数为１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旋转数

小于０．０５时，研究指出旋转对涡轮冲击射流换热

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将高换热区向吸力面偏移，在

数值上的影响不大。Ｅｌｓｔｏｎ和 Ｗｒｉｇｈｔ
［１６］实验研

究了旋转对半圆形靶面冲击射流流动和换热的影

响，射流雷诺数范围是１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旋转数小

于０．１３，实验发现：旋转显著影响了靶面的换热，

旋转产生的二次流增加了流动的混合，增强了换

热。王晋声［１７］数值研究了旋转的影响，射流雷诺

数为１００００、２５０００，射流旋转数小于０．０２４，结果

表明旋转削弱了冲击靶面的换热。刘亮亮［１８］采

用数值计算方法研究了旋转条件下的冲击射流换

热特性，射流雷诺数为１５０００，射流旋转数小于

０．０３１，结果表明小旋转数下靶面换热被削弱，随

旋转数增大，靶面上游换热削弱，下游换热有所增

强。Ｃｏｃｃｈｉ等
［１９］采用ＴＬＣ方法测量了旋转条件

下动叶前缘冲击射流换热分布，射流雷诺数为

２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旋转数为０．００８，研究指出：旋转

所带来的科氏力减小了射流的横向扩展，科氏力

干扰了叶尖射流的产生，削弱了换热。

目前，针对旋转对冲击射流影响的研究还不

够深入，而且由于旋转通道内复杂的受力与流动

结构，国内外学者研究旋转对冲击射流的影响结

论并不一致，旋转对冲击射流的影响机理并不清

晰。为了探究旋转对冲击射流流动及换热的影响

机制，本文采用数值模拟方法，设置尽可能接近实

际涡轮叶片的几何及流动边界条件，对比了静止

和旋转条件下冲击射流的换热效果，分析了旋转

条件下冲击射流的流场结构，探讨了旋转对动叶

前缘冲击射流流动换热的影响机理。

１　计算模型与数值方法

１１　几何模型及网格划分

为了尽可能模拟真实的涡轮发动机内部冲击

射流流动，几何模型采用的是ＧＥＥ３
［２０］发动机第

１级动叶的前缘结构（图１）。整个模型由图中上

方的供气腔，中间的射流孔，下方的射流腔室及出

口组成。犡、犢、犣 为图１所示笛卡儿坐标，狊为

犡犢 平面内远离前缘点的弧长，压力面为正。模

型中几何参数含义及具体数值见表１。

采用商用软件ＩＣＥＭ 划分结构网格，射流

孔、射流靶面及冷气腔的壁面等处都采用了局部

加密处理，垂直射流靶面的节点间距比例不超过

１．１，狔
＋不超过１。表２为４套不同网格数下计算

得到的靶面平均努塞尔数（犖狌），当网格总数为

３８５万，认为其基本达到网格无关性要求，网格划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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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细节见图２。

图１　几何模型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ｏｄｅｌ

表１　几何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犌犲狅犿犲狋狉犻犮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参数 数值

冷气腔高度犫／ｍｍ ２

射流孔间距犮／ｍｍ ３

射流孔直径犱／ｍｍ １

射流孔高度犳／ｍｍ １

射流孔到靶面距离犎／ｍｍ ３

冷气腔进口段长度犔／ｍｍ １０

冲击靶面长度犎１／ｍｍ ４３

表２　网格无关性验证

犜犪犫犾犲２　犌狉犻犱犻狀犱犲狆犲狀犱犲狀犮犲狏犲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网格数／１０６ 犖狌 相对误差／％

１．３２ ２６．９５ １７．６３

２．５５ ２６．１４ １４．１０

３．８５ ２２．９２ ０．０４

５．３７ ２２．９１

图２　网格划分

Ｆｉｇ．２　Ｍｅｓｈｄｅｔａｉｌｓ

１２　计算方法及边界条件

数值算例边界条件的设置参考文献［２０］中的

实验边界条件。采用质量流量（下文简称为流量）

入口以保证射流雷诺数犚犲ｊ＝８０００，总温为３５０

Ｋ，湍流度为５％，出口为压力出口，压力为０．１５

ＭＰａ，壁面为恒壁温５００Ｋ的无滑移壁，考虑到高

速下气体的可压缩性，冷却介质采用理想气体模

型。旋转的施加方式是通过启用 Ｆｌｕｅｎｔ里的

Ｆｒａｍｅｍｏｔｉｏｎ，设置旋转轴、旋转方向、转速（分别

为０、３０００、８２８０、１５０００ｒ／ｍｉｎ）。旋转轴的相对位

置及旋转方向见图１。采用Ｆｌｕｅｎｔ压力基求解器

求解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ＲＡＮＳ）

方程组，压力与速度的耦合方法为ｓｅｍｉ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ｉｎｋｅｄ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ＳＩＭＰＬＥ）

算法，动量、能量、湍流参数的离散格式为２阶迎

风格式，各参数的求解残差设置为１０－５。计算过

程中导热和辐射效果均被忽略。

１３　湍流模型的验证

冲击射流滞止区附近的流动是典型的各向异

性、高压力梯度的流动，这些特点使得大部分

ＲＡＮＳ湍流模型都无法准确预测冲击射流流场

和换热分布，选取合适的湍流模型对准确计算冲

击射流流动至关重要。Ｚｕｃｋｅｒｍａｎ等
［２１］综述了

冲击射流的数值模拟研究并总结了湍流模型在冲

击射流中的适用性。

本文采用了Ｃｈｕｐｐ
［２２］的射流实验结构（图３）

进行湍流模型的验证，基于前期文献调研，选取了

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ｓｓ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ＳＳＴ）犽ω、ｒｅａｌｉｚａｂｌｅ犽ε、

ｒ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ＲＮＧ）犽ε、犽ω 等湍流模

型进行计算，并将不同湍流模型的计算结果与文

献［２２］给出的实验数据进行对比。图４是流向平

图３　文献［２２］中的几何模型

Ｆｉｇ．３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ｏｄｅｌｉｎＲｅｆ．［２２］

均努塞尔数（犖狌）沿弧长分布的对比结果：数值计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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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数值计算与文献［２２］实验流向平均努塞尔数对比

（犚犲ｊ＝５０００，犎／犱＝４．１）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ｔｒｅａｍｗｉｓ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Ｎｕｓｓｅｌｔ

ｎｕｍｂｅｒ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Ｒｅｆ．［２２］

（犚犲ｊ＝５０００，犎／犱＝４．１）

算流向平均努塞尔数沿弧长方向的变化趋势和实

验趋势基本一致，用数值计算探讨流动换热的变

化规律是可行的。在射流滞止区，基于ω型的湍

流模型的计算结果高于实验值，而基于ε型的湍

流模型的结果低于实验值。远离滞止区，数值计

算结果都略小于实验值，ＳＳＴ犽ω 湍流模型在远

离滞止区的区域与实验值更接近，本文最终采取

ＳＳＴ犽ω湍流模型进行后续的数值计算。

２　结果分析与讨论

各算例保持射流雷诺数犚犲ｊ为８０００
［２３］。射

流雷诺数的定义式为

犚犲ｊ＝
４狇犿
１３π犱μ

（１）

式中狇犿 为入口流量，μ为动力黏度。算例的旋转

角速度Ω分别为０、３１４．２、８６７．１、１５７０．８ｒａｄ／ｓ，

对应射流旋转数［２３］犚狅ｊ为０．００３１、０．００８７、０．０１５

７，射流旋转数犚狅ｊ的定义式为

犚狅ｊ＝
Ω犱
狏ｊ

（２）

式中狏ｊ为射流速度。

２１　旋转对流场的影响

定义流量比

γ＝
狇犿，犻

狇犿
（３）

式中狇犿，犻为第犻个射流孔的流量。

图５对比了不同转速狀（单位：ｒ／ｍｉｎ）下各射

流孔的流量比，可以看出，旋转改变了各射流孔的

流量分配情况：旋转条件下１～８号射流孔的流量

小于静止条件，而１１～１３号射流孔的流量在旋转

条件下显著大于静止情况下的流量值。原因是旋

图５　不同转速下射流孔流量分布

Ｆｉｇ．５　Ｍａｓｓｆｌｏｗｒａｔｉｏ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ｊｅｔｈｏｌｅｓ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ｓ

转状态下供气腔顶部压力升高，导致了靠近叶根

的射流孔流量减小，靠近叶顶的射流孔流量增大。

旋转算例的流场部分采用相对坐标系下的速

度及流线进行分析，相对坐标系下速度狑的定义

式为

狑＝狏－Ω×狉 （４）

式中狏为绝对坐标系下的速度矢量，Ω 为旋转角

速度矢量，狉为位置矢量。

图６给出了静止及旋转条件下犣犢截面（坐

标系参考图１）的速度云图。静止条件下，靠近叶

根的射流能较好地冲击靶面，远离叶根后，由于横

向流的对射流的吹拂，射流向下游弯曲。旋转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离心力的作用下，供气腔顶部形

成强回流结构，流动掺混剧烈；另一方面，低叶高

处射流核心变窄，流速略有增大，靠近叶顶区域，

因为流量的增大，射流变宽且流速显著增大，但射

流维持长度却略有减小。图７为犣犢截面的犣 方

向分速度（狑犣）云图，表征横向流的强度。可以看

出，旋转增强了局部的横向流强度，转速越大，横

流速度大的区域显著增多。

为了进一步分析旋转对冲击射流流场的影

响，图８给出了５个射流孔对应位置的犡犢截面

的速度云图及流线图。静止条件下，射流向前缘

点冲击，在压力面侧和吸力面侧形成涡旋，流动趋

于对称。旋转条件下，供气腔和射流腔内流动不

对称性增加。从７号射流孔位置开始，流动明显

向压力面偏转，同时射流腔内吸力面侧涡结构增

大，压力面侧涡结构变小。从流线图可以看出射

流发生了明显的弯曲变形。以上现象是科氏力导

致的，科氏力（犉Ｃｏ）的表达式为

犉Ｃｏ＝－２Ω×狑 （５）

　　科氏力方向垂直于速度矢量，它的作用只是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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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不同转速下犣犢截面速度云图

Ｆｉｇ．６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ｎ犣犢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ｓ

图７　不同转速下犣犢截面速度犣分量云图

Ｆｉｇ．７　犣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ｎ犣犢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ｓ

使流动方向改变。图９分析了科氏力的方向，根

据式（５），科氏力在犡犢平面内的分量主要取决于

射流速度在犣方向上的分量，射流在犣方向的分

速度主要向外，故科氏力在犡犢平面的分量指向

压力面，导致射流向压力面倾斜，而射流腔内靠近

叶根区域的横向流强度低，犣方向速度分量小，所

以靠近叶根附近射流腔内流动的偏转不显著。此

外，旋转算例第１３号射流孔的供气腔流动方向与

其他射流孔不同，流动是从压力面流向吸力面的，

原因在于离心力使供气腔顶部形成了回流涡结构。

图１０为冲击靶面压力分布云图，由于边界条

件设置的是定流量入口和压力出口，旋转条件下

离心力会使高压区向叶顶移动，转速越大，入口压

力越小，靠近叶顶区域的压力越大。靶面上的局

部高压区是射流冲击造成的，对比局部高压区的

位置可以发现：静止条件下，射流冲击靶面形成对

称的压力分布，随转速的增大，局部高压区逐渐向

压力面侧移动，转速越大这种趋势越明显。这说

明了随转速增大，射流冲击靶面的位置由静止条

件下的前缘附近移向了压力面，这与上文中流场

的分析相吻合。

２２　旋转对换热的影响

换热部分对比的是靶面的努塞尔数（犖狌），计

算选取的参考温度是射流入口温度，犖狌计算式为

犖狌＝
犺犱

λ
＝

狇ｗ犱

λ（犜ｗ－犜ｊ）
（６）

式中犺为靶面表面传热系数，λ为流体导热系数，狇ｗ

为壁面热流密度，犜ｗ 为靶面温度，犜ｊ为射流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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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不同转速下犡犢截面速度云图

Ｆｉｇ．８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ｎ犡犢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ｓ

图９　旋转通道内科氏力分析

Ｆｉｇ．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ｒｉｏｌｉｓｆｏｒｃｅｉｎ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ｎｅｌ

图１１对比了静止和不同转速下的靶面努塞

尔数云图（正犢 轴视角）。从云图可以看出，静止

条件下，由于前面４个射流孔的射流能较好冲击

到靶面，努塞尔数在中间滞止点位置最大，向四周

衰减；后续射流在横向流的影响下冲击效果变差，

中间区域换热显著削弱，展向上呈现两个强换热

区域对称分布，这是射流在压力面和吸力面卷起

的典型涡对壁面的冲刷导致的。对比旋转条件下

的结果发现：旋转增加了换热的不均匀性和不对

称性，主要体现在高转速下，吸力面侧和靠近叶顶

位置处的换热被显著削弱。将云图的数值量化得

到图１２靶面平均努塞尔数随转速变化图，结果表

明：静止条件下，靶面平均努塞尔数最大，靶面平

均努塞尔数随着转速的增大而减小，最大转速下，

图１０　不同转速下靶面压力云图

Ｆｉｇ．１０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ｎｔａｒｇｅ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ｓ

靶面平均努塞尔数减小了约１６％。

图１３为不同转速下靶面流向平均努塞尔数

沿弧长的分布。静止条件下换热特点是中间区域

换热强度略小，两侧各有一个峰值，原因在前文已

进行过分析说明，这里着重分析旋转的影响。旋

转对压力面及吸力面换热的影响有明显区别：从

整体趋势上看，吸力面侧换热随转速增大而减弱，

而压力面侧换热的削弱只发生在狊／犱小于２的区

域，狊／犱大于２区域的换热在旋转条件下略有增

强。数值上看，高转速下，吸力面侧换热的削弱幅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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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不同转速下靶面努塞尔数分布

Ｆｉｇ．１１　Ｎｕｓｓｅｌｔｎｕｍｂ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ｔａｒｇｅｔ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ｓ

图１２　靶面平均努塞尔数随转速变化

Ｆｉｇ．１２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Ｎｕｓｓｅｌｔｎｕｍｂｅｒ

ｗｉｔｈ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

图１３　不同转速下流向平均努塞尔数分布

Ｆｉｇ．１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ｒｅａｍｗｉｓ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Ｎｕｓｓｅｌｔ

ｎｕｍｂｅｒ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ｓ

度明显高于压力面侧。由流场部分的分析可知，

旋转科氏力使射流向压力面侧倾斜，这导致了吸

力面换热显著削弱。在科氏力和两侧涡结构的作

用下，射流腔室掺混加剧，射流被弯曲，强度减弱。

此外，射流冲击到压力面侧后向两侧发展的曲率

变化不大，形成的壁面涡强度不如冲击前缘点向

两侧卷起的壁面涡强度，故整个靶面平均换热是

减弱的。压力面侧狊／犱大于２区域换热的略增是

偏转后的压力面侧涡在壁面冲刷所致。

图１４给出了不同转速下靶面展向平均努塞

尔数沿犣轴的分布。可以看出，静止和旋转条件

下，最强换热都发生在第３个射流孔对应位置，由

于横向流的吹拂，下游射流冲击效果减弱，换热削

弱，且换热峰值的位置滞后于对应射流孔中心位

置。对比旋转条件下的结果可以发现：整体上，展

向平均换热随转速增大而减小。低转速下换热削

弱的原因主要是射流孔流量的减小以及横向流强

度的增强。高转速下换热的削弱还与上文分析的

射流偏转弯曲降低了整体冲击换热有关。旋转条

件下最后４个射流孔的流量超过了静止下的值，

所以转速为３０００ｒ／ｍｉｎ和８２８０ｒ／ｍｉｎ时第１０、１１

个换热峰值超过了静止下的值，后两个换热峰的

削弱是横向流强度增强导致的；对于转速为

１５０００ｒ／ｍｉｎ时，后４个射流孔的换热都被削弱，

一方面是高转速下，科氏力作用效果显著，吸力面

换热下降幅度大，另一方面也与横向流有关。

图１４　不同转速下展向平均努塞尔数分布

Ｆｉｇ．１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ａｎｗｉｓ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Ｎｕｓｓｅｌｔ

ｎｕｍｂｅｒ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ｓ

３　结　论

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对比静止和３种转速下的

流动和换热特性，分析了旋转对冲击射流的影响。

主要结论如下：

１）不同旋转条件下，靶面平均努塞尔数最

大，靶面平均努塞尔数随着转速的增大而减小，最

大转速下，靶面平均努塞尔数下降约１６％。

２）旋转对压力面和吸力面换热的影响不同。

吸力面侧换热随转速增大而减小，压力面侧换热

的减小只发生在狊／犱小于２的区域，狊／犱大于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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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换热在旋转条件下略有增强。数值上看，

高转速下，吸力面侧换热的削弱幅度明显高于压

力面侧。这种差距主要是科氏力使射流向压力面

偏转弯曲导致的。

３）旋转导致换热沿叶高方向的变化是多因

素作用下的结果，①旋转导致了射流孔流量分配

的变化；②旋转离心力增强了局部横向流强度；

③高转速下，科氏力使射流偏转弯曲导致换热的

削弱。低转速下，科氏力的影响不显著，换热主要

由流量变化趋势和横向流强度决定；高转速下，科

氏力对换热的削弱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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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ａｄｉｎｇｅｄｇｅｉｍｐ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ｕｎｄｅｒｈｉｇｈｒｏｔａ

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ｓｗｉｔｈｒａｃｅｔｒａｃｋｓｈａｐｅｄｊｅｔｓ［Ｒ］．ＡＳＭＥＰａｐｅｒ

ＧＴ２０１４２６１８１，２０１４．

［１５］　ＭＡＳＳＩＮＩＤ，ＢＵＲＢＥＲＩＥ，ＣＡＲＣＡＳＣＩＣ，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ａｇａｓｔｕｒｂｉｎｅｂｌａｄ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ｏ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ＡＳＭＥＰａｐｅｒＧＴ２０１６５７５９４，２０１６．

［１６］　ＥＬＳＴＯＮＣＡ，ＷＲＩＧＨＴＬＭ．Ｌｅａｄｉｎｇｅｄｇｅｊｅｔｉｍｐｉｎｇｅ

ｍｅｎｔｕｎｄｅｒｈｉｇｈ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ｒｍ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７，９（２）：０２１０１０．１

０２１０１０．１２．

［１７］　王晋声．旋转状态下涡轮动叶内冷结构的流动与换热特性

研究［Ｄ］．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２０１８．

ＷＡＮＧＪｉｎｓｈｅ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ｆｌｏｗａｎｄ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ｏｌｉｎｇｆｏｒｔｕｒｂｉｎｅｂｌａｄｅｉｎｒｏｔａ

ｔ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Ｄ］．Ｈａｒｂｉｎ：Ｈａｒｂｉ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２０１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刘亮亮．带横流涡轮叶片前缘冲击冷却流动和换热的研究

［Ｄ］．上海：上海交通大学，２０１８．

ＬＩＵＬｉ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ｆｌｏｗａｎｄ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ｉｍ

ｐ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ｏｌｉｎｇｉｎｔｕｒｂｉｎｅｂｌａｄｅｌｅａｄｉｎｇｅｄｇｅｗｉｔｈｃｒｏｓｓ

ｆｌｏｗ［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８．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ＣＯＣＣＨＩＬ，ＦＡＣＣＨＩＮＩＢ，ＰＩＣＣＨＩ Ａ．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ｌｅａｄｉｎｇｅｄｇｅｃｏｏｌｉｎｇ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ｕｎｄｅｒｒｏ

ｔ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ｒｍ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２０１９，３３（１３）：１１２．

［２０］　ＴＩＭＫＯＬＰ．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ｅｎｇｉｎｅ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ｕｒｂｉｎ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ｔｅｓ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ｒｅｐｏｒｔ［Ｒ］．ＮＡＳＡＣＲ１６８２８９，

１９９０．

［２１］　ＺＵＣＫＥＲＭＡＮＮ，ＬＩＯＲＮ．Ｊｅｔｉｍｐ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

ｆｅｒ：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ｓ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Ｊ］．Ａｄ

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２００６，３９：５６５６３１．

［２２］　ＣＨＵＰＰ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ｏ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ｔｓｆｏｒｉｍｐ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ｏｌｅｄｔｕｒｂｉｎｅａｉｒｆｏｉｌ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１９６９，６（３）：２０３２０８．

［２３］　ＰＡＲＳＯＮＳＪＡ，ＨＡＮＪＣ．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ｊｅｔｉｍｐｉｎｇｅ

ｍｅｎｔ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ｎｓｍｏｏｔｈ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ｗｉｔｈ

ｆｉｌｍｃｏｏｌａｎ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ｏｔａ

ｔ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１，７（２）：８７１０３．

（编辑：陈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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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巡飞弹电动推进系统设计及试验验证

吴　超，袁先士，薛劲光，车晓涛，王　刚，李顺峰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现代控制技术研究所，西安７１００６５）

摘　　　要：为快速获得满足工程需要的小型巡飞弹电动推进系统，采用螺旋桨涡流理论和一阶电动机模型

建立了电动推进系统效率计算模型。以巡飞弹巡航阶段电动推进系统效率最高为目标，将爬升阶段巡飞弹所

需推力及对应的反扭矩作为约束对桨机参数进行了快速优化设计，得到了电动机与螺旋桨的设计指标。根据

该设计指标开展了电动机测功试验，完成了电动机选型；利用 Ｋｒｉｇｉｎｇ代理模型对螺旋桨进行了详细优化设

计，并计算了完整的气动参数。针对设计得到的巡飞弹电动推进系统开展了风洞吹风试验，结果显示螺旋桨

理论计算与试验测试误差在８．５％以内，巡航阶段电动推进系统效率设计结果与测试结果误差在２．７％以内，

表明所提出的电动推进系统设计方法合理有效，能够为此类巡飞弹设计提供一定程度理论指导。

关　键　词：巡飞弹；电动推进系统；优化设计；电动机测功试验；风洞试验

中图分类号：Ｖ２２１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３０

作者简介：吴超（１９８９－），男，工程师，硕士，主要从事巡飞弹药总体设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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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ｌｏｉｔｅｒｉｎｇｍｕｎｉｔｉ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ｅｄ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ｐｔｉｍａｌｄｅｓｉｇｎ；

ｍｏｔｏｒｄｙｎａｍｏｍｅｔｅｒｔｅｓｔ；ｗｉ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ｔｅｓｔ

　　巡飞弹是一种可利用多种武器平台投放，在

目标区上方巡弋飞行，以执行精确打击、侦察与毁

伤评估、通信中继、目标引导、空中预警等多种作

战任务的新型精确制导武器［１３］。巡飞动力技术

是巡飞弹的关键技术之一，直接制约着巡飞弹总

体性能指标，如：飞行速度、滞空时间、作战距离

等。螺旋桨电动推进系统具有结构简单可靠、噪

声低、安全性高等优势，广泛应用于小型巡飞弹，

如美国的“弹簧刀”小型巡飞弹［４］，以色列的“英

雄”系列巡飞弹［５］等。性能良好的电动推进系统

不仅需要高效的螺旋桨与电动机［６］，更需要通过

桨发匹配设计，保证设计工况下的螺旋桨与电动

机均可高效工作。

高效电动推进系统设计方面，王刚等提出了

电动无人机动力系统优化设计及航时评估方法，

设计了一款利用螺旋桨动力配平的飞翼布局无人

机［７８］。刘新强等开展了平流层飞艇动力推进系

统的分析与设计方法研究［９］。梁冰等提出了小型

电动无人机推进系统的设计和优化方法［１０］。张

航等开展了电动固旋翼无人机动力系统建模与优

化设计方法研究［１１］。康桂文等开展了超轻型电

动飞机电动力系统的参数匹配研究［１２］。他们在

高效电动推进系统的建模、匹配及优化设计方面

做了很多研究，设计出效率较高的电动推进系统，

并形成了很多较为成熟的理论成果。然而上述学

者的研究缺乏真实环境下关于电动推进系统的试

验验证。

在试验验证方面刘沛清等开展了平流层飞艇

螺旋桨地面风洞试验［１３］。项松等提出了某型三

叶螺旋桨的设计及性能试验方法［１４］。Ｇｈｏｄｄｏｕｓ

ｓｉ等对雷诺数在９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０之间的螺旋桨

进行了大量试验［１５］。林漫群等开展了无人机电

动推进系统螺旋桨与发动机匹配试验研究［１６］。

谢辉等开展了无人机螺旋桨性能工程检验方法研

究［１７］。以上研究通过常规螺旋桨风洞试验，给出

了桨机试验及螺旋桨设计的一些规律，但并不完

全适用于小型巡飞弹电动推进系统的性能验证。

原因为：①小型巡飞弹受空间尺寸约束严格，桨径

及推力均远小于普通无人机。常规测试环境中伺

服电动机、测力天平在整流后直径远大于弹径，干

扰来流，导致测试结果不准确；②根据电动机测试

结果及常规螺旋桨风洞试验结果计算得到的电动

推进系统性能参数会多次引入测试误差。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小型巡飞弹

电动推进系统（下文简称为推进系统）设计及试验

验证方法。该方法从某型巡飞弹推进系统实际工

程需求出发，首先通过快速匹配设计得到满足要

求的推进系统指标参数，然后通过螺旋桨详细设

计与电动机测功试验分别得到满足要求的螺旋桨

与电动机。针对常规螺旋桨风洞试验应用于小型

巡飞弹面临的问题，设计了立式风洞巡飞弹推进

系统风洞吹风试验，对设计结果进行校核，并最终

通过飞行试验对推进系统性能进行验证。

１　设计与试验方法

本文提出的设计方法主要包括快速匹配设

计、详细设计与试验验证两部分，具体可见图１。

快速匹配设计旨在获得电动机与螺旋桨的设计指

标，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１）根据涡流理论建立螺旋桨效率计算模型，

根据一阶电动机模型建立电动机效率计算模型，

联立得到推进系统效率计算模型。

２）根据质量、空间约束以及功率需求选择若

干符合要求的电动机。

３）以巡飞弹巡飞阶段推进系统效率最高为

优化目标，将巡飞弹爬升阶段所需推力和对应的

反扭矩作为约束，利用遗传算法对推进系统进行

优化设计，得到与上述所选电动机高效率匹配的

螺旋桨。

４）从多种方案中选择性能最优的推进系统

方案，根据设计工况的扭矩、转速以及功耗给出电

动机与螺旋桨设计指标。

详细设计及试验验证旨在根据设计指标获得

满足工程需要的巡飞弹推进系统，主要包括以下

步骤：

１）根据电动机设计指标进行电动机筛选，通

过电动机测功试验得到电动机详细的性能参数，

选出满足要求的电动机。

２）根据螺旋桨设计指标，利用 Ｋｒｉｇｉｎｇ代理

模型优化方法开展螺旋桨详细优化设计，计算螺

旋桨完整的气动性能参数，校核设计工况并完成

螺旋桨的加工制造。

３）对设计选取的电动机与螺旋桨进行推进

系统风洞吹风试验，得到不同来流速度、不同油门

９８



航　空　动　力　学　报 第３６卷

图１　设计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Ｄｅｓｉｇｎ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状态下推进系统性能参数。

４）通过巡飞弹飞行试验对推进系统性能进

行综合验证。

２　快速匹配设计

２１　电动机计算模型

电动机主要作用是将电池的电能转化为机械

能并带动螺旋桨转动。无刷电动机由于取消了由

电刷和换向器组成的机械接触机构，没有换向火

花和机械摩擦，具有效率高，无电磁干扰，寿命长，

运行可靠等优势，是小型电推进系统的首选动力

形式。一阶电动机模型计算简便快捷，常用来对

电动机性能进行快速评估［１８］。

无刷电动机的基本参数包括内阻犚ｍ、无负载

电流犐０、反抗电动势常数犓ｅ 以及扭矩常数犓ｔ。

犓ｅ表征电动势与电动机转速之比，犓ｔ表征电动

机扭矩与通过绕组电流之比，根据参考文献［１９］

可得犓ｅ与犓ｔ相等，令犓ｅ＝犓ｔ＝犓，如图２所示

电动机的基本模型，图中犐ｍ为总电流，犐为负载电

流，犞ｅｍｆ为电动机转子反电动势，犞ｍ 为输入电压。

图２　电动机模型

Ｆｉｇ．２　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ｏｔｏｒ

对于给定输入电压犞ｍ 条件下，电动机转

速为

ω＝－
犚ｍ
犓２
犙ｍ＋

犞ｍ－犐０犚ｍ
犓

（１）

式中犙ｍ 为电动机输出扭矩。

电动机输出功率可由下式计算得到

犘ｍ ＝－
犚ｍ
犓（ ）２ 犙２ｍ＋犞ｍ－犐０犚ｍ

犓
犙ｍ （２）

　　对应的电动机效率可表达为

ηｍ ＝１－
犚ｍ犙ｍ
犞ｍ犓

＋
犐０犓

犙ｍ＋犐０（ ）犓 （３）

　　根据以上推导，在已知电动机基本参数及输

入电压的情况下，可以求取电动机转速、功率以及

效率随电动机扭矩的变化关系。

２２　螺旋桨计算模型

螺旋桨气动力快速计算的理论分析方法有动

量理论、叶素理论和涡流理论。动量理论未考虑

螺旋桨的旋转效应，叶素理论未计入螺旋桨桨叶

产生的下洗效应与桨叶之间的干扰。尽管螺旋桨

涡流理论并未考虑黏性，但是其计算结果与试验

值相比在趋势上是一致的［２０］。因此可以选择作

为优化螺旋桨快速估算的计算方法。

在螺旋桨气动力分析时，首先应用翼型理论

进行螺旋桨叶素分析，诱导流动由涡流模型建立。

根据涡流理论［２１］，如图３所示，在径向狉处取一

段长度为ｄ狉，相应叶素弦长为犮ｂ，运动过程中来

流速度为犝０，切向速度为２π狀ｓ狉（狀ｓ 为螺旋桨转

速），叶素安装角为θｂ，桨叶尾涡产生的诱导角度为

ε，轴向诱导速度系数为犪，环向诱导速度系数犪′，

ｄ犔为升力，ｄ犜为推力，ｄ犇为阻力，ｄ犉为圆周力。

实际气流速度为

犝ｂ＝ ［犝０（１＋犪）］
２
＋［２π狀ｓ狉（１－犪′）］槡

２

（４）

　　气流相对于叶素的迎角为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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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螺旋桨叶素受力

Ｆｉｇ．３　Ｆｏｒｃｅｏｆｒｏｔｏｒｂｌａｄｅｅｌｅｍｅｎｔ

αｂ＝θｂ－ε－ａｒｃｔａｎ
犝０
２π狀ｓ（ ）狉 （５）

　　设螺旋桨的总叶数为犖ｂ，桨毂半径为狉０，犆ｌ

及犆ｄ为翼型的升力及阻力系数，根据ＸＦＯＩＬ软件

通过线性拟合及二次拟合可到其计算公式。螺旋

桨半径为狉ｂ，令θ′＝θｂ－αｂ，则螺旋桨的推力犜ｐ为

犜ｐ＝
１

２ρ
犝２ｂ犖ｂ∫

狉
ｂ

狉
０

犮ｂ（犆ｌｃｏｓθ′－犆ｄｓｉｎθ′）ｄ狉（６）

式中ρ为空气密度。

螺旋桨扭矩为

犙ｐ＝
１

２ρ
犝２ｂ犖ｂ∫

狉
ｂ

狉
０

犮ｂ狉（犆ｌｓｉｎθ′＋犆ｄｃｏｓθ′）ｄ狉

（７）

　　螺旋桨效率为

ηｐ＝

犝ｂ∫
狉
ｂ

狉
０

犮ｂ（犆ｌｃｏｓθ′－犆ｄｓｉｎθ′）ｄ狉

２π狀ｓ∫
狉
ｂ

狉
０

犮ｂ狉（犆ｌｓｉｎθ′＋犆ｄｃｏｓθ′）ｄ狉

（８）

　　根据上述基本原理，在已知螺旋桨参数的情

况下，可以计算出螺旋桨的推力、扭矩和效率随转

速的变化关系［２２］，其中轴向诱导速度系数与环向

诱导速度系数可以通过迭代法求得，推导迭代计

算公式如下

犪ｎｅｗ ＝
１

２
犪＋
犝２ｂ犮ｂ（犆ｌｃｏｓθ′－犆ｄｓｉｎθ′）

８π狉犝
２
０（１＋犪［ ］）

（９）

犪′ｎｅｗ＝
１

２
犪′＋

犝２ｂ犮ｂ（犆ｌｓｉｎθ′＋犆ｄｃｏｓθ′）

８π狉
２犝０（１＋犪）２π狉狀［ ］

ｓ

（１０）

２３　快速匹配模型

推进系统效率（η）主要由电动机效率ηｍ，螺旋

桨效率ηｐ和电子调速器ηｅ效率决定，具体关系为

η＝ηｍ·ηｐ·ηｅ （１１）

其中ηｅ一般为固定值。因此选取合适的电动机

和螺旋桨，即通过桨发匹配设计，实现设计工况点

电动机和螺旋桨的高效率成为推进系统设计的关

键。推进系统效率数学模型如下式所示：

ｆｉｎｄ　狓＝ 犱ｂ，犮１，犮２，犮３，犮４，θ１，θ２，θ３，θ［ ］４

ｍａｘ　犳（狓）＝ηｐ·ηｍ

ｓ．ｔ．　

犵１（狓）＝犜１－１６

犺１（狓）＝犜２－５２

犺２（狓）＝犕２－

烅

烄

烆 ３

（１２）

式中犱ｂ为螺旋桨直径；犮１、犮２、犮３、犮４ 为弦长分布参

数；θ１、θ２、θ３、θ４ 为扭转角分布参数。犜１ 为巡航阶

段所需推力，犕２ 及犜２ 为爬升阶段所需的扭矩以

及推力。将有约束问题转化为无约束问题

珟犳（狓）＝犳（狓）＋犌 犵１（狓［ ］）＋∑
犻

犎 犺犻（狓［ ］）

犌 犵１（狓［ ］）＝ 犵１（狓）

犎 犺犻（狓［ ］）＝
０ 犺犻（狓）≥０

犺犻（狓） 犺犻（狓）＜
烅
烄

烆 ０
（１３）

　　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遗传算法工具箱
［２３］对上述

无约束问题进行优化设计，可以实现电动机与螺

旋桨的快速匹配，具体过程如下：

１）以螺旋桨桨径、弦长与扭转角为设计变

量，以巡航阶段的推进系统效率为目标函数，以爬

升阶段的推力及相应的反扭矩为设计约束建立优

化模型。

２）根据螺旋桨外形参数，得到螺旋桨推力与

转速的关系。

３）根据巡飞弹前飞速度与所需推力确定螺

旋桨转速，该转速即为电动机的转速。

４）根据螺旋桨转速效率曲线，确定螺旋桨工

作效率。

５）绘制选定电动机在不同等效电压下扭矩

关于转速的曲线族。

６）通过该族曲线与螺旋桨扭矩和转速曲线

的交点确定电动机等效电压（油门状态）。

７）通过该油门状态和电动机特性曲线图计算

得到电动机的工作效率，从而得到推进系统效率。

８）判断推进系统效率是否达到最优，如果已

到最优则输出计算结果，未达到最优则根据新的

螺旋桨外形，进行新一轮迭代。

遗传算法迭代收敛结果如图４所示，最终迭

代得到最优适应度为－０．６５００５１，平均适应度为

－０．５４９１３６。

迭代计算得到的结果为－０．６５，即巡航阶段

最优推进系统效率为６５．０％。根据计算结果，考

虑一定设计裕量后，分解得到电动机与螺旋桨的

设计输入如表１所示。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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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遗传算法迭代收敛结果

Ｆｉｇ．４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表１　设计指标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犲狊犻犵狀犻狀犱犻犮犪狋狅狉狊

参数 巡航阶段 爬升阶段

犝０／（ｍ／ｓ） ４０ ３０

犜／Ｎ １６ ５２

狀ｓ／（ｒ／ｍｉｎ） ７５００±５００ ９０００±５００

犕／（Ｎ·ｍ） １．２±０．１ ２．３±０．２

ηｍ／％ ＞８０ ＞８５

ηｐ／％ ＞７０ ＞７０

３　详细设计及试验验证

３１　电动机选型

根据初步设计指标，对市面上多种电动机进

行筛选，最终选取了ＫＶ值（转速电压系数，记为

ζ）分别为２５０、２８０、３２０的三款电动机在测功机上

开展了测试。

测功机主要用于测试电动机的功率，也可以

作为电动机的加载设备。测功机由电源、加载设

备、扭矩转速传感器、电压电流传感器，以及操作

软件组成，如图５所示。其基本原理是通过监测

输入电压、输入电流、电动机转速及扭矩从而得到

电动机基本参数曲线，测功机测得的电压与电流

是在电子调速器输入端，因此测得的效率为电动

机与电子调速器的组合效率。

３．１．１　ＫＶ值对电动机功率的影响

图６为三款所选电动机在满油门时的扭矩转

速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相同的输入工况下，随

着电动机ＫＶ值增加，电动机转速明显提高，电动

机最大功率增加。即电压及油门状态相同的情况

下，推进系统可用功率随着电动机的ＫＶ值增加

而增加。

图５　电动机测功试验

Ｆｉｇ．５　Ｍｏｔｏｒｄｙｎａｍｏｍｅｔｅｒｔｅｓｔ

图６　电动机转速扭矩关系

Ｆｉｇ．６　Ｍｏｔｏｒ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ｅｅｄｖｅｒｓｕｓｔｏｒｑｕｅ

图７　电动机效率扭矩关系

Ｆｉｇ．７　Ｍｏｔｏ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ｅｒｓｕｓｔｏｒｑｕｅ

３．１．２　ＫＶ值对电动机效率的影响

图７为三款电动机效率随扭矩变化曲线，从

图中可以看出，随着ＫＶ值增加，电动机效率略有

下降。测功机采用稳压电源供电，相比巡飞弹上

电源，在同样电压下能够输出更多的功率，因此在

电动机选型时要考虑不小于１０％功率裕量。对

比三款电动机可以发现，ＫＶ值为２５０的电动机

不满足功率要求，ＫＶ值为３２０的电动机效率低

于ＫＶ值为２８０的电动机约０．７％，但功率提升

了１０．６％。在推进系统效率满足要求且质量相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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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情况下，选用ＫＶ值为３２０的电动机具有更

高的功率裕量，能够有效提升巡飞弹的飞行包线。

３．１．３　油门状态对电动机性能的影响

ＫＶ值为３２０的电动机在不同油门特性下的

电动机效率随扭矩变化关系见图８，可以看到，电

动机效率随油门状态的增加而增加，电动机高效

段的扭矩范围，随油门状态的增加而增加。

图８　电动机效率油门关系

Ｆｉｇ．８　Ｍｏｔｏｒｅｆｆｅｃｔｖｅｒｓｕｓｔｈｒｏｔｔｌｅ

３．１．４　电动机选型结果分析

将不同油门下的电动机特性曲线与设计指标

对比可以看到，巡飞阶段电动机需用扭矩及转速

对应的油门为６０．７％，电动机效率为８４．３％，爬

升阶段电动机需用油门８２．１％，电动机效率

８９．３％。可以看到在设计工况下电动机均保持较

高效率，电动机能够输出足够的功率驱动螺旋桨，

选型电动机满足设计指标要求。

３２　螺旋桨详细设计

成熟的商业电动机能够在比较宽的扭矩范围

内保持高效率，因此推进系统设计的关键仍在于

根据设计工况点的飞行速度、推力等参数，设计高

性能的螺旋桨。在快速匹配设计部分已经得到了

一个初步的螺旋桨方案，需要在此基础上通过详

细设计，得到满足全包线内使用需求的性能优异

的螺旋桨。

３．２．１　气动方案优化设计

根据螺旋桨的使用工况以及前期快速匹配设

计结果，分析桨叶剖面雷诺数在２０００００左右，因

此选用Ｅ３８７典型低雷诺数翼型
［２３］。为了获得最

优的螺旋桨效率，利用代理模型优化方法［２４］针对

主设计点进行螺旋桨气动优化设计，螺旋桨优化

设计过程包括以下几步：

１）利用拉丁超立方抽样获取初始样本点，即

不同的螺旋桨外形。

２）通过涡流理论计算模型对初始样本进行

螺旋桨气动性能分析。

３）根据初始样本点及计算获得的螺旋桨推

力、功率、转速等，分别建立Ｋｒｉｇｉｎｇ代理模型。

４）利用遗传算法获得最优解，该过程不需要

调用ＣＦＤ分析，螺旋桨的气动性能分析通过代理

模型获得。

５）判断是否收敛，满足要求后给出结果。

在获得满足设计要求的螺旋桨方案后，考察

螺旋桨几何外形是否满足几何空间的约束，如果

不满足，需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并对调整后的外形

进行分析，考察是否仍然满足设计点和校核点要

求。最终得到了满足设计要求和空间约束的螺旋

桨其弦长分布和扭转角分布如图９所示，螺旋桨

外形见图１０。

图９　弦长及扭转角分布

Ｆｉｇ．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ｏｒｄｓａｎｄｔｏｒｓｉｏｎａｎｇｌｅ

图１０　螺旋桨

Ｆｉｇ．１０　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

３．２．２　螺旋桨设计结果

在获得满足设计要求和空间约束的螺旋桨方

案后，利用基于雷诺数平均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的

螺旋桨绕流求解程序［２５］对不同来流速度、转速下

的详细气动参数进行了分析计算，图１１、图１２分

别为不同来流速度下的推力转速曲线及效率前进

比曲线，可以看到在０．６～１．０前进比时螺旋桨效

率均大于７０％，效率最优前进比为０．７～０．９，螺

旋桨效率大于７５％。在２０～６０ｍ／ｓ的来流速度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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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螺旋桨推力转速曲线

Ｆｉｇ．１１　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ｔｈｒｕｓｔｖｅｒｓｕｓ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ｅｅｄ

图１２　螺旋桨效率前进比曲线

Ｆｉｇ．１２　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ｅｒｓｕ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ｒａｔｉｏ

范围内，螺旋桨推力变化均匀，结合设计指标可以

看到螺旋桨巡航效率为７５．９７％，爬升效率为

７２．８９％，满足设计指标要求。

３３　推进系统风洞试验

在完成了电动机选型和螺旋桨设计后，初步

验证了推进系统可行性，为了进一步校核推进系

统的性能，需要进行风洞试验验证。

常规螺旋桨风洞试验针对螺旋桨进行测试，

能够得到螺旋桨在不同转速及来流速度下的推

力、扭矩等参数，结合电动机测试结果进行匹配计

算，可以获得推进系统在飞行包线内的推力特性，

应用于巡飞弹时主要面临以下问题：①小型巡飞

弹螺旋桨桨径及推力较小，对测试设备精度要求

较高，常规的螺旋桨风洞试验测试设备包括伺服

电动机、天平、整流罩等，体积太大，干扰来流导致

测试结果不准确；②根据螺旋桨风洞试验结果及

电动机测试结果计算得到的推进系统参数引入了

风洞试验误差、电动机测试误差，测功机电源与巡

飞弹上的锂电池放电特性不同也会产生误差，导

致最终计算结果与实际结果偏差较大。

针对以上问题，开展了巡飞弹推进系统风洞

试验。为了解决来流干扰问题，试验采用了杆式

天平并在来流方向进行整流，整流罩外径与巡飞

弹弹径保持一致以尽可能模拟真实来流；为解决

电源特性问题，试验选用ＫＶ值为３２０的巡飞弹

上的电动机，巡飞弹上的真实电源供电；针对电动

机转速波动问题，通过多次测量取均值的方式，提

高测试结果精度。巡飞弹推进系统风洞试验，可

直接得到不同油门，不同来流速度下的推力特性，

测试条件更接近真实巡飞弹上的环境。两种试验

方案对比见图１３。

图１３　试验方案对比

Ｆｉｇ．１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ｅｓｔｓｃｈｅｍｅ

对５５％～１００％油门状态下，２０～５０ｍ／ｓ的

来流速度下的推力、扭矩及转速等进行测试，螺旋

桨的计算结果与推进系统风洞试验结果对比见图

１４。可以看到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在变化规律上

一致，试验结果与计算结果相比最大误差为

８．５％，试验结果准确。

３４　推进系统设计结果分析

通过推进系统风洞试验得到了巡飞弹在不同

来流速度及油门状态下的可用推力，对比需用推

力可以得到图１５。从图中可以看出，巡飞弹平飞

有利速度约为３０ｍ／ｓ，对应最低平飞油门５７％，

实际飞行应选在第一平飞范围，设计平飞速度为

４９



　第１期 吴　超等：小型巡飞弹电动推进系统设计及试验验证

图１４　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对比

Ｆｉｇ．１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ｔｅｓｔ

图１５　需用推力与可用推力对比

Ｆｉｇ．１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ｔｈｒｕｓｔａｎｄ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ｔｈｒｕｓｔ

４０ｍ／ｓ，对应油门为６５％，相比平飞有利速度，推

进系统油门裕量为８％，设计点选取合理。２７～

４８ｍ／ｓ来流速度范围内，满油门可用推力均大于

爬升需用推力，满足设计指标要求。

根据推进系统风洞试验结果可以得到螺旋桨

在设计工况点所需的转速、扭矩以及效率，结合电

动机测功试验在不同油门状态下的测试结果，可

以获得所需的电动机油门及效率，从而得到巡航

阶段推进系统效率测试结果为６２．３％，与设计值

６５％相比，误差为２．７％。爬升阶段推进系统效

率测试结果为６４．１％，具体设计结果见表２。

表２　设计结果

犜犪犫犾犲２　犇犲狊犻犵狀狉犲狊狌犾狋狊

参数 巡航阶段 爬升阶段

犝０／（ｍ／ｓ） ４０ ３０

犜／Ｎ １６ ５２

狀ｓ／（ｒ／ｍｉｎ） ７３８６ ９１０２

犕／（Ｎ·ｍ） １．１７ ２．３１

（ηｍ·ηｐ）／％ ８５．７ ９０．０

ηｍ／％ ７２．７ ７１．２

ηｐ／％ ６２．３ ６４．１

４　结　论

本文从某型巡飞弹实际需求出发，完成了小

型巡飞弹电动推进系统快速设计以及试验验证，

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１）本文所提出推进系统巡航阶段设计效率

为６５％，测试结果为６２．３％，理论与实际结果吻

合较好，证明该方法合理有效，能够获得满足工程

需要的性能良好的推进系统。

２）相比于常规螺旋桨风洞试验，巡飞弹推进

系统风洞试验能够直接获得飞行包线内推进系统

推力随来流速度、油门的变化规律，试验结果更接

近真实推力特性，可更好地指导巡飞弹总体设计。

３）成熟的商业电动机具有良好的特性曲线，

能够在较宽的力矩范围内维持比较高的效率，在

效率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优先选用大 ＫＶ值电动

机能提升推进系统可用推力，可有效拓展巡飞弹

飞行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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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喷流吸入对发动机进气畸变的影响

王俊琦，汪　涛，刘　雨，任丁丁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西安７１００８９）

摘　　　要：为了研究折返的尾喷流吸入对发动机进口流场畸变的影响特点，开展了发动机不同状态下的尾

喷流吸入地面试验，基于测取的发动机进口温度、压力流场数据，分析了发动机进口流场温度、压力畸变特征

和影响进气温度畸变强度的因素。结果表明：折返的发动机高温尾喷流吸入会在发动机进口形成明显的温度

畸变，此时的发动机进口流场具有温度、压力组合畸变特征；高温尾喷流的吸入会影响发动机进口总压分布，

使低压区压力有所升高，总压不均匀性降低；发动机工作状态越高、加力状态保持时间越长，发动机进口形成

的温度畸变强度峰值越大；发动机进口温度场的改变滞后于油门杆的动作，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流场，但尾喷流

吸入造成的温升率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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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ｗｅｒｅ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ｅｘｈａｕｓｔｇａｓ

ｃａｎｂｅｉｎｇｅｓ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ｎｌｅｔ，ｗｈｉｃｈｃｏｕｌｄｐｒｏｄｕｃｅａ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ｅｎｇｉｎｅｉｎｌｅｔ

ｆａｃｅ，ｉｎｔｈｉｓ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ｏｎｔｈｅｅｎｇｉｎｅｉｎｌｅｔｆａｃｅｗａｓａ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Ｔｈｅｈｏｔｅｘｈａｕｓｔｇａｓ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ｃａｎｒａｉｓｅ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ｐｒｅｓ

ｓｕｒｅｒｅｇ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ｅｎｇｉｎｅｉｎｌｅｔｆａｃｅ，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ｔｈｅｓｔｅａｄ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Ａｓｔｈｅｅｎｇｉｎ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ｔｈｒｕｓｔｌｅｖｅｒｗａ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ｔｉｍｅｗａ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ｓ

ｔｏｒ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ｐｅａｋ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ｌａｇｇｅｄ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ｒｏｔｔｌ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ｂｕｔ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ｉｓｅｒａｔｅｗ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ｌｏｗ．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ｅｘｈａｕｓｔｇａｓ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ｎｄｔｅｓｔ；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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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发动机的工作稳定性是评估发动机使用

性能的重要指标，设计良好的航空发动机，除了实

现性能好，可靠性高的要求之外，还必须满足飞机

适用性技术指标，这就要求在整个飞行包线范围

内发动机要有足够的稳定裕度［１］。进气压力畸变

和温度畸变是影响航空发动机稳定工作的主要外

部因素。温度畸变的产生与飞机的任务特点和使

用环境密切相关，如垂直起降飞机、采用蒸汽弹射

起飞的舰载机以及执行武器发射任务的战斗机都

可能由于吸入高温气体而遭遇到进气温度畸变问

题［２］。为了解和避免温度畸变对发动机稳定性的

影响，世界各国开展了广泛的研究。美国机动车学

会Ｓ１６委员会在１９９１年基于当时航空发动机进

气温度畸变研究成果编制发布了 ＡＲＤ５００１５《Ａ

Ｃｕｒｒｅｎ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ｌｅｔ／ＥｎｇｉｎｅＴｅｍｐｅｒａ

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
［３］，介绍了航空发动机

设计研制中进气温度畸变研究的推荐方法，并在

２０１７年将该文件升级为ＡＩＲ５８７６《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Ｉｎｌｅｔ／ＥｎｇｉｎｅＴｏｔ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４］。我国也在２００２年发布了 ＧＪＢ／Ｚ

２１１２００２《航空涡轮喷气和涡轮风扇发动机进口

温度畸变评定指南》［５］用于航空发动机型号研制

中的稳定性评定。

发动机排气尾喷流再吸入是导致发动机进气

温度畸变的主要形式之一。在２０世纪随着垂直

起降技术的兴起，垂直起降阶段的发动机尾喷流

再吸入问题受到重视，国外开展了大量的试验研

究工作［６８］。舰载机在舰面起飞时，偏流板折返的

发动机尾喷流可能会被发动机吸入在进口形成温

度畸变，造成发动机稳定裕度降低甚至超温、喘振

等现象，因此要求舰载机发动机应具有较强的抗

温度畸变能力［９］。关于偏流板折返尾喷流的研究

大多集中在舰机适配性方面，通过数值仿真等手

段研究偏流板折返尾喷流对航母甲板环境的影

响，为划定安全作业区域，优化起飞程序提供参

考［１０１３］。在排气尾流吸入对发动机进口影响方面

也开展了相关研究，如：张群峰等［１４］采用数值模

拟方法研究表明随着偏流板倾斜角度的增大，发

动机进口截面平均温度呈增大趋势；崔金辉等［１５］

研究结果指出发动机推力增大、偏流板倾角越大、

偏流板距离发动机越近，则发动机进口温升越高；

黄丹青等［１６］分析了不同偏流板侧转角对回流流

场的影响，结果显示侧转角大于６°时，回流尾气

不会被进气道吸入。

针对发动机尾喷流再吸入问题，国外主要采

用缩比模型风洞试验和整机试验的研究方法，而

国内研究人员多采用数值仿真的方法。实际中发

动机回流尾气的吸入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不

仅仅是流体运动问题还包括流固耦合、热传导、热

辐射等问题，当前的数值模拟方法难以给出准确

的结果，因此试验方法是最有效、可靠的研究手

段。本文为了研究回流尾喷流吸入对发动机进口

流场的影响，开展了整机地面试验研究，基于测量

数据分析了尾喷流吸入过程中发动机进口温度、

压力畸变流场的变化特点，为发动机的稳定性设

计提供参考。

图１　发动机进口测点布置示意图（逆航向视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ｐｒｏｂｅｓｌａｙｏｕｔｏｎｔｈｅｅｎｇｉｎｅ

ｉｎｌｅｔｆａｃｅ（ｖｉｅｗ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ｏｓｅ）

１　参数测量方案

试验前对试验机一侧进气道进行了测试改

装，在距离发动机进口截面１００ｍｍ处加装了流

场测量装置。根据前期的地面试验结果，发动机

地面静态运转时进口存在一定程度的压力畸变，

而尾喷流的吸入会产生温度畸变，本次地面试验

时发动机进口应该是温度、压力组合畸变流场，因

此特别研制了温度、压力组合畸变测量耙，测点的

布置方案如图１所示。测量截面加装有６支进气

道测量耙，每支测量耙有５个测点，靠近壁面的测

点为温度、动态总压和稳态总压组合测点，其余测

点为温度和稳态压力组合测点；为确定发动机进

气流量，在进气道外壁面与测量耙等间隔设置了

６个壁面静压测点。此外，试验中还测取发动机

的主要工作参数，如转速、可调导叶角度和排气温

度等。发动机进口温度采样率为５１２Ｈｚ，动态压

力采样率为２ｋＨｚ，稳态总压和发动机参数采样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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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１２８Ｈｚ，各参数分别进入相应的采集器采集

记录，并采用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统一授时，确保

数据时间统一。试验前对温度传感器进行了静态

和动态校准，对稳、动态压力传感器及其采集器开

展了机上静态联校，温度传感器静态测量精度优

于±１℃，在马赫数为０．６的气流环境中，时间常

数约为６０ｍｓ；稳、动态压力采集系统误差在

±０．５％以内。

２　试验方法和结果分析

２１　试验方法

试验为静态地面试验，采用系留装置固定飞

机，防止飞机运动。在飞机后方一定距离放置导

流板使发动机尾喷流产生偏转，形成热回流。发

动机正常起动、暖机后，试验人员将油门推至预定

试验位置，保持８～１０ｓ后，收油门至慢车位置稳

定工作。按此程序，分别完成发动机不同推力状

态下的回流尾喷流吸入试验，测量发动机进口流

场数据。试验时环境风速、风向稳定，且在各次试

验中基本保持一致。

２２　数据处理方法

试验后根据机载记录数据绘制试验过程中发

动机进口温度、压力流场分布，计算畸变指数。参

考文献［１７］发动机进口温度测量数据进行修正、

平滑处理，对于动态温度变化过程，修正后的温度

数值精度优于２％。依据ＧＪＢ／Ｚ２１１２００２《航空

涡轮喷气和涡轮风扇发动机进口温度畸变评定指

南》［５］发动机进口温度畸变水平采用面平均温度

狋ａｖ、温度畸变强度δ狋２ＦＡＶ、温度场周向不均匀度

Δ珋狋２ 以及温升率珋狋等参数表征，下标ＦＡＶ（ｆａｃ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发动机进口面平均温度狋ａｖ为３０个等环面分

布测点的算术平均值。温度畸变强度δ狋２ＦＡＶ按照

式（１）计算，其中狋０ 为试验时外界环境温度。

δ狋２ＦＡＶ ＝
狋ａｖ－狋０
狋０

（１）

　　温度场周向不均匀度Δ珋狋２ 采用式（２）计算，其

中狋ＨＡＶ为各测量耙测点温度平均值高于狋ａｖ的周

向范围内的平均温度。下标 ＨＡＶ 为高温区平

均数。

Δ珋狋２ ＝
狋ＨＡＶ－狋ａｖ
狋ａｖ

（２）

　　温升率按下式计算，其中Δ狋犻ｍａｘ为高温区内最

大温升测量值，Δτｍ 为从温度跃升到高温区中的

温升达到最高值的时间。

狋＝
Δ狋犻ｍａｘ

Δτｍ
（３）

　　根据ＧＪＢ／Ｚ６４Ａ２００４《航空涡轮喷气和涡轮

风扇发动机进口总压畸变评定指南》［１８］发动机进

口压力畸变水平采用面平均紊流度εａｖ、稳态周向

不均匀度Δ珋σ０ 表征。

Δ珋σ０ ＝１－
σ０

σａｖ
（４）

其中σ０ 为低压区平均总压恢复系数，σａｖ为发动机

进口面平均总压恢复系数。

εａｖ为各测量耙根部动态总压测点数据的紊流

度算术平均值，各测点的紊流度按下式计算：

ε犻 ＝
（Δ狆ｔ犻）ＲＭＳ

珚狆ｔ犻
　　犻＝１～６ （５）

　 　 （Δ狆ｔ犻）ＲＭＳ 其 中 下 标 ＲＭＳ（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ｄ），犻（犻＝１，…，６）测点的动态总压脉动均方

根，珚犘ｔ犻为动态总压时均值。

２３　试验结果分析

试验时折返的高温尾喷流会回流到机身下

部，发动机的抽吸作用使得热气流从辅助进气门

和进气道进口进入进气道，造成发动机进口温度

升高、温度场不均匀性增大；同时，发动机在地面

静止大状态运转时，进口也存在较强的总压畸变。

图２为发动机加力试验时的主要工作参数和进口

流场畸变参数时间历程曲线，图中Φ、犖２、狋６ 分别

为发动机油门杆位置、高压转子转速和排气温度，

狋ａｖ为进口平均温度，狋为参考温度量值，犪为参考

畸变指数量值。为便于分析，图中时间以油门杆

到达预定试验状态位置为０时刻。可以看出，在

油门杆上推过程中，随着转速的增加，发动机进口

稳态周向畸变指数Δ珋σ０ 和紊流度εａｖ随之增加，在

转速达到稳定时，压力畸变量值也基本稳定。在

油门杆到达稳定位置后约２ｓ，发动机进口面才出

现较明显的温升，之后随着发动机在加力状态保

持，面平均温度狋ａｖ、温度畸变强度δ狋２ＦＡＶ和不均匀

度Δ珋狋２ 均逐渐增大，并在油门杆退出加力位置后，

温度畸变强度和面平均温度都达到最大值。发动

机排气尾喷流经折返后与外界冷空气掺混，温度

迅速降低，在初始阶段发动机吸入混合气体后进

口温度变化并不明显，此外，折返尾喷流回流至进

气道进口需要一定的距离和时间，因此在上推油

门杆和加力状态工作初期，发动机进口温升并不

明显；但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试验机周围积聚的

热量增多，发动机吸入的混合气体温度升高，进口

温升更大，温度畸变强度和面平均温度也更高。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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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发动机进口温度场的变化要滞后于油门杆

的动作。

从图２中也可以看出，在发动机试验状态保

持后期，发动机进口压力和温度畸变强度均较大。

图３给出了与图２对应的τ＝８ｓ时刻基于测量结

果的发动机进口总压恢复系数σ和温度比φ分布

云图插值结果，发动机进口总压恢复系数σ定义

为各测点压力值与试验环境大气压力之比，温度

比φ定义为各测点修正温度与面平均温度之比。

从图中可以看出，此时发动机进口既有压力畸变

也有温度畸变，是一个组合畸变流场，低压区与高

温区均位于发动机进口下部，相邻但不完全重合。

分析图２可以发现，在发动机进口出现显著

温升后，周向总压畸变指数出现了明显的降低，为

了分析压力畸变的降低是否与尾喷流吸入有关，

图２　发动机工作参数和进口流场畸变指数时间历程曲线

Ｆｉｇ．２　Ｔｉｍ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

ｉｎｌｅｔ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图３　发动机进口压力和温度分布云图

Ｆｉｇ．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ｉｎｌｅｔｆａｃｅ

对比了试验机后方有无导流板，即有、无热回流吸

入时发动机相同状态下的进口总压畸变指数，结

果如图４所示，图中下标带“ｗ”的参数对应无折

返尾喷流吸入时的测量结果，与图２对比分析可

知，在无尾喷流吸入时，发动机进口稳态周向畸变

指数和紊流度均在油门杆处于加力状态时基本保

持稳定，而有尾喷流吸入时，当发动机进口温升逐

渐增大时，稳态周向畸变指数出现了明显下降。

图５给出了发动机加力状态试验时油门杆移动到

位后初始阶段和后期的发动机进口总压恢复系数

σ分布云图对比，τ＝２ｓ时发动机进口无明显的温

图４　有、无尾喷流吸入时发动机进口总压畸变指数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ｘｈａｕｓｔｇａｓ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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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时刻发动机进口总压恢复系数σ分布云图对比

（τ＝２ｓ，τ＝８ｓ）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ｉｎｌｅｔ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σｃｏｎｔｏｕｒｓ（τ＝２ｓ，τ＝８ｓ）

升，而τ＝８ｓ时折返尾喷流吸入使得发动机进口

出现较大幅度温升，τ＝８ｓ时发动机进口低压区

压力要明显高于τ＝２ｓ时的低压区压力，低压区

范围也明显减小。因此可以确定，高温尾喷流的

吸入使得低压区压力升高，总压流场不均匀度减

弱。飞机地面静止状态，发动机大状态运转时，其

进口下部的低压区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自进气

道下部辅助进气门进入的气流经过上方的防护网

后压力损失较大，相对于自进气道进口进入的气

流总压偏低，在发动机进口形成总压畸变，该畸变

水平与发动机流量相关，流量越大，畸变越强。当

发动机吸入回流热喷流时，进气温度升高，流量降

低，自辅助进气门进入的气流流量减小，与自进气

道进口进入的主流掺混后形成的低压区压力有所

提高，使得发动机进口总压不均匀性有所改善。

因此高温尾流吸入导致发动机进口周向稳态总压

畸变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发动机进气温度升高，流

量的减小。

发动机工作状态不同，其排气温度和速度不

同，进而影响折返尾喷流在试验机周围的分布和

发动机尾喷流的吸入情况。图６给出了３种发动

机工作状态下，折返尾喷流吸入在发动机进口产

生的温度畸变强度变化过程，Ｓｔａｔｅ１、Ｓｔａｔｅ２、

Ｓｔａｔｅ３对应的发动机状态依次降低；３次试验环

境条件基本相同，油门杆上推速率和各状态保持

时间相当。可以看出在整个过程中，发动机进口

温度畸变强度的变化规律是相似的，但温度畸变

强度峰值随着发动机工作状态的提高而明显

增大。

发动机在同一状态工作时，保持时间越长，

尾喷流吸入在发动机进口形成的温度畸变强度

越大，图７给出了两次试验发动机进口温度畸

变强度变化历程曲线，其中参数中的下标“１”和

“２”分别对应两次试验，两次试验上推油门速率

基本相同，从油门杆时间历程可以看出“２”试验

在起飞状态保持时间较“１”试验长约２ｓ，而所产

生的温度畸变峰值明显高于“１”试验测得的结

果。发动机在加力状态保持时间越长，折返的

尾喷流在试验机周围集聚量越多，发动机吸入

的混合气体温度更高，所形成的温度畸变强度

更大。

图６　发动机不同工作状态时进口温度畸变强度

Ｆｉｇ．６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ｎｇｉｎｅｔｈｒｕｓｔｌｅｖｅｒｓ

图７　起飞状态保持时间对发动机进口温度畸变强度

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ｉｎｌｅｔ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目前研究结果表明温度畸变的两方面特性会

对发动机的稳定工作造成影响，一是温度场的不

均匀分布，使得发动机稳定工作边界在特性图上

下移；二是温度的跃升，使得发动机工作点向稳定

边界移动；两者的综合作用造成发动机稳定裕度

降低［１］。折返的回流尾气吸入不仅会造成发动机

进口温度场的不均匀分布，其温度场也是一个动

态变化的流场。图８给出了其中一次试验发动机

进口修正后的最大温升测点温度时间历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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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明，尾气吸入造成的发动机进口温升是一

个较为缓慢的过程，发动机进口温升率并不高。

文献［３４］中指出，对于发动机尾喷流吸入问题，

造成发动机失稳的主导因素是温度不均匀分布，

而温度跃升是次要因素。

图８　最大温升测点修正后温度历程曲线

Ｆｉｇ．８　Ｔｉｍ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ｒｏｂｅｗｉｔｈｍａｘｉｍ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ｉｓｅ

３　结　论

本文开展发动机回流尾喷流吸入整机地面试

验，测量了发动机不同工作状态的进口温度和压

力畸变流场，通过对试验过程中畸变指数和发动

机工作参数的分析，揭示了回流尾喷流吸入时发

动机进口流场温度、压力畸变的变化特点，得到结

论如下：

１）折返的高温尾喷流吸入会在发动机进口

产生明显的温度畸变，此时发动机进口流场具有

温度、压力组合畸变特征，高温区与低压区不完全

重合；压力畸变的变化跟随油门杆和转速的变化，

而温度畸变的变化要滞后于油门杆的动作，温度

畸变强度峰值产生在收油门杆之后。

２）高温尾喷流的吸入会造成发动机进口低

压区压力升高，使得稳态周向畸变降低，但对紊流

度影响不大。

３）尾气吸入在发动机进口形成的温度畸变

强度峰值随着发动机工作状态的提升、加力状态

保持时间的增加而增大。

４）发动机进口流场温度是动态变化过程，但

温度升率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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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ＮＪｉｎｈｕｎ，ＳＵＮ Ｄａｎ，ＨＡＮ Ｌｅｉ，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ｊｅｔｂｌａｓｔｄ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ｏｎｉｎｌｅ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ｉｓｉｎｇｏｆ

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Ｊ］．ＧａｓＴｕｒｂｉｎ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３２（２）：１７２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黄丹青，王如根，李仁康，等．不同偏流板侧转角对回流的

影响规律［Ｊ］．空中工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９，２０

（１）：２０２５．

ＨＵＡＮＧＤａｎｑｉｎｇ，ＷＡＮＧＲｕｇｅｎ，ＬＩＲｅｎｋａｎｇ，ｅｔａｌ．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ａｎｇｌｅｏｎｂａｃｋｆｌｏｗｏｆｔｈｅｊｅｔ

ｂｌａｓｔｄ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ｉｒＦｏｒｃ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２０（１）：２０２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侯敏杰，石小江，罗华锋．发动机进气温度畸变高响应温

度测试技术研究［Ｊ］．燃气涡轮试验与研究，２００５，１８（２）：

４１４８．

ＨＯＵ Ｍｉｎｊｉｅ，ＳＨＩＸｉａｏｊｉａｎｇ，ＬＵＯ Ｈｕａｆｅｎｇ．Ａｓｔｕｄｙｏｎ

ｈｉｇｈ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ｕｓｅｄｉｎａｅｒｏｅｎ

ｇｉｎｅｉｎｌｅ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Ｊ］．Ｇａｓ

Ｔｕｒｂｉｎ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５，１８（２）：４１４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航空涡轮喷气和涡轮风扇发动

机进口总压畸变评定指南：ＧＪＢ／Ｚ６４Ａ２００４［Ｓ］．北京：国

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２００４：４７．

（编辑：李岩梅、张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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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桨／机翼耦合下的目标螺旋桨滑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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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分布式电推进（ＤＥＰ）构型等具有多螺旋桨特征的飞行器，发展了通过优化螺旋桨滑流来达

到提高机翼升阻比的方法。提出了一种可以获得目标诱导速度分布的螺旋桨设计方法，基于面元法发展了一

套可以快速计算螺旋桨机翼干扰的气动程序Ｐｒｏｐｗｉｎｇ，基于 Ｋｒｉｇｉｎｇ代理模型建立了一套高效的优化方法

获得最优的螺旋桨诱导速度分布提高机翼升阻比。优化结果显示当拉力保持相同时，螺旋桨桨毂附近的轴向

诱导速度越大，下游机翼的升阻比越大。在不对螺旋桨功率进行限制时，优化后的螺旋桨使得下游的翼段阻

力相比较安装最小能量损失设计的螺旋桨的翼段减少了１８．７５％，而翼段升阻比提升达到了２５．６３％，当优化

螺旋桨功率被限制后，翼段升阻比提升为９．６２％。虽然升阻比的提升需要付出螺旋桨效率下降的代价，但是

研究还是给分布式动力滑流的利用提供了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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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ｕｍｅｎｅｒｇｙｌｏｓｓ；ｗｈｅｎ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ｗａｓｌｉｍｉｔｅｄ，ｔｈｅ

ｌｉｆｔｔｏｄｒａｇｒａｔｉｏｏｆｔｈｅｗｉｎｇｓｅｇｍｅｎ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ｏ９．６２％．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ｌｉｆｔｔｏｄｒａｇｒａｔｉｏｉｓ

ｒａｉｓｅｄａｔｔｈｅｃｏｓｔｏｆ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ｉｌｌ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ｎｉｄｅａｆｏｒｔｈｅ

ｕｓｅ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ｓｌｉｐｓｔｒｅａｍ．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 （ＤＥＰ）；ｓｌｉｐｓｔｒｅａｍ；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ｄｅｓｉｇｎ；

ｄｒａｇ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Ｋｒｉｇｉｎｇ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ｍｏｄｅｌ

　　随着全球航空业的快速发展，飞机制造商和

运营商越来越注重燃油效率、环境保护和可持续

性，绿色航空越来越受到重视，其中动力装置的创

新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兴趣。而分布式电推进

（ＤＥＰ）在众多创新概念中展现出更为明显的发展

潜力：分布式螺旋桨推进早已用在了太阳能无人

机上，美国的Ｈｅｌｉｏｓ
［１３］系列太阳能无人机使用了

１４个螺旋桨；２０１４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ＮＡＳＡ）提出了前缘异步螺旋桨推 进 技 术

（ＬＥＡＰＴｅｃｈ），一系列由电动机单独驱动的小桨

沿展向布置在机翼前缘，并在２０１５年成功进行了

地面测试；Ｓｔｏｌｌ等
［４５］指出ＤＥＰ可以用来提高机

翼的升阻比；近几年，ＤＥＰ也被用在垂直起降飞

机上，例如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Ｓｔｒｉｋｅ和Ｌｉｌｉｕｍ
［６］。可以看

出ＤＥＰ即将成为下一代航空技术的热点领域，但

是现在ＤＥＰ领域的研究还比较匮乏。以太阳能

无人机为例，很长一段时间内，多数研究都集中于

通过提升翼型［７１０］或机翼［１１１２］的性能来提高无人

机的气动特性，但是螺旋桨的滑流影响并没有在

设计阶段考虑，对于这种多螺旋桨推进的飞行器

来说，飞行过程中机翼会处于大量螺旋桨滑流之

中，不考虑滑流影响的设计方法必然会导致次优

的构型。

很多学者也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在这方面

展开了研究：Ａｌｂａ等
［１３］指出螺旋桨滑流的轴向

诱导速度增加了来流动压，而切向诱导速度改变

了当地的有效迎角，上洗侧明显增大了当地有效

迎角，而下洗侧则减小了当地的有效迎角，这两点

均改变了机翼的升力分布；Ｖｅｌｄｈｕｉｓ等
［１４１６］研究

了螺旋桨的安装位置和旋转方向对机翼升阻比的

影响，发现螺旋桨在靠近对称面一侧上旋、展向安

装位置靠近翼尖、垂向安装位置偏离机翼前缘点

向上或者向下都有利于提高机翼升阻比；Ｒａｋ

ｓｈｉｔｈ等
［１７］和王科雷等［１８］研究发现在螺旋桨滑流

区内的机翼弦长变短有利于减阻；徐家宽等［１９］在

考虑螺旋桨滑流的状态下对机翼进行了优化，发

现在螺旋桨上洗侧减小截面的气动扭转角和下洗

侧增大截面的气动扭转角可以达到减阻的目的。

可见，目前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将螺旋桨作

为已知的滑流输入，然后对机翼进行设计或优化，

使其适应螺旋桨滑流来达到提高气动效率的目

的。然而，对于ＤＥＰ构型来说，不对这种大范围

的滑流进行设计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浪费。例如，

Ｓｃｈｎｕｌｏ等
［２０］提到Ｘ５７左、右机翼上各有６个高

升力螺旋桨，利用这些高升力螺旋桨，机翼面积可

以明显减少，显著减小巡航阻力，在起飞阶段，这

１２个高升力螺旋桨处于工作状态会带来显著的

升力增量支持起飞，而在巡航阶段，在翼尖处用两

个较大的电动机驱动巡航螺旋桨，这些高升力螺

旋桨会折叠收入短舱中，减小阻力，此时依靠两个

翼尖螺旋桨来提供巡航时所需的全部拉力。虽然

这可能会带来额外的动力质量增加，但是在气动

增益上还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这就要求设

计不同的螺旋桨，使螺旋桨下游的机翼满足相应

的升力和阻力要求。基于这一思想，本文的工作

是研究如何通过设计螺旋桨滑流而不是改变机翼

的参数来提高机翼的气动效率。

１　数值方法

为了实现通过优化螺旋桨的诱导速度来达到

提高机翼升阻比的目的，需要以下几种方法：

１）一种可以获得目标诱导速度分布的螺旋

桨设计方法；

２）一种可以考虑螺旋桨滑流影响的高效的

气动计算方法；

３）高效的气动优化方法。

在飞机的概念设计阶段，直接用ＣＦＤ数值计

算进行优化是非常耗时的。因此，本文采用一种

计算效率更高的快速气动计算方法来获得机翼的

升阻比气动参数

１１　螺旋桨设计方法

螺旋桨的设计通常是基于给定的飞行状态和

推力或功率要求。经典的螺旋桨设计方法是基于

最小能量损失［２１］；不过，Ｈｅｐｐｅｒｌｅ
［２２］提出了一种

可以获得目标弦长分布的螺旋桨设计方法；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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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等［２３］提出了一种可以获得目标环量分布的螺

旋桨设计方法；项松等［２４］发展了一种适合电动飞

机的螺旋桨设计方法。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本

文提出了一种可以获得目标诱导速度的螺旋桨设

计方法规定犪狓 代表桨盘处的轴向诱导因子，犪ｔ代

表切向诱导因子，设计流程如图１。

图１　螺旋桨反设计方法流程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ｉｎｖｅｒｓｅｄｅｓｉｇｎｍｅｔｈｏｄ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设计方法需要首先给出７个设计变量：来流

速度犝∞，角速度Ω，螺旋桨半径犚，桨叶数犖ｂ，空

气密度ρ，拉力犜 和轴向诱导因子沿半径的分布

公式犪
狓 ；然后通过给定的拉力犜（功率犘）确定最

终的犪狓 的值，然后就可以获得犪ｔ 的分布。利用

初始的弦长分布得到当地的雷诺数犚犲和马赫数

犕犪可以根据截面入流速度得到，马赫数在迭代

过程是不变的。然后根据犚犲、犕犪、αｐ 通过事先建

立好的翼型气动数据库［２５］得到升力系数犮ｌ和阻

力系数犮ｄ，当然这一过程也可以通过开源的气动

计算程序ＸＦＯＩＬ代替。获得犮ｌ、犮ｄ和αｐ后，即可

以得到新的弦长分布犮ｎ 和安装角β分布，当不满

足收敛条件时，用犮ｎ 代替之前的弦长分布犮ｉ，开

始新 一 轮 的 迭 代，直 到 收 敛，收 敛 条 件 为

（犮ｎ－犮ｉ）
２
≤ε，ε是判断是否收敛的收敛系数，本文

为０．００１，达到收敛条件后输出最终的弦长分布

和安装角分布。值得说明的是，本文的方法是给

定桨叶截面的气动翼型后设计弦长和安装角分布

的方法，因此需要知道当地截面翼型的有效迎角

αｐ，获得αｐ的方法有两种，１种是以当地截面翼型

升阻比最大为原则取得升力系数犮ｌ和阻力系数

犮ｄ，迭代得到αｐ，虽然可以获得较好的螺旋桨效率，

但是这种方法很容易造成弦长分布不光滑，而第２

种方法是直接规定各截面的有效迎角为一个定值，

可以保证弦长分布光滑，而且通过这两种方法设计

出的螺旋桨只是弦长和安装角有所区别，并不会对

诱导速度分布有影响，即不会影响最终的优化结

果，本文采用第２种方法。

各变量之间的数学关系如下：

１）犪狓 和犜 的关系

根据动量理论［２６］，可以得到

ｄ犜＝４πρ犝
２
∞（１＋犪狓）犪狓狉犉ｄ狉 （１）

　　所以当拉力或功率给定时，轴向诱导因子也

就确定了。

２）犪狓 和犪ｔ的关系

图２展示了叶素三角形，αｐ 是当地有效迎

角，φ是当地几何入流角，犠 是当地截面叶素的入

流速度，犠 ＝ （犝∞＋狏ａ）
２＋（Ω狉－狏ｔ）槡

２，狏ａ 和狏ｔ

分别是轴向和切向诱导速度，所以有

ｔａｎφ＝
犝∞ ＋狏ａ

Ω狉－狏ｔ
＝
狏ｔ
狏ａ

犪狓 ＝
狏ａ
犝∞

，　犪ｔ＝
狏ｔ

Ω狉
（２）

　　简化得

犪ｔ＝

１－ １－
４犝２∞（１＋犪狓）犪狓

（Ω狉）槡 ２

２

犪狓 ＝

－１＋ １＋
４（Ω狉）

２（１－犪ｔ）犪ｔ
犝２∞槡

２
（３）

　　所以当轴向诱导因子犪狓 确定之后，切向诱导

因子犪ｔ也就确定了。

图２　叶素速度三角形

Ｆｉｇ．２　Ｂｌａｄ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３）弦长犮和安装角β分布

这里犉代表翼尖损失系数

犉＝
２

π
ａｒｃｔａｎ（ｅ－犳）　犳＝

犖ｂ
２
·犚－狉
狉ｓｉｎφ

（４）

　　此外根据叶素动量理论（ＢＥＭＴ）
［２７］，拉力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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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写为

ｄ犜＝
犖ｂ
２ρ
犠２（犮ｌｃｏｓφ－犮ｄｓｉｎφ）犮ｄ狉

　　所以弦长和安装角分布为

犮＝
８π狉犝

２
∞（１＋犪狓）犉

犖ｂ犠
２（犮ｌｃｏｓφ－犮ｄｓｉｎφ）

β＝φ＋αｐ （５）

　　所以当设计参数被给定之后，螺旋桨外形也

就被确定了。

１２　螺旋桨／机翼气动计算方法

１．２．１　滑流模型

为了建立一个能考虑螺旋桨滑流的机翼气动

模型，首先需要建立螺旋桨尾迹模型来获得诱导

速度分布。

滑流里的螺旋尾迹的诱导速度场计算比较复

杂，本文中采用 Ｖｅｌｄｈｕｉｓ
［２８］提出的滑流管模型，

该模型将螺旋尾迹简化成两部分：轴向涡和切向

涡，如图３所示。

然后根据毕奥萨伐尔定律，诱导速度可以写

为如下形式：

ｄ犞＝
Γ
４π
·犎×ｄ犾
犎３

式中ｄ犞为微元段对犘 点的诱导速度；Γ代表微

元段环量大小；犎 代表任一点犘 到微元的向量；

ｄ犾代表微元段向量。

１）切向涡的诱导速度

图３　螺旋桨滑流管模型

Ｆｉｇ．３　Ｓｌｉｐｓｔｒｅａｍｔｕｂｅｍｏｄｅｌ

狌ｔ＝∫
犚

狉
ｈｕｂ

γ狓狉

４π∫
２π

φ＝０

犫ｓｉｎφ－犿ｃｏｓφ

犫２＋犿
２

１－
狓０－狓ｐ

（狓０－狓ｐ）
２
＋犫

２
＋犿槡

［ ］２ ｄφｄ狉

狏ｔ＝∫
犚

狉
ｈｕｂ

γ狓狉

４π∫
２π

φ＝０

ｓｉｎφ

（狓０－狓ｐ）
２
＋犫

２
＋犿槡

２

ｄφｄ狉

狑ｔ＝∫
犚

狉
ｈｕｂ

γ狓狉

４π∫
２π

φ＝０

ｃｏｓφ

（狓０－狓ｐ）
２
＋犫

２
＋犿槡

２

ｄφｄ狉 （６）

　　２）轴向涡的诱导速度

狌ａ＝０ｍ／ｓ

狏ａ＝∫
犚

狉
ｈｕｂ

γｔ狉

４π∫
２π

φ＝０

犿

犫２＋犿
２
１－

狓０－狓ｐ

（狓０－狓ｐ）
２
＋犫

２
＋犿槡

［ ］２ ｄφｄ狉

狑ａ＝∫
犚

狉
ｈｕｂ

γｔ狉

４π∫
２π

φ＝０

－犫

犫２＋犿
２
１－

狓０－狓ｐ

（狓０－狓ｐ）
２
＋犫

２
＋犿槡

［ ］２ ｄφｄ狉 （７）

　　式（６）和式（７）中

γ狓 ＝
犖ｂ
２π狉
·ｄΓ
ｄ狉
，　γｔ＝

Ω犖ｂ

２π犝∞

·ｄΓ
ｄ狉

犫＝狉ｓｉｎφ－狔ｐ

犿＝－狉ｃｏｓφ－狕ｐ

　　更多的模型细节可以参考文献［２８］。

１．２．２　螺旋桨／机翼干扰计算

本文采用定常面元法［２９］计算机翼气动力，采

用源汇和偶极子组合的方法。机翼被划分成犖ｓ

个机翼表面单元和 犖ｔ 个尾迹单元，任意一点狆

的控制方程可以写为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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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
ｓ

犻＝１

犆ｐ犻μ犻＋

犖
ｔ

犼＝１

犆ｐ犼μ犼＋

犖
ｓ

犻＝１

犅ｐ犻σ犻 ＝０ （８）

式中σ犻＝狀犻·犝∞，狀犻 是第犻个单元的法向量。然

后将滑流模型预测的空间任一点的螺旋桨诱导速

度加入到每一个单元的控制点的来流里，这样就

在机翼气动力中考虑了螺旋桨滑流的影响。新的

源强可以写为σ犻＝狀犻·（犝∞ ＋犝ｐ，犻），犝ｐ 是螺旋桨

在第犻个单元的控制点处的诱导速度。

根据文献［２８］，考虑螺旋桨滑流影响后的机

翼阻力系数可以写为：犆ｄ＝犆ｄｉ＋犆ｄｐ，犆ｄｉ是诱导阻

力系数，犆ｄｐ是型阻系数。

１）诱导阻力

根据文献［２８］，考虑螺旋桨滑流后的截面环

量（Γ（θ））和截面升力（犾（θ））分布可以写为

Γ（θ）＝２犝∞犫∑
狀

犃狀ｓｉｎ（狀θ）

犾（θ）＝ρ犝∞Γ（θ）（１＋犪狓（θ））＝

２ρ犝
２
∞犫∑

狀

犃狀ｓｉｎ（狀θ） （９）

　　这样根据机翼的升力分布既可以获得傅里叶

级数展开后的系数犃狀。

而考虑滑流后的机翼诱导阻力系数可以写为

犆ｄｉ＝２犚 ［ａ∫
π

０∑狀 ∑犽
狀犃狀犃犽ｓｉｎ（狀θ）ｓｉｎ（犽θ）（１＋犪狓（θ））ｄθ＋∑

狀

犃狀∫
π

０
αｉｐ（θ）ｓｉｎ（狀θ）ｓｉｎθ（１＋犪狓（θ））ｄ］θ

（１０）

式中犫是机翼展长；犚ａ代表机翼展弦比；犪狓（θ）是

机翼位置上的轴向速度增加量；αｉｐ（θ）是螺旋桨在

机翼处诱导的迎角；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阻力是在

以下假设前提下得到的：

（１）假设机翼后的尾迹从尾缘流出后为一个

平面向后延伸；

（２）忽略黏性的影响。

２）型阻

机翼的型阻系数可以近似表示为

犆ｄｐ＝
犚ａ
２∫

π

０
犆′ｄｐ
犮（θ）

犫
（１＋犪狓（θ））

２ｓｉｎθｄθ （１１）

式中犆′ｄｐ是机翼截面的二维翼型的型阻系数，

犮（θ）是机翼展向弦长分布，这里是利用 ＣＦＤ

方法提前建立好的数据库得到的（也可以用

二维翼型气动快速计算开源程序 ＸＦＯＩＬ计算

得到），而不是利用Ｐｒｏｐｗｉｎｇ程序计算得到，

这样可以用一个狀阶的多项式近似：犆′ｄ，ｐ＝

犳（犮ｌ）＝犮０＋犮１犮ｌ＋犮２犮
２
ｌ＋…＋犮狀犮

狀
ｌ，本文狀＝４。

为了方便说明，在后面的章节中，这个气动计

算程序被称为 Ｐｒｏｐｗｉｎｇ。Ｐｒｏｐｗｉｎｇ的算法

流程如图４所示。

图４　Ｐｒｏｐｗｉｎｇ算法流程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ｐｗ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１３　高效的气动优化方法

Ｋｒｉｇｉｎｇ代理模型是一种基于统计理论的插

值技术，充分考虑了变量空间的特性。详细的算

法可以参考文献［３０］。Ｋｒｉｇｉｎｇ代理模型具有很强

的非线性和多峰函数能力，具有很好的预测精度，

适用于气动优化设计问题，能大大提高优化设计效

率，在气动优化设计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３１３２］。

本文中采用了两种加点准则来提高优化过程

的鲁棒性和效率：第１种是最直接的加点准则，最

小化代理模型准则（ＭＳＰ）
［３０］，加入当前代理模型

优化的最优点；第２种是改善期望准则（ＥＩ）
［３０］，

ＥＩ代表着设计空间中最优点的概率，通过选择最

好的ＥＩ值的点加入到原始样本，代理模型的全局

最优的搜索鲁棒性也会被提高。ＥＩ函数犈［犐（狓）］

如下：

犈［犐（狓）］＝

（狔ｍｉｎ－狔^）Φ
狔ｍｉｎ－狔^

＾（ ）狊
＋狊

狔ｍｉｎ－狔^

＾（ ）狊
狊^＞０

０ 狊^＝

烅

烄

烆 ０

（１２）

式中Φ是标准正态分布；是标准正态分布密度函

数；^狊是Ｋｒｉｇｉｎｇ模型预测均方根误差；狔ｍｉｎ是所有样

本点的目标函数最小值；是样本空间中任意一点。

２　数值方法验证

２１　犆犉犇方法验证

为了验证本文的Ｐｒｏｐｗｉｎｇ和分析流场特

性，本文首先采用基于结构－非结构混合网格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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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耦合ＳｐａｌａｒｔＡｌｌｍａｒａｓ（ＳＡ）湍流模型准定常求

解 ＲＡＮＳ（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Ｎａｉｖ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

程的多重参考系（ＭＲＦ）方法
［３３］对螺旋桨／机翼气

动干扰问题进行数值模拟，然后利用验证的ＣＦＤ

方法对Ｐｒｏｐｗｉｎｇ进行了对比验证。

首先采用实验算例验证ＣＦＤ方法的可靠性。

一种螺旋桨／机翼干扰模型［３４］被用来验证方

法的可靠性，模型参数如表１。

模型计算网格如图５。

计算条件和实验条件保持一致如表２。

表１　实验模型参数概要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狌犿犿犪狉狔狅犳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犿狅犱犲犾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部件 参数 数值

机翼

翼展犫／ｍ ２．５８

机翼面积犛／ｍ２ ０．６２

翼根弦长犮ｒｏｏｔ／ｍ ０．２７９

翼尖弦长犮ｔｉｐ／ｍ ０．１６１

平均气动弦长犮ＭＡＣ／ｍ ０．２４

前缘后掠角Λｌｅ／（°） ０

Ｎ２５０

螺旋桨

螺旋桨直径犇／ｍ ０．４０６

桨毂直径犇ｈｕｂ／ｍ ０．０８４

桨叶数犖ｂ ６

狉／犚＝０．７处的叶素角β０．７／（°） ３０

螺旋桨展向位置２狔ｐ／犫 ０．３４３

图５　实验模型的计算域网格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ｍａｉｎｇｒｉｄ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ｍｏｄｅｌ

表２　实验及计算条件

犜犪犫犾犲２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狀犱犮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

参数 数值

来流速度犝∞／（ｍ／ｓ） １９

机翼迎角α／（°） ４

雷诺数犚犲／１０５ ３

螺旋桨迎角αｐｒｏｐ／（°） ０

前进比犑 ０．６９５

　　图６是螺旋桨的滑流速度对比和机翼升力分

布对比，图中犆ｌ，ｌｏｃ表示当地升力系数，犮表示当地

弦长。其中诱导因子分布的差别可能是由于数值

模拟时桨的模型和流向安装位置与真实模型有所

差别导致的，虽然在预测值上有所差别，但是本文

采用的ＣＦＤ方法在预测趋势变化方面具有合理

的精度。

图６　实验模型的数值模拟与实验值对比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ｍｏｄｅｌ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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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算例验证结果可以看出本文的ＣＦＤ方法

在预测螺旋桨和机翼干扰时的气动特性及变化趋

势方面有着合理的精度，因此接下来采用ＣＦＤ方

法验证Ｐｒｏｐｗｉｎｇ程序的可靠性和分析一些流场

细节。

２２　螺旋桨设计方法验证

螺旋桨设计条件如表３。

表３　犔犃犞和犘犃犞螺旋桨设计条件

犜犪犫犾犲３　犇犲狊犻犵狀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狅犳犔犃犞犪狀犱犘犃犞狆狉狅狆犲犾犾犲狉狊

参数 数值

来流速度犝∞／（ｍ／ｓ） １３

螺旋桨直径犇／ｍ ０．４

桨毂直径犇ｈｕｂ／ｍ ０．０８

桨叶数犖ｂ ２

设计拉力犜／Ｎ ５

转速犖／（ｒ／ｍｉｎ） ４３００

马赫数犕犪 ０．０４

空气密度ρ／（ｋｇ／ｍ
３） ０．９１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螺旋桨设计方法的可靠

性，这里采用了两种诱导因子分布

１）ＬＡＶ（ｌｉｎｅａｒａｘｉ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犪狓 沿半径方

向呈直线分布；

２）ＰＡＶ（ｐａｒａｂｏｌａａｘｉ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犪狓 沿半

径为抛物线分布，峰值出现在狉／犚＝０．７５。

图７　设计螺旋桨弦长和安装角分布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ｏｒｄ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ｂｌａｄｅａｎｇｌｅ

ｏｆｄｅｓｉｇｎ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ｓ

图７是设计的两个螺旋桨的弦长犮／犚和安装

角β分布。可以看出ＬＡＶ在桨毂处的弦长最大，

而ＰＡＶ最大弦长出现在狉／犚＝０．７５处附近；然

后利用 ＭＲＦ方法计算了两个螺旋桨的滑流特

性，并在交接面下游０．０２ｍ 处取得诱导速度分

布，图８展示了计算的诱导速度分布和设计值的

对比。

从表４和图８的结果可以看出 ＭＲＦ计算结

果不仅在拉力上符合良好，而且诱导速度分布也

符合较好，这证明了设计的螺旋桨满足了设计要

求，设计方法是可靠的。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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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轴向和切向诱导速度计算值与设计值对比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ａｘｉａｌａｎｄｔａｎｇ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ｄｕｃｅ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表４　犔犃犞和犘犃犞的计算的拉力和功率特性

犜犪犫犾犲４　犜犺狉狌狊狋犪狀犱狆狅狑犲狉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犔犃犞犪狀犱犘犃犞

螺旋桨
犜／Ｎ 犘／Ｗ η

设计 ＭＲＦ ＭＲＦ ＭＲＦ

ＬＡＶ ５ ４．９０ ８５．２９ ０．７４６８

ＰＡＶ ５ ４．９３ ８８．９０ ０．７２０９

２３　犘狉狅狆狑犻狀犵程序验证

采用了一个展弦比为１０的直机翼，翼型为

Ｅ３８７，弦长为１ｍ，两个ＪＸＦ１６×８的桨（截面翼型

均为ＣｌａｒｋＹ翼型
［２５］）装在２．５ｍ（２狔ｐ／犫＝０．５）

的螺旋桨Ｐｒｏｐ１和－２．５ｍ（２狔ｐ／犫＝－０．５）的螺

旋桨Ｐｒｏｐ２的位置，如图９，坐标系定义如图９，

原点放置在机翼对称面的前缘处。

面元法网格如图１０，弦向布置５０个单元。

图９　两螺旋桨的计算模型和坐标系定义

Ｆｉｇ．９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ｗｏ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ｓ

图１０　面元法的展向面元分布

Ｆｉｇ．１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ａｎｗｉｓｅｐａｎｅｌｓｉｎｐａｎｅｌｍｅｔｈｏｄ

　　螺旋桨和计算条件如表５。

对比了６种螺旋桨转速组合的计算结果，升

力犔ｓｐａｎ分布对比如图１１，表６对比了不同螺旋桨

转速下机翼的升阻特性。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Ｐｒｏｐｗｉｎｇ对于预测螺

旋桨和机翼干扰有一个合理的精度，可以较为准

确地反应考虑滑流后的机翼升阻特性变化和展向

升力分布。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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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双桨／机翼耦合计算模型参数和计算条件

犜犪犫犾犲５　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犪狀犱犮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狅犳狋犺犲犮狅狌狆犾犲犱犮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犾狅犳狋狑狅狆狉狅狆犲犾犾犲狉／狑犻狀犵

参数 数值

机翼

翼展犫／ｍ １０

机翼面积犛／ｍ２ １０

翼根弦长犮ｒｏｏｔ／ｍ １

翼尖弦长犮ｔｉｐ／ｍ １

前缘后掠角Λｌｅ／（°） ０

ＪＸＦ１６×８

螺旋桨

螺旋桨直径犇／ｍ ０．４０６

桨毂直径犇ｈｕｂ／ｍ ０．０８４

桨叶数犖ｂ ６

螺旋桨（Ｐｒｏｐ１、Ｐｒｏｐ２）展向位置２狔ｐ／犫 ０．５，－０．５

计算条件

来流速度犝∞／（ｍ／ｓ） １３

机翼迎角α／（°） ０

雷诺数犚犲／１０５ ７

马赫数犕犪 ０．０４

螺旋桨迎角αｐ／（°） ０

图１１　不同螺旋桨组合的升力分布对比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ｌｉｆ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ｃｏｒｎ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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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不同螺旋桨转速下的机翼的犆犾和犆犱对比

犜犪犫犾犲６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犻狅狀狅犳犮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犆犾犪狀犱犆犱狅犳狑犻狀犵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狉狅狆犲犾犾犲狉狉狅狋犪狋犻狅狀狊狆犲犲犱狊

工况
转速犖／（ｒ／ｍｉｎ） 犆ｌ 犆ｄ

Ｐｒｏｐ１ Ｐｒｏｐ２ ＣＦＤ Ｐｒｏｐｗｉｎｇ 相对误差／％ ＣＦＤ Ｐｒｏｐｗｉｎｇ 相对误差／％

１ ０ ０ ０．２９３４ ０．３０１５ ２．７６ ０．０１４６６ ０．０１４１４ －３．５７

２ ３６００ ３６００ ０．２９３５ ０．３０４２ ３．６５ ０．０１５８５ ０．０１４５２ －８．４０

３ ３６００ ４３００ ０．２９５４ ０．３０６２ ３．６３ ０．０１６０５ ０．０１４８３ －７．６０

４ ３６００ ５２３０ ０．２９７２ ０．３０９０ ３．９８ ０．０１６３５ ０．０１５４３ －５．６５

５ ４３００ ４３００ ０．２９６５ ０．３０８２ ３．９３ ０．０１６２３ ０．０１５１６ －６．６２

６ ４３００ ５２３０ ０．２９８７ ０．３１１０ ４．１２ ０．０１６５４ ０．０１５７５ －４．７４

７ ５２３０ ５２３０ ０．３００７ ０．３１３９ ４．４０ ０．０１６８６ ０．０１６３３ －３．１７

３　滑流优化框架

为了提高优化效率，需要尽可能少的变量去

模拟诱导速度分布形式，本文采用式（１３）参数化

诱导因子分布公式犪狓

犪狓 ＝狔１狔２狔３

狔１ ＝
２

π
ａｒｃｃｏｓ（ｅ－狓

／犮
１）

狔２ ＝ｅ
－ （狓－狌）［ ］狊

２

狔３ ＝
２

π
ａｒｃｃｏｓ［ｅ

（狓－１）／犮２］ （１３）

式中犮１ 和犮２ 分别决定了犪

狓 曲线在桨毂和桨尖

处衰减到零的速率，和的值越小，衰减到零的速率

越快，而狌和狊分别决定着犪
狓 曲线峰值出现的位

置和大小，犪狓 的值根据式（１）对犪

狓 曲线等比例缩

放即可以得到。因为峰值的位置是在桨毂到桨尖

之间出现，而且由于桨尖损失，所以峰值一般不会

出现在桨尖附近，否则桨的效率会很低，因此在本

文中狌的取值范围定为［０．２，０．８５］，这是按半径

归一化的结果，而狊决定着曲线峰值的尖锐程度，

当狊为零时，狔２ 曲线为直线分布，狊越大，狔２ 曲线

越尖锐，对应的某处弦长也会越大。

优化框架如图１２，本文的优化方法采用遗传

算法（ＧＡ）
［３５］和梯度优化算法［３０］相结合的方式

（序列二次规划法（ＳＱＰ））。本文中，ＧＡ算法的相

关设置为：①种群规模为１００；②交叉变异概率分

别为０．９和０．０５；③最大进化代数（犖）为１００。

图１２　滑流优化框架

Ｆｉｇ．１２　Ｓｌｉｐｓｔｒｅａ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４　结果及讨论

本文中的优化的数学模型如式（１４），共有４

个优化设计变量犿１、犿２、狌、狊，取值范围表示在约

束中。

ｍｉｎ犓 ＝－犆ｌ／犆ｄ

ｓ．ｔ．

犆ｌｏ≤犆ｌ，犘≤狋犘ｏ

０≤犿１ ≤０．５

０≤犿２ ≤０．５

０．２≤狌≤０．８５

０≤狊≤

烅

烄

烆 ４

（１４）

　　因为本文主要关注螺旋桨对其后机翼的气动

特性影响，而且螺旋桨影响范围有限，考虑到机翼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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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较大，如果选取整个机翼的升阻特性变化为

目标函数，可能会抵消一些螺旋桨带来的变化，因

此截取了受其影响的翼段进行升阻特性分析，翼

段宽度狑，且满足狑／犚＝８，如图１３。

图１３　翼段示意图

Ｆｉｇ．１３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ｗｉｎｇｓｅｇｍｅｎｔ

因此式（１４）中的犆ｌｏ、犘ｏ 分别是安装最小诱

导损失的螺旋桨的翼段升力系数和桨的功率；狋

是系数，用来限制优化后的桨的功率的大小，取值

范围为狋∈（０，∞），当狋→∞时，代表不对功率进

行约束，所以本文的目标就是通过优化轴向诱导

因子的分布形式寻找使得翼段升阻比最大的螺旋

桨诱导速度分布。本文选取的优化模型是采用与

文中第２．３节相同的机翼模型，单个螺旋桨安装

在机翼对称面处，螺旋桨中心的安装位置在图９

坐标系中为（－０．２ｍ，０ｍ，０ｍ）在这个模型基础

上，利用文中第３节的优化框架进行诱导速度分

布的优化，在整个优化过程中，对于任意一种轴向

诱导因子分布，都要保证产生相同的拉力（犜＝

５Ｎ），以此来最终确定犪狓。本文的设计条件如

下：犝∞＝１３ｍ／ｓ，犖＝２０００ｒ／ｍｉｎ，犚＝０．２０３２ｍ，

本文通过控制狊和狋的取值范围优化得到了４种

螺旋桨，首先在狋→∞时，即不对功率进行约束

时，在狊∈［０，４］和狊∈［０，３］的条件下，得到两种

螺旋桨分别记为Ｏｐｔ１和Ｏｐｔ２，然后在狊∈［０，３］

条件下，在狋＝１．１，１．０５的条件下得到两种螺旋

桨分别记为Ｏｐｔ３、Ｏｐｔ４。图１４和图１５分别展示

了４种螺旋桨和最小能量损失（ＭＩＬ）桨的诱导因

子以及主视图平面形状的对比。

本文所设计得到的螺旋桨截面翼型均为

ＣｌａｒｋＹ翼型。

ＭＩＬ是根据最小能量损失设计的桨，可以看

出优化后的螺旋桨相比较 ＭＩＬ桨，弦长沿半径方

向衰减更快，而且随着功率限制的增强，优化得到

的螺旋桨的桨毂附近的弦长也在逐渐减小。为了

验证最终的优化效果和分析流场细节，利用ＣＦＤ

方法进行了验证，如表７。

表７中的升力系数和阻力系数均是翼段的数

据（狑／犚＝８，如图１３），其中犆ｄｖ代表摩擦阻力系

数，犆ｄｐ代表型阻系数。从表７中结果可以看出，

相比 ＭＩＬ螺旋桨，优化过的螺旋桨可以明显提高

翼段的升阻比，其中安装Ｏｐｔ１的翼段，升阻比提

升高达２５．６３％，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到 Ｏｐｔ１的

功率大幅上升，为了衡量在功率提高情况下的优

化效果，本文提出了一个犓／犘值，即单位螺旋桨

功率产生多少升阻比，可以看出安装 Ｏｐｔ１桨的

犓／犘值要小于 ＭＩＬ桨，虽然安装Ｏｐｔ１桨的翼段

的升阻比会显著提高，但是桨自身的效率也明显

下降，造成犓／犘 值减小，而 Ｏｐｔ２桨因为对轴向

诱导因子峰值的限制增强，翼段升阻比的提升量

比Ｏｐｔ１小的同时，桨的功率的增幅也较小，因此

图１４　诱导因子沿半径分布

Ｆｉｇ．１４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ｒａｄｉｕｓ

图１５　螺旋桨主视图

Ｆｉｇ．１５　Ｆｒｏｎｔｖｉｅｗｏｆ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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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不同螺旋桨后的翼段的升阻特性对比

犜犪犫犾犲７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犾犻犳狋犪狀犱犱狉犪犵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狑犻狀犵狊犲犵犿犲狀狋狑犻狋犺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狉狅狆犲犾犾犲狉狊

螺旋桨

翼段

升力系数 阻力系数 升阻比

犆ｌ 误差／％ 犆ｄｖ 犆ｄｐ 犆ｄ 误差／％ 犓 误差／％

螺旋桨

犜／Ｎ 犘／Ｗ
犓／犘

ＭＩＬ桨 ０．３９０６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１４４ ２７．１３ ５．００ ８３．４１ ０．３２５

Ｏｐｔ１桨 ０．３９８７ ２．０７ ０．０１２１－０．０００４ ０．０１１７ －１８．７５ ３４．０８ ２５．６３ ４．９９ １０７．６９ ０．３１６

Ｏｐｔ２桨 ０．３９６７ １．５６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１２２ －１５．２８ ３２．５２ １９．８８ ５．００ ９８．０８ ０．３３２

Ｏｐｔ３桨 ０．３９３９ ０．８４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１２８ －１１．１１ ３０．７７ １３．４５ ４．９９ ９１．０２ ０．３３８

Ｏｐｔ４桨 ０．３９２５ ０．４９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１３２ －８．３３ ２９．７３ ９．６２ ４．９９ ８６．９５ ０．３４２

最终的犓／犘值还高于 ＭＩＬ桨。为了在桨的功率

不明显增长的情况下达到提高机翼升阻比的目

的，本文增加了功率约束，并在不同约束条件下得

到了另外两种螺旋桨。在狋＝１．１时，即功率不超

过 ＭＩＬ桨功率的１０％时，得到了 Ｏｐｔ３桨，翼段

的升阻比提升了１３．４５％，在狋＝１．０５时，即功率

不超过 ＭＩＬ桨功率的５％时，得到了Ｏｐｔ４桨，翼

段的升阻比提升了９．６２％。

图１６　滑流影响下的机翼表面压力云图

Ｆｉｇ．１６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ｏｎｗ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ｌｉｐｓｔｒｅａｍ

以上结果说明通过优化螺旋桨滑流特性达

到提高机翼升阻比的目的是可行的，此外，从表

７还可以看出升阻比的提升主要是由于压差阻

力的下降，Ｏｐｔ１的阻力下降达到了１８．７５％，而

Ｏｐｔ４的阻力下降量最小，为８．３３％。可以看出

靠近桨毂处的轴向速度越大，对应的翼段升阻

比也越大，减阻越明显，不过螺旋桨的效率下降

也越明显。

图１６展示了在４种不同螺旋桨影响下的机

翼表面压力云图，图中ＬＥ表示机翼前缘。

从图１６可以看出，由于螺旋桨的旋转效应，

上洗侧（ＵＷＳ）的机翼下表面前缘附近会有更高

的压力分布，同时下洗侧（ＤＷＳ）的上表面前缘附

近会有更高的压力分布，而优化过的螺旋桨后方

机翼的滑流区域更加集中于桨毂附近，ＭＩＬ桨后

的滑流区域比较分散，即与外部流动有更多的能

量交换，导致了更多的能量损失，不利于提高升

阻比。

不过更加集中的滑流区域也有一个负面影

响，就是更大的动能带来更大的摩擦阻力，正如表

７的结果显示，优化后的螺旋桨带来更大的摩擦

阻力，但是阻力的减少主要还是来自压差阻力的

贡献。

可以看出，当靠近桨毂处的轴向速度越大，螺

旋桨的上洗和下洗效应越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在

桨毂附近处的轴向速度的变化会带来更大的切向

速度的改变。

根据式（３），切向速度可以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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狏ｔ＝

１－ １－
４犝２∞（１＋犪狓）犪狓

（Ω狉）槡 ２

２
·Ω狉＝

４犝２∞（１＋犪狓）犪狓

２（Ω狉＋ （Ω狉）
２
－４犝

２
∞（１＋犪狓）犪槡 狓）

＝

犽犝２∞（１＋犪狓）犪狓
Ω狉

（１５）

式中犽是一个系数，且犽∈（１，２），可以看出当转

速一定，且狉较小时，即靠近桨毂时，犪的变化会

带来更多的切向速度的变化，而切向速度又直接

改变了当地的有效迎角，假设螺旋桨桨盘处到机

翼前缘的流动无耗散和能量损失，机翼的当地有

效迎角αｅｆｆ可以写为

αｅｆｆ＝ａｒｃｔａｎ
狏ｔ

犝∞（１＋犪狓）
＝ａｒｃｔａｎ

犽犝∞犪狓

Ω狉

（１６）

　　对于两种不同的轴向诱导因子犪狓１和犪狓２，有

效迎角差可以写为

Δαｅｆｆ＝ａｒｃｔａｎ
Ω狉犽犝∞（犪狓１－犪狓２）

（Ω狉）
２
＋（犽犝∞）

２犪狓１·犪狓２

（１７）

　　为了便于分析，不妨规定犪狓１和犪狓２均小于１，

即可以有

Δαｅｆｆ＞ａｒｃｔａｎ
Ω狉犽犝∞（犪狓１－犪狓２）

（Ω狉）
２
＋（犽犝∞）［ ］２ ＝

ａｒｃｔａｎ
１

２
ｓｉｎ（２β）Δ犪［ ］狓

β＝ａｒｃｓｉｎ
犽犝∞

（Ω狉）
２
＋（犽犝∞）槡

２
（１８）

　　显然当犽＝１时，β值最小，即在本文的设计

条件犝∞＝１３ｍ／ｓ，犖＝２０００ｒ／ｍｉｎ，犚＝０．２０３２ｍ

下，化简式（１７）可以得到如下不等式：

Δαｅｆｆ＞ａｒｃｔａｎ
１

２
ｓｉｎ（２β）Δ犪［ ］狓 ＞

ａｒｃｔａｎ（０．２７９Δ犪狓） 桨尖

ａｒｃｔａｎ（０．４５８Δ犪狓）
烅
烄

烆 桨毂
（１９）

　　可以看出当犪狓 的变化量为０．１时，桨尖和桨

毂对应的机翼展向位置处的有效迎角变化量

Δαｅｆｆ分别至少为１．６°和２．６°。所以桨毂处轴向诱

导因子的变化会带来更加明显的有效迎角的变

化，所以当拉力一定时，将轴向速度更多的向桨根

处集中，会带来更明显的上下洗效应。

当翼型迎角为０°时，同时忽略摩擦阻力的影

响（表７的结果也可以看出是压差阻力变化占主

要部 分），翼 型 的 阻 力 可 以 写 为［３６］：犮ｄ ＝

∫
犮

０
犆ｐ，ｕｄ狔ｕ／ｄ狓－犆ｐ，ｌｄ狔ｌ／ｄ（ ）狓ｄ［ ］狓 犮，犮代表弦长，

犆ｐ，ｕ和犆ｐ，ｌ分别代表翼型上表面和下表面压力系

数，狓为流向，狔ｕ指向狓轴上方，狔ｌ指向狓轴下方，

可以看出，当上表面压力减小，下表面压力增大对

减小压差阻力是有好处的，图１７展示了阻力沿机

翼展向的分布变化，ｄ犇 表示二维截面翼型的阻

力，可以看出当螺旋桨工作时，下洗侧的阻力明显

增大，但是在上洗侧，优化过的螺旋桨后的机翼阻

力明显小于其他螺旋桨。

图１７　机翼阻力沿展向的分布

Ｆｉｇ．１７　Ｓｐａｎｗｉｓｅｄｒａｇ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ｉｎｇ

可以看出阻力的变化主要集中在桨毂附近，

上洗侧的轴向诱导速度的增加和有效迎角的增大

均有利于减小压差阻力，而在下洗侧上，虽然轴向

诱导速度的增加会导致摩擦阻力增大，但同时也

有利于减缓压差阻力的增加，因此阻力增加量小

于上洗侧的阻力减少量，如图１７所示，从而达到

减小阻力的目的，最终使得翼段阻力下降，达到提

升翼段升阻比的目的。

即在拉力，转速相同的条件下，通过改变螺旋

桨后的诱导速度分布会改变后方机翼的实际入流

状态，通过最大化桨毂附近的轴向诱导速度可以

达到提高机翼升阻比的目的。但同时也要注意到

这种不改变机翼参数提升升阻比的方式，付出的

是螺旋桨功率的代价，螺旋桨的效率下降换来的

机翼升阻比的提升，因此在提升机翼升阻比的同

时还需要考虑因此带来的能量代价。

５　结　论

１）基于涡流理论和面元法，建立了一种快速

估计螺旋桨机翼耦合气动特性的气动程序Ｐｒｏｐ

ｗｉｎｇ并得到验证，在考虑螺旋桨滑流后的机翼升

阻比预测方面有合理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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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本文发展了一套可以获得目标诱导速度

分布的螺旋桨设计方法。对于机翼螺旋桨耦合状

态，基于轴向诱导速度分布优化后的螺旋桨相比

较最小能量损失的桨在不改变机翼参数的情况

下，可以达到提高机翼的升阻比的目的。

３）优化结果表明，在本文的拉进式布局条件

下，在转速和拉力一定的情况下，螺旋桨桨毂附近

的轴向诱导速度越大，带来的升阻比提升越明显，

针对本文给定的条件，在不加功率限制的条件下，

优化后的螺旋桨使得翼段阻力减少最高达到

１８．７５％，升阻比提高了２５．６３％，但是在螺旋桨

的功率增长被限制后，翼段的升阻比提升量降到

９．６２％，这意味着在不需要任何增升减装置的情

况下提高气动效率是可行的。

４）通过改变桨的诱导速度提升机翼升阻比和

桨的效率提升是互相矛盾的，需要加以平衡，并不

是仅追求机翼升阻比最大就是最优，从犓／犘值可

以看出，升阻比提升最大，综合收益并不一定最高，

但是本文的研究证明了通过改变螺旋桨的诱导速

度分布能够达到改变机翼气动特性的目的，这为后

续的分布式动力滑流利用提供了一种思路。

５）值得注意的是，整个优化过程仅花了４０

ｍｉｎ（内存为１６Ｇ，中央处理器为ｉ７６７００的计算

机上），这种快速计算方法也让这种设计方法在概

念设计阶段可行，具有一定的工程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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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ｇｈｂｌａｄｅｌｏａｄｉｎｇｓ．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６］ｄｅｒｉｖｅｄａｎ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

ｐｏｗｅｒａｔｌｏｗｔｈｒｕｓｔ．Ｔｈｅ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ｂａ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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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ａｎｇｕｌａｒｍｏ

ｍｅｎｔｕｍ．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ｏｔｏｒ

ｉｎｄｕｃｅｄｔｏｒｑｕｅａｎｄｐｒｏｆｉｌｅｔｏｒｑｕｅｃｏｕｌｄｉｎｄｕｃｅａｎ

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ａ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

ｔｙ．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ｗｉｒ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ｗａ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

１．０％ａｔｌｏｗｔｈｒｕｓｔ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

ｔｉｅｓ．Ｌｕｃａｓ
［７］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

ｉｔｙｉｎａｃｏａｘｉａｌｒｏｔｏｒ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ＢＥＴ．

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ｔｏａ２．１％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ｐｏｗｅｒａｔａｌｏｗｔａｋｅｏｆｆ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７９４２．５ｋｇ．ＳｔａｈｌｈｕｔａｎｄＬｅｉｓｈｍａｎ
［８］ｃｏｎｓｉｄ

ｅｒｅｄ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ｎａｐｒｏｐｒｏｔｏｒ

ａｔ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ｆｌｉｇｈｔ．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

ｐｒｏｐｒｏｔｏｒｗ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ａ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ｉ．ｅ．ｔｈｅ

ｐｒｏｐｒｏｔｏｒｏｐｅｒａｔｅｄｉｎａｎａｘｉａｌｉｎｆｌｏｗｓｔａｔｅ）．Ａｔ

ｈｉｇｈａｄｖａｎｃｅｒａｔｉｏｓ，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ｗａ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ｏｂｅｔｔｅ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ｏ

ｄａｒｒｅｓａｎｄＰｅｔｅｒｓ
［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ｒｏｔｏｒ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ｉｎｈｏｖｅｒａｎｄａｘｉａｌｆｌｉｇｈｔｂｙａｃｏｍｐａｃｔＭＴ

ｗｉｔｈ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ｎ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ｄｉｓｋ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ｆｉｇｕｒｅｏｆ

ｍｅｒｉｔ（η）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ｗｉｒ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ｗａ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０．６％ｗｈｅｎｔｈｅｔｈｒｕｓｔｃｏ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０．０５．Ｉｎ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ｍｏｓ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ｍａｉｎｌ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ｎｔｈｅｍａｉｎ

ｒｏｔｏ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ｔｌｏｗｔｈｒｕｓｔ．

Ｉｎ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ａ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

ｆｌｉｇｈ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ｆｏｒａ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ｉｓｄｅｒｉｖｅｄ．

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ｆｌｉｇｈｔ

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ｏｆａＵＨ６０Ａ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Ａ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

ｉｔｉｅｓｍｏｄｅｌｉｓａｌｓｏｄｅｒｉｖｅｄａｎｄｃｏｕｐｌ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ｆｌｉｇｈ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ｎｔｈｅ

ｈｏｖｅｒ．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ｏｎｔｈｅ

ｈｏｖ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ａｎｄｔａｉｌｒｏｔｏｒｓａ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ａｔｈｉｇｈｂｌａｄｅｌｏａｄｉｎｇｓ．

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ｏｔ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ｂｙｔｈｅＢＥＴｉｓａｌｓ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１　犉犾犻犵犺狋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犿狅犱犲犾犻狀犵

Ｉｎｔｈ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ｆｌｉｇｈ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ｈｏｖｅｒａｎｄ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Ａｎｄａｓｗｉｒ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ｄｅｒｉｖｅｄｉ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３）ｗｉｌｌｂｅｃｏｕ

ｐｌ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ｆｌｉｇｈ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ｆｌｉｇｈ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ａｍａｉｎ

ｒｏｔｏｒｍｏｄｅｌ，ａｔａｉｌｒｏｔｏｒ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ａｆｕｓｅｌａｇｅｍｏｄ

ｅｌ．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ｌａｓｔ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ｂｌａｄｅｏｎ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ｂｌａｄｅ

ｉｓｍｏｄｅｌｅｄａｓａｒｉｇｉｄｂｅａｍｗｉｔｈａｈｉｎｇｅｏｆｆｓｅｔａｎｄａ

ｈｉｎｇｅｓｐｒｉｎｇ．Ｐｅｔｅｒｓ，ｅｔａｌ．
［１０］ｄｙｎａｍｉｃｉｎｆｌｏｗｍｏｄｅｌ

ｉｓｕｔｉｌｉｚｅｄ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ｖｅｒｔｈｅ

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ｄｉｓｋ．Ｔｈｅｌｉｆｔ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犆ｌａｎｄｄｒａｇｃｏｅｆ

ｆｉｃｉｅｎｔ犆ｄｏｆｂｌａｄｅａｉｒｆｏｉ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ｌｏｏｋｕｐｔａｂｌｅｓ，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ｂｌａｄｅａｉｒｆｏｉ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Ａ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１，ｔｈｅｌｉｆｔ犔ａｎｄｄｒａｇ犇ｏｎａｎａｉｒ

ｆｏｉ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ｒｅ

ｄ犔＝
１

２ρ
犝２犮犆ｌｄ狉

ｄ犇＝
１

２ρ
犝２犮犆ｄｄ

烅

烄

烆
狉

（１）

Ｗｈｅｒｅ，ρｉｓｔｈｅａｉｒｄｅｎｓｉｔｙ，犮ｉｓｔｈｅｃｈｏｒｄ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ｔｈｅａｉｒｆｏｉｌｓｅｇｍｅｎｔ，狉ｉｓｔｈｅｒａｄｉ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ａｉｒｆｏｉ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ｂｌａｄｅ，ａｎｄ

犝ｉ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ｇｉｖｅｎｂｙ

犝 ＝ 犝２ｐ＋犝
２

槡 ｔ （２）

Ｗｈｅｒｅ，犝ｐｉｓｔｈｅｏｕｔｏｆｐｌａｎ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ｎｏｒｍａｌｔｏ

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ｄｉｓｋ，ａｎｄ犝ｔｉｓｔｈｅｉｎｐｌａｎｅｖｅｌｏｃ

ｉｔｙ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ｔｏ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ｄｉｓｋ．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ｆｔａｎｄｄｒａｇｐｅｒ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ｔｏ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ｄｉｓｋｐｌａｎｅｇｉｖｅｓ：

ｄ犉狓 ＝－ ｄ犔ｓｉｎ＋ｄ犇ｃｏｓ（ ）

ｄ犉狔 ＝０

ｄ犉狕 ＝ｄ犔ｃｏｓ－ｄ犇ｓｉｎ

烅

烄

烆 

（３）

Ｗｈｅｒｅ，ｉｓｔｈｅｉｎｆｌｏｗａｎｇｌ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ｉｔｃｈａｎｇｌｅθａｎｄａｎｇｌｅｏｆａｔ

ｔａｃｋ（ＡｏＡ）α．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ｈｅｄ犉狓，ｄ犉狔ａｎｄｄ犉狕ｔｏｔｈｅ

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ｓｈａｆｔ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ｆｒａｍｅ（ｄｅｎｏｔｅｄｂｙａ

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ｓ”），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ａｅｒｏｄｙ

ｎａｍｉｃｆｏｒｃｅｓａｒｅ

ｄ犉ｓ狓 ＝ｄ犉狕ｓｉｎβｃｏｓψ－ｄ犉狓ｓｉｎψ

ｄ犉ｓ狔 ＝－ｄ犉狕ｓｉｎβｓｉｎψ－ｄ犉狓ｃｏｓψ

ｄ犉ｓ狕 ＝ｄ犉狕ｃｏｓ

烅

烄

烆 β

（４）

Ｗｈｅｒｅ，βｉｓｔｈｅｆｌａｐｐｉｎｇａｎｇｌｅｏｆｔｈｅｂｌａｄｅ，ａｎｄ

ψｉｓｔｈｅａｚｉｍｕｔｈａｎｇｌｅｏｆｂｌａｄｅ．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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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１　Ｆｏｒｃｅｓｏｎａｉｒｆｏｉ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ｂｌａｄｅｉ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ｆｒａｍｅｏｆ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

Ｂ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ｆｏｒｃ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ｒａｄｉ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ｌａｄｅｆｉ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ａｚｉｍｕｔ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ｔｈｒｕｓｔ犜ｍｒ，ｄｒａｇ 犎ｍｒ ａｎｄｓｉｄｅ

ｆｏｒｃｅ犢ｍｒ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ｃａｎｂ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

犜ｍｒ＝
犖ｂ
２π∫

２π

０∫
犚

犲
ｄ犉狕ｄψ

犎ｍｒ＝
犖ｂ
２π∫

２π

０∫
犚

犲

（ｄ犉狓ｓｉｎψ＋ｄ犉狔ｃｏｓψ）ｄψ

犢ｍｒ＝
犖ｂ
２π∫

２π

０∫
犚

犲

（－ｄ犉狓ｃｏｓψ＋ｄ犉狔ｓｉｎψ）ｄ

烅

烄

烆
ψ

（５）

Ｗｈｅｒｅ，犖ｂｉｓ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ｈｅ 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

ｂｌａｄｅｓ，犲ｉｓｔｈｅｆｌａｐｐｉｎｇｈｉｎｇｅｏｆｆｓｅｔ，ａｎｄ犚ｉｓ

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ｒａｄｉｕｓ．

Ｔｈｅｔｏｒｑｕｅ犙ｍｒ，ｒｏｌｌｍｏｍｅｎｔ犕狓，ｍｒ，ａｎｄ

　　　

ｐｉｔｃｈｍｏｍｅｎｔ犕狔，ｍｒ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ａｒｅ

犙ｍｒ＝
犖ｂ
２π∫

２π

０∫
犚

犲
狉ｄ犉狓ｄψ

犕狓，ｍｒ＝
犖ｂ
２π∫

２π

０∫
犚

犲
狉ｄ犉狕ｓｉｎψｄψ

犕狔，ｍｒ＝－
犖ｂ
２π∫

２π

０∫
犚

犲
狉ｄ犉狕ｃｏｓψｄ

烅

烄

烆
ψ

（６）

　　Ｔｈｅｔａｉｌｒｏｔｏｒｔｈｒｕｓｔｉ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ｒｃｅｓ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ａｉｒｆｏｉｌ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ｒａｄｉ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ｌａｄｅｆｉ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ａｚｉｍｕｔ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ｆｕｓｅｌａｇｅｉ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ａｓａｒｉｇｉｄ

ｂｏｄｙ ｗｉｔｈ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ｆｏｒｃｅｓａｎｄ ｍｏ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ｓｅｆｏｒｃｅｓａｎｄｍｏｍｅｎｔｓａｃｔｉｎｇｏｎａ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

ａｒｅ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２ａｔａｆｏｒｗａｒｄｓｐｅｅｄ犞，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ｔｈｅ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１１］：

∑犉狓 ＝０ 犇ｆ＋犎ｍｒ－犜ｍｒθｆ＝０

∑犉狔 ＝０ 犢ｍｒ＋犜ｔｒ＋犜ｍｒｆ＝０

∑犉狕 ＝０ 犠 －犜ｍｒ＝０

∑犕狓 ＝０ 犕狓，ｍｒ＋犕狓
ｆ
＋犠 犺ｆ－狔ｃ（ ）ｇ ＋犜ｔｒ犺ｔｒ＝０

∑犕狔 ＝０ 犕狔，ｍｒ＋犕狔ｆ＋犠 犺θｆ－狓ｃ（ ）ｇ －犇ｆ犺＝０

∑犕狕 ＝０ 犙ｍｒ－犜ｔｒ犾ｔｒ＝

烅

烄

烆 ０

（７）

Ｗｈｅｒｅ，犇ｆｉｓｔｈｅｆｕｓｅｌａｇｅｄｒａｇ．θｆｉｓｔｈｅｆｕｓｅｌａｇｅ

ｐｉｔｃｈａｎｇｌｅ．犜ｔｒｉｓｔｈｅｔａｉｌｒｏｔｏｒｔｈｒｕｓｔ．ｆｉｓｔｈｅ

ｆｕｓｅｌａｇｅｒｏｌｌａｎｇｌｅ．犠ｉｓｔｈｅｔａｋｅｏｆｆｗｅｉｇｈｔ．犺

ｉｓ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ｃｅｎｔｅｒｏｆ

ｔｈｅ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ｔｏ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ｈｕｂ，ａｎｄ犺ｔｒｉｓ

Ｆｉｇ．２　Ｆｏｒｃｅｓａｎｄｍｏｍｅｎｔｓａｃｔｉｎｇｏｎａ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

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ｃｅｎｔｅｒｏｆ

ｔｈｅ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ｔｏｔｈｅｔａｉｌｒｏｔｏｒｈｕｂ．犕狓
ｆ
ａｎｄ犕狔ｆ

ａｒｅｔｈｅｒｏｌｌａｎｄｐｉｔｃｈｍｏｍｅｎｔｏｆｆｕｓｅｌａｇｅ．狓αｃｇ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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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狔ｃｇａｒｅｔｈｅ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ａｎｄｌａｔｅｒ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ｔｏｔｈｅ

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ｈｕｂ．犾ｔｒｉｓｔｈｅ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ａｉｌｒｏｔｏｒｈｕｂｔｏ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ｈｕｂ．

Ｍｏｒｅｄｅｔａｉｌｓｏｆｔｈｅｆｌｉｇｈ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ｃａｎｒｅｆｅｒｔｏＲｅｆｓ．［１２１４］．

２　犞犪犾犻犱犪狋犻狅狀

ＴｈｅｆｌｉｇｈｔｄａｔａｏｆａＵＨ６０Ａ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
［１５１６］

ａｒｅｕｔｉｌｉｚｅｄｔｏ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ｔｈｅｆｌｉｇｈ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ａｒｅｇｉｖｅｎ

ｉｎＴａｂｌｅ１ａｎｄＴａｂｌｅ２
［１７１８］．Ｔｈｅｆｕｓｅｌａｇｅｄｒａｇｅ

ｑｕ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Ｒｅｆ．［１５］ｉｓｕｔｉｌｉｚ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ｗｏｒｋ：

犇ｆ

狇
＝３５．８３＋０．０１６× １．６６θ

２（ ）ｆ （８）

Ｗｈｅｒｅ，狇ｉｓ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Ｆｉｇ．３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ａｎｄ

ｔａｉｌｒｏｔｏｒｓｐｏｗｅｒ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

ｆｌｉｇｈｔ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ｂｙ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ａ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ｉｎｇｏｏｄ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

ｆｌｉｇｈｔ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ａｔｔｈｅｔａｋｅｏｆｆｗｅｉｇｈｔ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犆ｗ）ｏｆ０．００７４ａｎｄ０．００８３．

犜犪犫犾犲１　犕犪犻狀狉狅狋狅狉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ｒａｄｉｕｓ／ｍ ８．１７８

Ｒｏｏｔｃｕｔｏｕｔ／ｍ １．０６６

Ｆｌａｐｈｉｎｇｅｏｆｆｓｅｔ／ｍ ０．３８１７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ｂｌａｄｅｓ ４

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ｓｐｅｅｄ／（ｒａｄ／ｓ） ２７．０

Ｂｌａｄｅｃｈｏｒｄｌｅｎｇｔｈ／ｍ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Ｂｌａｄｅｔｗｉｓｔ／（°）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Ａｉｒｆｏｉｌ ＳＣ１０９５／ＳＣ１０９４Ｒ８

Ｂｌａｄｅｍａｓｓ／（ｋｇ／ｍ） １３．９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犪犻犾狉狅狋狅狉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Ｔａｉｌｒｏｔｏｒｒａｄｉｕｓ／ｍ １．６７６４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ｂｌａｄｅｓ ４

Ｔａｉｌｒｏｔｏｒｓｐｅｅｄ／（ｒａｄ／ｓ） １２４．６２

Ｔａｉｌｒｏｔｏｒｂｌａｄｅｃｈｏｒｄ／ｍ ０．２４６９

Ｔａｉｌｒｏｔｏｒｂｌａｄｅｔｗｉｓｔ／（°） －１８

Ａｉｒｆｏｉｌ ＳＣ１０９５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ａｎｄｔａｉｌｒｏｔｏｒｓｐｏｗｅ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ｆｌｉｇｈｔｔｅｓｔｄａｔａ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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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犛狑犻狉犾狏犲犾狅犮犻狋犻犲狊犿狅犱犲犾犻狀犵犻狀犺狅狏犲狉

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ｃａｎｒｅ

ｆｅｒｔｏＲｅｆ．［１９］．Ｔｈｅｒｏｔｏｒｔｏｒｑｕｅ犙ｃｏｎｓｉｓｔｓｏｆ

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犙ｉ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ｃｏｍｐｏ

ｎｅｎｔ犙０．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ｎｇｕｌａｒｍｏ

ｍｅｎｔｕｍ ｇｉｖｅｓ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ｒｏｔｏｒ

ｔｏｒｑｕ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狌ａｓ

ｄ犙＝ｄ犙ｉ＋ｄ犙０ ＝ρ狏ｉ狌狉ｄ犃 （９）

Ｗｈｅｒｅ，狏ｉｉｓｔｈｅａｘｉａｌｉｎｄｕｃｅ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狌ｉｓｓｗｉｒ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ｄ犃ｉｓ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ａｎａｎｎｕｌｕｓｏｆｔｈｅ

ｒｏｔｏｒｄｉｓｋ．

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ｔｏｒｑｕｅｄ犙ｉｃａｎｂ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ａｓ

ｄ犙ｉ＝
ｄ犘ｉ

Ω
（１０）

Ｗｈｅｒｅ，Ωｉｓｒｏｔｏｒｖｅｌｏｃｉｔｙ．犘ｉｉｓｒｏｔｏｒ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ｏｗｅｒ．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犘ｉａｎｄｔｈｅｓｗｉｒ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狌ｉ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

ｅｒｇｙａｓ

ｄ犘ｉ＝Δ狆狏ｉｄ犃＋
１

２ρ
狏ｉ狌

２ｄ犃 （１１）

Ｗｈｅｒｅ，Δ狆ｉｓａｕｎｉｆｏｒ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ｒｏｔｏｒｄｉｓｋ．Δ狆ｅｑｕａｌｓｔｈｅｒｏｔｏｒｄｉｓｋ

ｌｏａｄｉｎｇ

Δ狆＝
ｄ犜
ｄ犃
＝
１

２ρ
（２狏ｉ）

２ （１２）

Ｗｈｅｒｅ，ｄ犜ｉｓｔｈｅｔｈｒｕｓｔｏｆａｎａｎｎｕｌｕｓｏｆｔｈｅｒｏ

ｔｏｒｄｉｓｋ．

ＴｈｅＢＥＴｇｉｖｅｓ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

ｔｏｒｑｕｅ犙０

ｄ犙０ ＝犖ｂ狉ｄ犇ｃｏｓ＝犖ｂ狉
犆ｄ
犆ｌ
ｄ犔ｃｏｓ＝狉

犆ｄ
犆ｌ
ｄ犜

（１３）

　　Ｔｈｅｄ犘犻＝Ωｄ犙犻ｂｅｃｏｍｅｓ

Δ狆狏ｉｄ犃＋
１

２ρ
狏ｉ狌

２ｄ犃＝ ρ狏ｉ狌狉ｄ犃－狉
犆ｄ
犆ｌ
ｄ（ ）犜
（１４）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ｎｇＥｑ．（１２）ｉｎｔｏＥｑ．（１４），ｔｈｅａｂｏｖ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ｂｅｃｏｍｅｓ

１

２
狌－Ω（ ）狉 １

２
狌＋狏

２
ｉ＋
犆ｄ
犆ｌ
Ω狉狏ｉ＝０ （１５）

　　Ａｔａｎｙｇｉｖｅｎｒａｄｉ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

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ｃａｎｂ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ｓｏｌｖｉｎｇ Ｅｑ．（１５），

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ｄｄ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ａｎｇｅｎｔｉ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ｎｔｈｅ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ｆｏｒｃｅｓｏｆ

ａｎａｉｒｆｏｉ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ａｎｎｕｌｕｓｏｖｅｒｒｏｔｏｒｄｉｓｋ

ａｒｅ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４．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犝ｉｓ

ｇｉｖｅｎｂｙ

犝 ＝ 犝２ｐ＋犝
２

槡 ｔ ＝ （Ω狉－狌）
２
＋狏

２
ｉ （１６）

　　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ｉ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ｂｙ

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ｂｌａｄ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ｍｅｎｔｕｍ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ｉ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ｔｏｈｏｖ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Ｆｉｇ．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ｆｏｒｃｅｓｏｆａｎａｉｒｆｏｉ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ａｎｎｕｌｕｓｏｖｅｒｒｏｔｏｒｄｉｓｋ

４　犘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犿犲狋犺狅犱

Ｆｉｇ．５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

ｈｏｖ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Ｆｉｒｓｔ，ｔｈｅｆｌｉｇｈｔ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ｔａｋｅｏｆｆ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ｉｔ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ｆｕｓｅｌａｇ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ｇｌｅｓ，ｐｉｔｃ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ａｎｄｔａｉｌｒｏｔｏ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ｖｅ

ｌｏｃ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ａｒｅｇｉｖｅｎ．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ａｘ

ｉａｌｉｎｄｕｃｅｄ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ｎｔｈｅｓｔｅａｄｙｆｏｒｃｅｓａｎｄ

ｍｏ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ｆｕｓｅｌａｇｅ，ｍａｉｎａｎｄｔａｉｌｒｏｔｏｒｓ

ｃａｎｂ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ｇｉｖｅｎｉｎｉｔｉ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ｎｂｅｓｏｌｖｅｄ，ａｎｄｔｈｅ

ｍａｉｎａｎｄｔａｉｌｒｏｔｏｒｓｐｏｗｅｒｃａｎａｌｓｏｂｅｄｅｒｉｖｅｄ．

３２１



航　空　动　力　学　报 第３６卷

Ｆｉｇ．５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ｈｏｖ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５　犎狅狏犲狉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

Ｔｈｅｈｏｖ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η

η＝
犆
２
３
ｔ

槡２犆ｑ
（１７）

Ｗｈｅｒｅ，犆ｔａｎｄ犆ｑａｒｅｔｈｒｕｓｔａｎｄｔｏｒｑｕｅｃｏ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

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ｒａｔｉｏ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ｗｉｒ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ｉｓｄｅｆｉｎｅｄａｓ

γ＝
犘
犘ｂ
－（ ）１ ×１００％ （１８）

Ｗｈｅｒｅ，犘ｉ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ｐｏｗｅｒ，ｔａｉｌｒｏｔｏｒ

ｐｏｗｅｒｏｒｔｏｔａｌ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

ｉｔｉｅｓ．犘ｂｉｓｔｈｅ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ｐｏｗｅｒ，ｔａｉｌ

ｒｏｔｏｒｐｏｗｅｒｏｒｔｏｔａｌｐｏｗｅｒｗｉｔｈｏｕｔ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ａｔｓｅａｌｅｖｅｌ．

５１　犕犪犻狀狉狅狋狅狉

Ｆｉｇ．６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ｔｈｅηｂｅ

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ｅｓｔｄａｔａ
［２０２１］．Ｔｈｅ

１ｓｔａｎｄ１２ｔｈｙｅａｒｄａｔａｖａｒｙｆｒｏｍ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ｂｙ

０．０２ｔｏ０．０４ｉｎｔｈｅη．Ｔｈｅｅｘａｃｔｃａｕｓ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ｉｎＲｅｆ．［２２］．Ｗｈｅｎｔｈｅ

ｂｌａｄｅｌｏａｄ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犆ｔ／σ

（σｉｓｒｏｔｏｒｓｏｌｉｄｉｔｙ）ｉ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０．００５，ｔｈｅ

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ｈａｖｅｌｉｔｔ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η．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η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ｈｅｓｗｉｒ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ｓｈｏｗｇｏｏｄ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ｗｉｎｄ

ｔｕｎｎｅｌ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Ｗｈｅｎｔｈｅ犆ｔ／σｉ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

０．０５，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ｏｎｔｈｅη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ｂｅｃｏｍｅ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Ｗｈｅｎｔｈｅ犆ｔ／σ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０．０８，ｔｈｅ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ｇｉｖｅｓａ

ｈｉｇｈｅｒｖａｌｕｅｔｈａｎｔｈｅ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ｌｏｗｅｒｓｔｈｅ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η．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ｇｉｖｅｓａｍｏｒｅａｃ

ｃｕｒａｔ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ｔｈａｎｔｈｅ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ｗｈｉｃｈｓｈｏｗｓ

ｂｅｔｔｅｒ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１ｓｔｙｅａｒｆｌｉｇｈｔｔｅｓｔｄａｔａ．

Ｗｈｅｎｔｈｅ犆ｔ／σ＝０．１２，ｔｈｅｂａｓｅｌｉｎｅηｉｓ０．７９，

ａｎｄηｗｉｔｈ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ｉｓ０．７６，ａ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ｏｆ

３．８０％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ｉｎｇ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ｃａｎｉｍ

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ａｔｈｉｇｈ

犆ｔ／σ．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η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ｅｓｔｄ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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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７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

ｒｏｔｏｒ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ｐｏｗｅ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ａ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 犆ｔ／σ． Ｗｈｅｎｔｈｅ

犆ｔ／σ＝０．０６，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ｏｎ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ｐｏｗｅｒｂｙ１．０％．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

ｉｔｉｅｓｈａｖｅｌｉｔｔ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ｒｏｔｏｒｐｏｗｅｒａｔｌｏｗ

犆ｔ／σ．Ｗｈｅｎｔｈｅ犆ｔ／σ＝０．１２，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ｒｏｔｏｒｐｏｗｅｒｂｙ３．８０％．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ａ ２．７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ａ

１．１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ｐｏｗｅｒ．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ｒｏｔｏｒｔｏｒｑｕｅｉ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ｒｏｔｏｒ

ｐｒｏｆｉｌｅｔｏｒｑｕｅ，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ｏｎ

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ｒｏｔｏｒｐｏｗｅ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Ｆｉｇ．７　Ｐｏｗｅ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Ｆｉｇ．８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ｐｏｗｅ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

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ｐｏｗｅｒ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ｉｓｄｅ

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犆ｔ／σ．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犆ｔ／σ，ｔｈｅ

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ｌｉｔｔｌｅ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ｍａｉｎ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

ｐｏｗｅｒ．Ｗｈｅｎｔｈｅ犆ｔ／σ＝０．１２，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

ｔｉｅ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

ｂｙ１０．３２％．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ｉｂ

ｕｔｅｓａ７．３０％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ｗｉｒｌｖｅ

ｌｏｃ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ａ３．０２％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

ｒｏｔｏｒｐｏｗｅｒ．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ｒｏｔｏｒｔｏｒｑｕｅ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ｔｏｒｑｕ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

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ｍａｉｎｌｙ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ｒｏｔｏｒｐｏｗｅ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ｓ

ｓｍａｌｌ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ｐｏｗｅ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

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ｗｈｅｎｔｈｅ犆ｔ／σｉｓ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０．１０．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ｐｏｗｅｒａｔｈｉｇｈ犆ｔ／σ．

Ｆｉｇ．８　Ｐｒｏｆｉｌｅｐｏｗｅ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

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Ｆｉｇ．９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ｏＡａｎｄ

ｌｉｆｔｔｏｄｒａｇｒａｔｉｏ（犔／犇）ｏｆｔｈｅｂｌａｄｅａｉｒｆｏｉｌｓｅｇ

ｍｅｎｔ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ｄｉｓｋ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ＡｏＡ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ｌｌｒｅｇｉｏｎ．Ｆｏｒａｎａｉｒｆｏｉｌｓｅｇ

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ｔａｎｇｅｎｔｉ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犝ｔ，ｗｈｉｃ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ｉｎｆｌｏｗａｎｇｌｅ

ａｎｄ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ＡｏＡａｎｄ犆ｔ／σ．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ｐｉｔｃｈｉ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ｔｈｅｓａｍｅ

ｔｈｒｕｓｔｔｏｔｒｉｍｔｈｅ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ｗｈｉｃｈｌｅａｄｓｔｏａ

ｈｉｇｈｅｒＡｏＡｔｈａｎｔｈｅ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ａｔｈｉｇｈ

犆ｔ／σ．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ＡｏＡ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ｄｒａｇ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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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ｔａｉｌｒｏｔｏｒｓ．Ｆｉｒｓｔ，ａ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

ｆｌｉｇｈ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ｆｏｒａ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ｉｓｄｅｒｉｖｅｄ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ｂｌａｄ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ｍｏｄｅｌ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ｏｆａ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ｍｏｄｅｌ，ａｔａｉｌｒｏｔｏｒ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ａｆｕｓｅｌａｇｅｍｏｄｅｌ．Ｎｅｘｔ，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ｆｌｉｇｈ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ｆｌｉｇｈｔ

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ｏｆａＵＨ６０Ａ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ｗｈｉｃｈｓｈｏｗｓ

ｇｏｏｄ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ｌｉｇｈｔ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Ｔｈｅｎ，

ａ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ｍｏｄｅｌｉ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ａｎｄｃｏｕｐｌｅｄ

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ｆｌｉｇｈｔ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ｏｎｔｈｅｈｏｖ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ａｎｄｔａｉｌｒｏ

ｔｏｒｓａ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ａｔｈｉｇｈｂｌａｄｅ

ｌｏａｄｉｎｇｓ．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ｙｉｅｌｄｅｄ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ｃｏｎ

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１）Ａｔｌｏｗ犆ｔ／σ，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ｈａｖｅｌｉｔ

ｔ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η．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ηｗｉｔｈ

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ｓｈｏｗｇｏｏｄａ

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ｗｉ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ｔｅｓｔｄａｔａ．

２）Ｗｈｅｎｔｈｅ犆ｔ／σｉ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０．０５，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ｏｎｔｈｅη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Ｗｈｅｎｔｈｅ犆ｔ／σ＝０．１２，ｔｈｅ

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ｐｏｗｅｒｂｙ

３．８０％．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

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ａｔｈｉｇｈｂｌａｄｅｌｏａｄｉｎｇ．

３）Ｗｈｅｎｔｈｅ犆ｔ，ｔｒ／σｔｒ＝０．１３８，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

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ｔａｉｌｒｏｔｏｒｐｏｗｅｒｂｙ５．２４％．

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ａ３．４０％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ｉｂ

ｕｔｅｓａ１．８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

ｐｏｗｅ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ｓ

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ｂｕｔ

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ｓａｔｈｉｇｈ犆ｔ／σ．

４）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

ｄｉｓｋ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ｔｏｒｑｕｅ．Ｔｈｅｔａｉｌｒｏ

ｔｏｒｗｉｌｌｐｒｏｄｕｃｅｍｏｒｅｔｈｒｕｓｔｔｏｂａｌａｎｃｅｔｈｅｍａｉｎ

ｒｏｔｏｒｔｏｒｑｕｅｗｉｔｈｍｏｒｅ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ｔ

ａｈｉｇｈｅｒ犆ｔ／σｏｆ０．１２，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ｔａｉｌｒｏｔｏｒｐｏｗｅｒｂｙ５．７４％．

５）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ｍａｉｎａｎｄ

ｔａｉｌｒｏｔｏｒｄｉｓｋｓｈａｖ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ｔｏｔａｌ

ｐｏｗｅｒ．Ａｔａｈｉｇｈｅｒ犆ｔ／σｏｆ０．１２，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

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ｐｏｗｅｒｂｙ５．０８％．Ｔｈ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ｐｏｗｅｒ

ｂｙ３．４５％．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ｐｏｗｅｒｂｙ１．６３％．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ｐｏｗｅｒａｔｈｉｇｈ犆ｔ／σ．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１］　ＬＩＭＪＷ，ＭＣＡＬＩＳＴＥＲ Ｋ Ｗ，ＪＯＨＮＳＯＮ Ｗ Ｒ．Ｈｏｖｅ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ｆｕｌｌｓｃａｌｅ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ｓｃａｌｅｃｏ

ａｘｉａｌｒｏｔｏ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Ｓｏｃｉｅ

ｔｙ，２００９，５４（２）：１１４．

［２］　ＪＡＩＮＲ Ｋ，ＰＯＴＳＤＡＭ Ｍ Ａ．Ｈｏｖｅ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

ＳｉｋｏｒｓｋｙＳ７６ｒｏｔｏｒｕｓｉｎｇｈｅｌｉｏｓ［Ｃ］∥５２ｎｄ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Ｍｅｅｔｉｎｇ．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Ｂｅａｃｈ，ＵＳ：ＡＩＡＡ，２０１１：６６７８．

［３］　ＪＩＭＥＮ?ＺＧＡ，ＢＡＲＡＫＯＳＧＮ．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ｏｆ

ｒｏｔｏｒｈｏｖ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ｔｌｏｗａｎｄｈｉｇｈｄｉｓｃｌｏａｄｉｎｇ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２０１８，５５（３）：８９１１０．

［４］　ＭＣＣＵＴＣＨＥＮＣＷ．Ａｔｈｅｏｒｅｍｏｎｓｗｉｒｌｌｏｓｓｉｎ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

ｗａｋ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１９８５，２２（６）：３４４３４６．

［５］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Ｂ，ＬＡＢＡＮ Ｍ，ＣＯＳＴＥＳ Ｍ Ｄ Ｇ．Ｉｎｐｌａｎｅ

ｆｏｒｃｅ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ｎａ

ｃｏｎｔｒａ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ｏｐｅｎｒｏｔｏ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ｕｒｂ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２０１４，１３６（５）：１１６．

［６］　ＪＯＨＮＳＯＮＷＲ．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ｔｈｅｏｒｙ［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ｏｖ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４：４０４５．

［７］　ＬＵＣＡＳＦ．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ｏｕｎｔｅｒ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ｃｏａｘｉａｌｒｏｔｏｒｓｉｎｈｏｖ

ｅｒ：ａ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ｌａｄ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ｙｉｎ

ｃｌｕｄｉｎｇ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ＤａｙｔｏｎａＢｅａｃｈ，ＵＳ：ＥｍｂｒｙＲｉｄ

ｄｌｅ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７．

［８］　ＳＴＡＨＬＨＵＴＣ，ＬＥＩＳＨＭＡＮＪＧ．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ｄｅｓｉｇ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ｐｒｏｔｏｒｓｆｏｒ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ｂｌｅｒｏｔｏｒ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Ｃ］∥６８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ｎｕａｌＦｏｒｕｍ．

Ｄａｌｌａｓ，ＵＳ：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Ｆｌｉｇｈｔ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２：５９３６１６．

［９］　ＭＯＤＡＲＲＥＳＲ，ＰＥＴＥＲＳＤ Ａ．Ｏｐｔｉｍｕｍ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ｄｉｓｋ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ｈｏｖｅｒａｎｄａｘｉａｌｆｌｉｇｈｔｂｙａｃｏｍｐａｃｔｍｏ

ｍｅｎｔｕｍｔｈｅｏｒｙｗｉｔｈｓｗｉｒ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５，６０（４）：１１０．

［１０］　ＰＥＴＥＲＳＤＡ，ＨＡＱＵＡＮＧ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ｉｎｆｌｏｗｆｏｒｐｒａｃｔｉ

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Ｓｏ

ｃｉｅｔｙ，１９８８，３３（４）：６４６８．

［１１］　ＬＥＩＳＨＭＡＮＪ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Ｍ］．３ｔｈｅ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６２６４．

［１２］　ＨＡＮＤｏｎｇ，ＰＡＳＴＲＩＫＡＫＩＳＶ，ＢＡＲＡＫＯＳＧＮ．Ｈｅｌｉｃｏｐ

ｔｅｒｆｌｉｇｈ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ｂｙｄｙｎａｍｉｃｂｌａｄｅ

ｔｗｉｓｔ［Ｊ］．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５８（２）：

４４５４５２．

［１３］　ＨＡＮＤｏ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ｅｎ，ＢＡＲＡＫＯＳＧ 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ｐｅｅｄｒｏｔｏｒｓｂｙｇｕｒｎｅｙｆｌａｐｓ［Ｊ］．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８１（５）：１１８１２７．

［１４］　ＤＯＮＧＣｈｅｎ，ＨＡＮＤｏｎｇ，ＹＵＬｅｉ．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ｐｅｅｄｔａｉｌｒｏｔｏｒｓｗｉｔｈｇｕｒｎｅｙｆｌａｐ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１８，３１（７）：４１０．

［１５］　ＹＥＯＨ，ＢＯＵＳＭＡＮＷ Ｇ，ＪＯＨＮＳＯＮ Ｗ 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８２１



　第１期 ＹＡＮＧＫｅｌｏｎｇ，ｅｔａｌ：Ｈｏｖ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ｍａｉｎａｎｄｔａｉｌｒｏｔｏｒｓｗｉｔｈ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ｕｔｉｌｉｔｙ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ｗｉｔｈ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ａｎｄ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ｒｏｔｏ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Ｓｏｃｉｅ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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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１期 聂文松等：直升机吊挂控制系统飞行品质分析

　　直升机带吊挂运输由于其对货物外形限制

少，对地形要求低，在民用和军事领域中都有着多

样且重要的应用。然而吊挂载荷将影响直升机稳

定性，使直升机操纵难度变大［１］，甚至威胁直升机

的飞行安全［２］。另外在直升机带吊挂运输或吊装

任务中，尤其需要保证悬停或低速状态下吊挂物

的稳定，以完成吊挂物的精准定点投放，而飞行员

通常不能直接从驾驶舱观察吊挂物情况。因此，

他们需要借助先进的直升机控制律减少飞行员工

作量、提高直升机吊挂系统操纵品质同时尽可能

提高吊挂的摆动控制［２］。

国外研究中，Ｂｉｓｇａａｒｄ等利用输入整形控制

实现了直升机的航迹跟随并减少吊挂物的摆动振

荡，但由于不测量吊挂的实时状态，导致振荡无法

完全消除［３］。Ｏｌｇａｃ和 ＨｏｌｍＨａｎｓｅｎ最早考虑

了采用滞后激励的方式来减少振荡，滞后共振器

的频率设计成与系统频率相同［４］。而后随着在直

升机外部或吊挂上测量设备的安装，吊挂状态参

数的反馈应用到了耦合系统动力学的增稳中，这

在无人机的吊挂摆动控制中已经得到了较广泛的

应用［５７］。

目前国内针对直升机吊挂系统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吊挂对直升机系统的稳定性和飞行品质的影

响［８９］。２００９年开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曹义华

教授团队围绕直升机吊挂飞行动力学建模、配平

计算、稳定性及飞行品质分析等进行了大量研

究［１０１２］。而针对直升机吊挂控制，仅仅利用直升

机本体控制系统无法保证直升机在良好的操纵品

质下实现吊挂的摆动控制［１３］，因此需要额外设计

吊挂的反馈控制系统。

本文针对直升机吊挂耦合系统控制模型，讨

论了３种直升机吊挂控制系统模型，分别是为满

足直升机本体姿态和速度保持的基准控制系统、

引入吊挂物状态量反馈的吊挂摆角状态反馈系统

和能抑制吊挂摆动的吊挂摆角滞后反馈系统，并

对各控制系统进行了频域分析以研究不同控制系

统对直升机吊挂耦合系统飞行品质的影响。

１　直升机吊挂系统模型

本文采用ＵＨ６０直升机的数学模型作为直

升机本体模型［１４１５］，该模型基于分部件建模方法

分别计算直升机主旋翼、尾旋翼、机身和各安定面

气动力，从而得到６自由度９阶的直升机本体

模型。

吊挂物则视为质点，采用单点吊挂形式，吊索

无质量、完全刚性连接，吊挂与直升机本体通过吊

索传递力，但不传递力矩。直升机吊挂耦合系统

构型如图１所示，吊挂坐标系的各轴矢量方向分

别与直升机体轴系各轴矢量方向平行，吊挂挂点

为犗ｓ，其在体轴系下的坐标为犗ｓ（狓ｓ，狔ｓ，狕ｓ）。吊

挂物的状态可通过其后摆角θｓ 和侧摆角ｓ

描述。

图１　直升机吊挂耦合系统构型图

Ｆｉｇ．１　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ｃｏｕｐｌｅｄ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ｓｌｕｎｇｌｏａｄ

１１　吊挂动力学模型

吊挂坐标系下，吊挂质心犘的坐标为

狓犘

狔犘

狕

烄

烆

烌

烎犘

＝

－犾ｓｉｎθｓｃｏｓｓ

犾ｓｉｎθｓｓｉｎｓ

犾ｃｏｓθ

烄

烆

烌

烎ｓ

（１）

其中犾为吊索长度。则吊挂质心位置在体轴系下

可以表示为

犚＝犚ｈ＋犚ｌ （２）

其中犚ｈ表示体轴系下挂点的位置，犚ｌ为吊挂点

与吊挂质心犘间的相对位移。

吊挂物的绝对速度可以表示为

狏犘 ＝狏＋犚ｌ＋ω×犚ｈ （３）

其中狏为直升机质心速度，ω为直升机角速度。

吊挂质心绝对加速度可以表示为

犪犘 ＝犪＋犚̈＋ω×犚＋２ω×犚ｌ＋ω×（ω×犚）

（４）

其中犪为直升机质心加速度。

吊挂物的气动力仅考虑其受到的气动阻力

犇，表示为

犇＝－
１

２ρ
犆犇犛ｓ狏犘 狏犘 （５）

式中ρ、犆犇、犛ｓ分别为空气密度、吊挂物阻力系数

和吊挂物参考面积。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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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挂物对直升机本体的作用力可以看作为吊

挂点上的附加力和力矩，分别表示为

犉ｓ＝犇＋犿ｓ犵－犿ｓ犪犘 （６）

犕ｓ＝犚×（－犉ｓ） （７）

式中犿ｓ为吊挂质量。

１２　直升机吊挂耦合动力学模型

根据前述假设，可以将吊挂看作直升机的一

个子系统，将直升机吊挂耦合系统分解为空间上

的平动和转动运动，方程为［１０］

犉＋犉ｓ＋犿犵＝犿（狏＋ω×狏） （８）

犕＋犕ｓ＝犐ω＋ω×（犐ω） （９）

其中犉、犕 分别为直升机本体模型的合力和合力

矩，犿为直升机吊挂系统的总质量，犐为直升机本

体的惯性矩阵

犐＝

犐狓狓 犐狓狔 犐狓狕

犐狔狓 犐狔狔 犐狔狕

犐狕狓 犐狕狔 犐

烄

烆

烌

烎狕狕

（１０）

　　补充直升机姿态角θ（ θ ψ）
Ｔ，其中为

滚转角，θ为俯仰角，ψ为偏航角，与直升机角速度

ω（狆 狇 狉）Ｔ 的关系：

θ＝

１ ０ ｃｏｓ

０ ｃｏｓ ｓｉｎｃｏｓθ

０ －ｓｉｎ ｃｏｓｃｏｓ

烄

烆

烌

烎θ

ω （１１）

　　将式（３）～式（７）代入式（８）和式（９）中，同时引

入直升机的４个操纵输入犝（δｅ δａ δｃ δｐ）
Ｔ，δｅ

为纵向操纵输入，δａ 为横向操纵输入，δｃ 为总矩

操纵输入，δｐ为脚蹬操纵输入。操纵输入量分别

体现在直升机的主旋翼和尾旋翼的力和力矩中，

变换后可以得到如下形式的直升机吊挂耦合系统

微分方程组：

犡＝犳（犡，犝） （１２）

其中犡（狏 ω θ ｓ

ｓ θｓ

θｓ）
Ｔ 是包含了吊

挂摆角和角速度的直升机吊挂耦合系统的各状态

变量。ＵＨ６０样例直升机及吊挂的相关参数如表

１所示。

表１　犝犎６０样例直升机及吊挂主要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狋犺犲犝犎６０犺犲犾犻犮狅狆狋犲狉

犪狀犱狊犾狌狀犵犾狅犪犱

参数 数值

直升机本体质量犿ｇ／ｋｇ ７４３９

犐狓狓／（ｋｇ·ｍ
２） ９５９２

犐狔狔／（ｋｇ·ｍ
２） ５４２３２

犐狕狕／（ｋｇ·ｍ
２） ５０４３６

续表

参数 数值

犐狓狕／（ｋｇ·ｍ
２） ２２６４

吊挂挂点坐标犗ｓ／ｍ （０．３０５，０，１．３１１）

吊索长度犾／ｍ １６

吊挂质量犿ｓ／ｋｇ ２０００

吊挂参考面积犛ｓ／ｍ
２ ０．４

２　直升机吊挂控制系统

２１　小扰动线化

根据前面得到的直升机吊挂耦合系统动力学

模型，利用小扰动假设［１６］，可以得到如下线化方

程组：

犡＝犃犡＋犅犝 （１３）

其中状态矩阵犃和控制矩阵犅 可以通过有限差

分近似得到

犃＝
犳
犡 犡＝犡０

　　犅＝
犳
犝 犡＝犡０

（１４）

其中 犡０ 为系统各状态量在平衡状态下的配

平解。

选择系统的输出状态量为犢（ θ 犞狕 狉）
Ｔ，

各量分别代表直升机的滚转角、俯仰角、垂向速度

和偏航角速度，从而可以得到系统输出方程为

犢＝犆犡 （１５）

其中犆为４×１２维输出矩阵，式（１３）和式（１５）即

为该直升机吊挂耦合系统的状态空间方程。

２２　控制率设计

为了讨论引入吊挂摆角和角速度反馈对直升

机本体操纵品质的影响，同时分析吊挂摆角的滞

后反馈对吊挂摆动的抑制作用，本文分析了３种

情况下的直升机吊挂状态反馈系统，控制系统结

构图如图２所示，其中犲和犲分别为指令输出与

系统输出的比较值。

２．２．１　基准控制系统

直升机基准控制系统是为了满足 ＡＤＳ３３Ｅ

标准［１７］所规定的各轴闭环响应带宽要求而设计，

这一控制系统在悬停和低速下可以较好地实现直

升机的姿态保持。其中指令模型用于计算直升机

操纵量对机身状态的响应，设定滚转和俯仰姿态

指令为典型２阶环节，垂向速度和偏航指令为１

阶模型，相关参数如表２所示。ＰＩＤ模块是传统

的比例、积分和微分运算器，主要用来补偿系统误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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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控制系统结构图

Ｆｉｇ．２　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表２　指令模型参数

犜犪犫犾犲２　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犮狅犿犿犪狀犱犳犻犾狋犲狉狊狔狊狋犲犿

参数 取值

滚转通道自然频率／（ｒａｄ／ｓ） ２．５

滚转通道阻尼比 ０．８

俯仰通道自然频率／（ｒａｄ／ｓ） ２．５

俯仰通道阻尼比 ０．８

垂向速度通道时间常数 ２

偏航轴时间常数 ０．４

差和 突 风 干 扰，取 滚 转 和 俯 仰 通 道 上 的

（犓ｐ 犓ｉ 犓ｄ）为（７ ３ ４．７５），垂向速度通道上

的各值为（１ ０．２５ ０），而偏航轴通道上取值为

（５ ６．２５ ０）。逆模型是基于动态逆控制理

论［１８］，为系统的控制输入提供一个估计值，并利

用反馈路径消除误差。整个基准控制系统是用于

直升机本体的相关姿态和速度保持，但没有考虑

吊挂状态的影响，此时参与反馈调节的系统状态

量仅包含直升机本体状态量犡′（狏 ω θ）
Ｔ。

２．２．２　吊挂摆角状态反馈系统

吊挂物对直升机本体的稳定性和操纵性都有

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吊挂物本身也可能处于不

稳定摆动状态，因此要分析吊挂摆动状态对直升机

的影响，或期望对吊挂的摆动进行有效控制，完整

的直升机吊挂控制系统需要增加直升机吊挂摆角／

角速度反馈回路，这里采用线性化反馈引入吊挂摆

角和角速度状态量，如图２虚线所示，系统共包含

１３个状态量犡（狏 ω θ ｓ

ｓ θｓ

θｓ）
Ｔ。

２．２．３　吊挂摆角滞后反馈控制

为了抑制吊挂摆动，吊挂摆角的滞后反馈是

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１９］。如图２中点划线部分

所示，针对吊挂摆角（ｓ θｓ）
Ｔ 增加一个滞后反馈

回路，应用的１阶滞后反馈传递函数为

犌ｃ（狊）＝－
犓

τ狊＋１
（１６）

式（１６）中合适的犓 和τ的取值可以使得吊挂摆

动达到最好的抑制，这里针对侧摆角，取犓＝１３，

τ＝５０，针对后摆角，取犓θ＝１０，τθ＝３３。

３　仿真与分析

３１　飞行品质分析

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对以上３种控制系统进

行建模仿真，得到悬停状态下直升机滚转角对横

向操纵的响应波特图如图３所示。为评估吊挂摆

动对直升机姿态控制的影响，Ｌｕｓａｒｄｉ等
［１］提出了

１个重要指标Δ犱（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ｏｆｎｏｔｃｈ），定义为频

率在１ｒａｄ／ｓ附近时，吊挂摆动所引起的姿态响应

衰减量，吊挂的质量越大，所造成的响应衰减也越

大，同时也意味着直升机操纵品质越差。从图３

中可以看到，比较基准控制系统和吊挂摆角状态

反馈系统，基准控制系统由于没有对吊挂摆动加

以限制，直升机滚转角响应在１ｒａｄ／ｓ附近出现了

明显的幅值衰减。对于吊挂摆角滞后反馈系统，

其仍然存在姿态响应的衰减，但Δ犱相对较小。

图４和图５分别为吊挂侧摆角和后摆角对横

向操纵的响应波特图，可以看到基准控制系统与

吊挂摆角状态反馈系统的波特图大致相同，吊挂

摆角都存在较大的峰值。而引入滞后反馈后，侧

摆角和后摆角的响应峰值都得到了有效减小，说

明摆角滞后反馈在抑制吊挂摆动方面最为有效。

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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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清晰地比较各个控制系统的优劣，表３

列出了各系统的幅值裕度、增益带宽、ω－１３５和Δ犱

各参数，其中ω－１３５指的是由于吊挂耦合，相频曲

线中频率为１ｒａｄ／ｓ附近相角开始小于－１３５°时

的频率。

从表３可以看到，通常直升机操纵品质规范

中要求幅频曲线上留出６ｄＢ的余量，无论引入吊

挂摆角状态反馈还是使用原基准控制系统，都能

较好地满足操纵品质要求，但在吊挂摆角滞后反

馈系统中滚转角的幅值裕度则略有不足，仅５．３６

ｄＢ。对于吊挂摆角状态反馈系统，其能够获得较

大的响应带宽，同时还不会出现滚转角幅值的突

然衰减，是３种控制系统中对直升机操纵最为友

好的，但不能对吊挂摆角进行有效抑制。对于吊

挂摆角滞后反馈系统，其在有效抑制吊挂摆动下

降低了Δ犱，但带宽较小。

图３　滚转角在横向操纵输入下的波特图

Ｆｉｇ．３　Ｂｏｄ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ｒｏｌｌ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ｇｌｅｄｕｅｔｏｌａｔｅｒａｌｃｙｃｌｉｃ

图４　吊挂侧摆角在横向操纵输入下的波特图

Ｆｉｇ．４　Ｂｏｄ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ｗｉｎｇａｎｇｌｅｄｕｅｔｏｌａｔｅｒａｌｃｙｃｌ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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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吊挂后摆角在横向操纵输入下的波特图

Ｆｉｇ．５　Ｂｏｄ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ｒｅａｒｓｗｉｎｇａｎｇｌｅｄｕｅｔｏｌａｔｅｒａｌｃｙｃｌｉｃ

表３　各系统指标参数

犜犪犫犾犲３　犕犲狋狉犻犮狊狅犳狋犺狉犲犲犮狅狀狋狉狅犾狊狔狊狋犲犿狊

系统
幅值裕度／

ｄＢ

增益带宽／

（ｒａｄ／ｓ）

ω－１３５／

（ｒａｄ／ｓ）

Δ犱／

ｄＢ

吊挂摆角状态

反馈系统
１２．６ ３．３１ ２．８７ ０．１

基准控制系统 １２．６ ３．３５ ０．８８２ １１．４

吊挂摆角滞后

反馈系统
５．３６ ０．６２ ０．８７４ ５．５

３２　吊挂参数的影响

定义吊挂质量与直升机吊挂耦合系统总质量

的比值为γ
［２０］，表达式如式（１７），一般质量比大

于０．３３时，吊挂将严重影响直升机操纵品质。

γ＝
犿ｓ
犿

（１７）

　　根据试飞试验数据
［１］，结合ω－１３５和Δ犱这两

个参数指标可以预估直升机带吊挂系统的飞行品

质评分（ｈａｎｄ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ｒａｔｅ，ＨＱＲ，记为γｈｑ），

这里γｈｑ＞４则意味着较差的飞行品质。

对于基准控制系统，图６列出了不同质量比和

吊索长组合下直升机滚转角姿态在横向操纵输入

下的飞行品质情况。可以看到随着吊索长的增加，

ω－１３５将逐渐减小，随着吊挂质量的增加，Δ犱将逐渐

增大，特别是在吊索长度较大时，吊挂质量的增加

将严重影响直升机飞行品质，甚至到达飞行品质较

差区域。而对于吊挂摆角滞后反馈系统，如图７所

图６　不同吊挂参数下基准控制系统的飞行品质

Ｆｉｇ．６　Ｆｌｙ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ｓｌｕｎｇｌｏａ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

ｂａｓ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图７　不同吊挂参数下摆角滞后反馈控制系统的

飞行品质

Ｆｉｇ．７　Ｆｌｙ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ｓｌｕｎｇｌｏａ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

ｌａｇｇｅｄｃａｂｌｅａｎｇｌｅ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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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大多数吊挂构型下直升机都能处在较好的飞

行品质下，这也意味着飞行员在吊挂飞行任务中

受到的吊挂摆动运动干扰较为缓和。

４　结　论

本文针对直升机吊挂耦合系统模型，分别建

立了直升机基准控制系统、吊挂摆角状态反馈系

统和吊挂摆角滞后反馈系统，依据ＡＤＳ３３Ｅ和直

升机带吊挂飞行的品质规范要求，分析了各系统

在悬停状态下的飞行品质特性，并研究了吊挂质

量和吊索长度对飞行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

１）吊挂物摆动会影响直升机本体的操纵品

质，而引入吊挂摆角状态反馈系统可以有效维持

直升机较好的操纵品质。

２）三种控制系统中只有吊挂摆角滞后反馈

系统可以有效抑制吊挂摆动，但会使得系统带宽

减小，容易发生诱发振荡。

３）吊挂质量越大，吊索长度越长，吊挂物的

摆动对直升机飞行品质影响越大，但在摆角滞后

反馈系统中，大多数吊挂参数的组合都能处于较

好的飞行品质区域。

因此，在直升机带吊挂飞行中，需要在直升机

操纵品质和吊挂物的摆动抑制中进行权衡，可以依

据飞行任务和飞行状态切换直升机控制系统，以满

足特定的吊挂稳定需求或良好的操纵品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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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冲击强化提高外物打伤钛合金模拟

叶片高周疲劳性能

聂祥樊１，２，魏　晨１，侯志伟２，汤毓源１，何卫锋１

（１．空军工程大学 航空等离子体动力学重点实验室，西安７１００３８；

２．华东理工大学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上海２００２３７）

摘　　　要：为指导钛合金叶片抗外物打伤激光冲击强化工艺设计，根据真实叶片叶型特征设计了刃口型模

拟叶片，采用两种激光冲击强化工艺对模拟叶片进行预处理，并采用空气炮系统进行外物打伤模拟试验，最后

通过疲劳试验和应力场预测进行疲劳性能影响规律及机理分析。试验结果表明：模拟叶片外物打伤后疲劳强

度由５１８．４５ＭＰａ降为２９０．７２ＭＰａ，而激光能量为５Ｊ和７Ｊ强化工艺下疲劳强度分别提升至３４４．４９、３７４．９３

ＭＰａ。激光冲击引入高数值残余压应力场，大大改善了外物打伤区域的局部应力场分布，在显著提高外物打

伤模拟叶片疲劳强度的同时，可承受更大的应力集中，也增大了疲劳缺口系数偏差。两种强化工艺中激光能

量越大，产生的残余压应力场数值和深度越大，更加有效地降低裂纹扩展过程中的等效应力强度因子幅值，外

物打伤模拟叶片疲劳强度和疲劳缺口系数偏差提高程度越大。

关　键　词：钛合金模拟叶片；激光冲击强化；外物打伤；高周疲劳强度；疲劳缺口系数；残余应力

中图分类号：Ｖ２３１．９５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０９

基金项目：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项目（ＢＸ２０１７０００７７）；博士后面上项目（１９１７８５）；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２０１８ＪＱ５１２５）

作者简介：聂祥樊（１９８８－），男，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激光冲击强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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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ｎＰｌａｓｍ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ＡｉｒＦｏｒｃ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３８，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２３７，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ｄｅｓｉｇｎ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ｔｅｃｈｎｉｃｓｆｏｒｓｏｌｖ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ｂｊｅｃｔｄａｍａｇｅ

（ＦＯ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ｌａｄｅｗａｓ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ｂｌａｄｅ

ｓｉｚ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ｎ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ｔｗｏｌａｓｅｒｓｈｏｃｋ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ｉｍ

ｐａｃｔｅｄｂｙａｉｒｇｕｎ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ｒｕｌｅ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ｎｆａｔｉｇｕｅ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ｈｉｇｈｃｙｃｌｅａｘｉａｌｆａｔｉｇｕｅｔｅｓｔｓａｎｄ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ｅｌ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

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ｆａｔｉｇｕ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ｌａｄ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ｆｒｏｍ５１８．４５ＭＰａｔｏ２９０．７２ＭＰ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ｔｏ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ｂｊｅｃｔｄａｍａｇｅ．Ｗｈｅｎ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ｌａｓｅｒｓｈｏｃｋｐｅｅ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５Ｊａｎｄ７Ｊ，

ｆａｔｉｇｕ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ｗａ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ｏ３４４．４９ＭＰａａｎｄ３７４．９３ＭＰａ，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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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ｅｌｄｂｙｌａｓｅｒｓｈｏｃｋｐｅｅｎｉｎｇｇｒｅａ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ｌｏ

ｃ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ｅｌ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ｄａｍａｇｅａｒｅａ，ｗｈｉｃｈｎｏｔｏｎ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ｆａ

ｔｉｇｕ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ｌａｄｅ，ｂｕｔａｌｓ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ｔｉｇｕｅｎｏｔｃｈｆａｃ

ｔｏｒ．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ｅｔｗ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ｓ，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ｌａｓｅｒｅｎｅｒｇｙｍｅａｎｓ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ｄｅｐｔｈ，ｈｅｌｐｉｎｇ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ｍ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ｏｆｔｈｅ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ｔｈｅｃｒａｃｋ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ｂｒ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ｆａｔｉｇｕ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ｆａｔｉｇｕｅｎｏｔｃｈｆａｃｔｏｒ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ａｍａｇｅ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ｌａｄ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ｔｉｔａｎｉｕｍａｌｌｏ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ｌａｄｅ；ｌａｓｅｒｓｈｏｃｋｐｅｅｎ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ｂｊｅｃｔｄａｍａｇｅ；

ｈｉｇｈｃｙｃｌｅｆａｔｉｇｕ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ｆａｔｉｇｕｅｎｏｔｃｈｆａｃｔｏｒ；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ｔｒｅｓｓ

　　风扇／压气机叶片是航空发动机核心机三大

关键部件之一，对结构疲劳强度要求很高，广泛采

用钛合金。飞机起飞着陆过程中，风扇／压气机叶

片难以避免被吸入的外来硬物（砂砾、金属块等）

打伤，形成缺口、微裂纹和局部拉应力，称之为外

物打伤（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ｂｊｅｃｔｄａｍａｇｅ，ＦＯＤ）。由于钛合

金缺口敏感性较强，外物打伤后微裂纹会在局部

拉应力和工作载荷共同作用下快速扩展，导致过

早疲劳断裂，严重影响发动机可靠性，甚至危及飞

行安全［１］。激光冲击强化（ｌａｓｅｒｓｈｏｃｋｐｅｅｎｉｎｇ，

ＬＳＰ）是利用高能（ＧＷ／ｃｍ２ 级）短脉冲（ｎｓ级）激

光诱导冲击波的力学效应，使金属材料表层发生

塑性变形而形成残余压应力场，显著提升材料疲

劳性能，被美国列为航空发动机叶片抗外物打伤

的首位技术措施，已成功解决Ｆ１１０、Ｆ１１９等发动

机叶片外物打伤问题［２］。

美国 Ｍｅｔａｌ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ａｎｙ（ＭＩＣ）公

司和ＬａｓｅｒＳｈｏｃｋＰｅｅｎ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ＳＰＴ）公

司采用激光冲击强化技术实现了多型航空发动机

风扇／压气机钛合金叶片的抗外物打伤工程应用。

在已有公开报道中［３］，Ｆ１１９发动机第四级整体叶

盘Ｔｉ６Ａｌ４Ｖ叶片０．１２７ｍｍ裂纹损伤后疲劳强

度由５８６．１ＭＰａ下降至２０６．８６ＭＰａ，但经激光冲

击强化后提升至４１３．７ＭＰａ，满足３７９ＭＰａ的设

计要求；Ｆ１０１发动机第一级风扇Ｔｉ８Ａｌ１Ｖ１Ｍｏ

叶片激光冲击强化后小裂纹允许长度自０．１２７

ｍｍ延长至１．９０５ｍｍ，提高叶片边缘损伤容限１５

倍［４］。Ｌｉｎ等人
［５］实现了强化试样外物打伤过程

动态数值模拟，分析了强化试样在不同冲击角度

下耦合残余应力场分布特征，研究发现０°正冲击

和４５°斜冲击会在强化试样缺口两侧产生严重拉

应力。英国曼切斯特大学Ｚａｂｅｅｎ等人
［６］利用轻

气炮外物打伤模拟系统对激光冲击Ｔｉ６Ａｌ４Ｖ钛

合金试样进行０°正冲击和４５°斜冲击，通过同步

辐射测试方法对残余应力场分布进行表征，发现

最大压应力区域位于冲击缺口下方，且相比斜冲

击，正冲击会引起缺口下方更大的压应力。国内

的李东霖等人［７］通过高速弹道冲击和轴向拉拉

高周疲劳试验发现激光冲击强化可将外物打伤

ＴＣ４钛合金试样疲劳强度由２４０．３ＭＰａ提高到

２８１．３ＭＰａ，并结合残余应力场分布规律分析了

高周疲劳性能显著提升的原因。吴俊峰等人［８］研

究了激光冲击强化模拟叶片前缘抗外物损伤性

能，研究发现与未强化ＴＣ１７缺口模拟件相比，强

化后试样表面残余应力最大值为－４０３ＭＰａ，其

疲劳强度提高了５５．６％，并表明激光冲击强化的

疲劳强化机理主要为高幅残余压应力。

上述研究主要通过数值仿真或同步辐射测试

分析激光冲击强化试样外物打伤后的残余应力场

分布规律，并通过疲劳试验验证了不同外物打伤

条件下激光冲击强化的抗疲劳效果，即揭示了激

光冲击强化抗外物打伤的可行性及内在原因，但

并未讨论强化工艺的影响。因此，为了指导钛合金

叶片抗外物打伤激光冲击强化工艺设计，本文针对

某型发动机风扇叶片，设计了一种刃口型模拟叶

片，采用两种激光冲击强化工艺对模拟叶片进行预

处理，并采用空气炮系统进行外物打伤模拟试验，

最后通过疲劳试验和应力场预测分析强化工艺对

外物打伤模拟叶片疲劳性能的影响规律及机理。

１　试验材料与试样设计

１１　试验材料

试验采用的材料为航空发动机风扇／压气机

叶片广泛使用的ＴＣ１７钛合金。ＴＣ１７作为一种

富β稳定元素的α＋β型双相钛合金，具有强度

高、断裂韧性好、淬透性高等一系列优点。其基本

力学性能如表１所示。

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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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犜犆１７钛合金的基本力学性能

犜犪犫犾犲１　犅犪狊犻犮犿犲犮犺犪狀犻犮犪犾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狊狅犳犜犆１７

材料参数 数值

密度／（ｇ／ｃｍ
３） ４．６８

弹性模量／ＧＰａ １１３

泊松比 ０．３３

抗拉强度／ＭＰａ １４８３

屈服强度／ＭＰａ １１４２

１２　模拟叶片设计

为了更加准确地模拟发动机叶片的外物打伤

过程及损伤状态，设计了一种刃口型模拟叶片，其

尺寸如图１所示。模拟叶片刃口部位采用与真实

叶片最大应力处相同的曲率半径，同时其斜边的

斜率也与真实叶片的斜率相近，保留了真实叶片

前缘的几何特征。

采用Ａｂａｑｕｓ软件对刃口试样进行拉拉疲劳

试验模拟，研究发现实际叶片的振动应力分布情

况与模拟试样的分布状态基本一致（如图２所

示）：两者都在边缘部位形成最大拉应力，最大压

应力都位于中间部位，且最大应力与最小应力的

比值也相近，表明本文所设计的刃口试样能够较

好地模拟真实叶片工况下的应力分布情况。因

此，本试验采用的刃口试样可以模拟真实叶片外

物打伤条件下的各种特征。

图１　模拟试样尺寸图（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ｚｅ（ｕｎｉｔ：ｍｍ）

图２　真实叶片与模拟叶片应力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ｔｒｅｓ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ａｌ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ｌａｄｅｓ

２　试验方法

图３　激光冲击强化路径（单位：ｍｍ）

Ｆｉｇ．３　Ｐａｔｈｏｆｌａｓｅｒｓｈｏｃｋｐｅｅｎｉｎｇ（ｕｎｉｔ：ｍｍ）

２１　激光冲击强化试验

由于模拟叶片边缘区域较薄，在冲击波作用

下极易产生冲击变形，所以对叶片边缘采取双面

对冲强化工艺，具体冲击路径如图３所示（试样两

侧同时进行）。试验采用的具体激光参数为波长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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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４ｎｍ，脉宽２０ｎｓ，光斑直径３ｍｍ，光斑搭接率

５０％，激光能量为５Ｊ和７Ｊ（两种强化工艺、其他

参数相同）。

２２　外物打伤模拟试验

外物打伤模拟试验采用空气炮系统对模拟叶

片进行高速弹道冲击。本试验采用的是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自行研制的空气炮高速弹道冲击试验系

统，基本组成如图４所示。

航空发动机工作过程中，吸入外物的速度在

图４　空气炮试验装置

Ｆｉｇ．４　Ａｉｒｇｕｎｔｅｓｔｄｅｖｉｃｅ

１００～３５０ｍ／ｓ，而且外物打伤大都发生在叶片进

气边前缘部位［９］。此外，研究表明垂直（９０°）冲击

会对试样的疲劳强度造成最严重的影响［１０］。因

此，本试验选用的外物打伤模拟试验参数为：气体

为氮气；弹珠材料为ＧＣｒ１５、直径为３ｍｍ；冲击角

度为９０°；冲击速度为３００ｍ／ｓ；冲击位置为模拟

叶片边缘（弹珠中心位于边缘线上）。模拟叶片共

计２８件，分４种状态，每种状态７件，其外物冲击

示意图如图５所示，模拟叶片具体状态参数如表

２所示。

图５　外物冲击位置和冲击角度

Ｆｉｇ．５　Ｉｍｐａｃ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ａｃｔａｎｇｌｅｏｆｓｔｅｅｌｂａｌｌ

表２　模拟叶片具体状态参数

犜犪犫犾犲２　犇犲狋犪犻犾犲犱狊狋犪狋狌狊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狊犻犿狌犾犪狋犲犱犫犾犪犱犲狊

状态 编号 激光冲击强化参数 外物打伤参数

原始状态 Ｇ１Ｇ７

外物打伤 ＦＯＤ１～ＦＯＤ７

强化工艺１＋外物打伤 ５ＬＳＰ１～５ＬＳＰ７
波长１０６４ｎｍ，脉宽２０ｎｓ，光斑直径为３ｍｍ，

光斑搭接率５０％，激光能量为５Ｊ

强化工艺２＋外物打伤 ７ＬＳＰ１～７ＬＳＰ７
波长１０６４ｎｍ，脉宽２０ｎｓ，光斑直径３ｍｍ，

光斑搭接率５０％，激光能量为７Ｊ

弹珠材料为ＧＣｒ１５、

直径３ｍｍ；

冲击角度为９０°；

冲击速度为３００ｍ／ｓ

２３　高周疲劳试验

模拟叶片的高周疲劳试验采用轴向拉拉疲

劳形式，按照 Ｍａｘｗｅｌｌ等人
［１１］提出的逐步加载法

进行，该试验方法步骤为：首先预估材料在应力比

犚为进行１０６ 循环周次（Δ狀）的应力值，选取一个

低于该应力值的初始应力，连续加载１０６ 循环。

若试样在第一级１０６ 循环内就发生断裂，那么表

示此次试验失败，需要更换试样并适当降低初始

应力后重新开展试验。若试样在１０６ 循环内未发

生断裂，则在第一级试验初始应力的基础上增加

一个小的应力增幅（一般为初始应力的５％），保

持应力比不变继续进行下一个１０６ 循环加载，直

至在某个１０６ 循环加载内试样发生疲劳断裂，此

时试验结束。假设材料断裂时的最后一级加载应

力为σｆ，循环次数为犖ｆ（＜１０
６ 循环），发生断裂时

前一级加载应力为σｐｒ，则试样在该应力比犚下的

高周疲劳强度σｅｓ采用式（１）的差值公式进行计算：

σｅｓ＝σｐｒ＋
犖ｆ

Δ狀
（σｆ－σｐｒ） （１）

　　模拟叶片轴向拉拉高周疲劳试验在长春仟邦

公司生产的ＱＢＧ１００高周疲劳试验机上进行，试

验条件：温度狋＝２７℃，加载时应力比犚＝０．１，每级

加载次数为１０６，每级载荷的加载增量为初始应力

值的５％，试验的加载频率约为９５～１０３Ｈｚ。

３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　高周疲劳强度影响规律

在对外物打伤模拟叶片进行高周疲劳试验

前，先利用逐步加载法测定模拟叶片原始状态的

疲劳强度。通过查阅航空材料手册［１２］，并根据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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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叶片尺寸确定初始加载应力为３５０ＭＰａ，每级

的加载增量为５％。相关研究报告表明
［１３］，当叶

片遭受外物打伤后，其疲劳强度会降低到光滑状

态的４０％左右。因此为了增加试验的成功率，本

试验选取一个较小的疲劳应力值（１５０ＭＰａ）作为

初始载荷，加载增量为１０％，即１５ＭＰａ。

根据逐级加载法的疲劳强度计算公式得出不

同状态模拟叶片的疲劳强度，表３为试样高周疲

劳试验结果。试验过程中大部分试样的疲劳裂纹

都在损伤处产生并且沿试样宽度向内部扩展，但

试样 Ｇ２、Ｇ７、ＦＯＤ２及７ＬＳＰ５在夹持端断裂，

ＦＯＤ７在第一级加载就断裂，５ＬＳＰ３在第二级发

生断裂，数值明显偏小，可能的原因是试样存在试

验外的损伤，将上述试样作为坏点剔除。

表３　试样高周疲劳试验结果

犜犪犫犾犲３　犎犻犵犺犮狔犮犾犲犳犪狋犻犵狌犲狋犲狊狋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狊犪犿狆犾犲狊

编号 σｅｓ／ＭＰａ 编号 σｅｓ／ＭＰａ 编号 σｅｓ／ＭＰａ 编号 σｅｓ／ＭＰａ

Ｇ１ ４４６．８５

Ｇ２ 夹持端断裂

Ｇ３ ４８７．７５

Ｇ４ ５０７．９６

Ｇ５ ６１６．３８

Ｇ６ ５３３．９４

Ｇ７ 夹持端断裂

ＦＯＤ１ ３５２．１３４

ＦＯＤ２ 夹持端断裂

ＦＯＤ３ ２８２．４２６

ＦＯＤ４ ３２２．０９６

ＦＯＤ５ ２００．７３０

ＦＯＤ６ ２９６．２４４

ＦＯＤ７ 第一级断裂

５ＬＳＰ１ ３２７．５３８

５ＬＳＰ２ ３０１．９１１

５ＬＳＰ３ 第二级断裂

５ＬＳＰ４ ４３６．１０７

５ＬＳＰ５ ３２８．５１５

５ＬＳＰ６ ３５３．４７３

５ＬＳＰ７ ３１９．３９９

７ＬＳＰ１ ３５４．７３０

７ＬＳＰ２ ３５１．１２０

７ＬＳＰ３ ３３７．６１８

７ＬＳＰ４ ４４４．５２５

７ＬＳＰ５ 夹持端断裂

７ＬＳＰ６ ３６０．４９６

７ＬＳＰ７ ４０１．１１８

图６　四种试样疲劳强度对比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ａｔｉｇｕ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ｆｏｕｒｓａｍｐｌｅｓ

　　选取不同状态试样的疲劳强度进行对比，研究

发现外物打伤后试样（ＦＯＤ试样）的疲劳强度最小

值为２００．７３０ＭＰａ，最大值为３５２．１３４ＭＰａ；５Ｊ强化

后的试样（５ＬＳＰ试样）疲劳强度最小值为３０１．９１１

ＭＰａ，最大值为４３６．１０７ＭＰａ；７Ｊ强化试样（７ＬＳＰ

试样）的疲劳强度最小值为３３７．６１８ＭＰａ，最大值为

４４４．５２５ＭＰａ。由于缺口的存在，试验数据存在一

定的分散性，但激光冲击强化后外物打伤试样的疲

劳强度普遍大于强化前。如图６所示，取试验结果

平均值作为其疲劳强度，原始状态下疲劳强度为

５１８．４５ＭＰａ，外物打伤后仅为２９０．７２ＭＰａ，下降了

４３．９％；两种强化工艺模拟叶片外物打伤后疲劳强

度分别为３４４．４９、３７４．９３ＭＰａ，相比未强化状态分

别提升了１５％和２８％。试验结果表明，激光冲击

预处理可以提升模拟叶片外物打伤后的疲劳强度，

而且激光能量越高的工艺提升效果越好。

３２　疲劳缺口系数影响规律

由于外物打伤缺口参数的不同，疲劳试验结

果具有一定的分散性［１４］。为降低疲劳试验结果

的分散性，采用缺口疲劳系数犓ｆ 来描述外物打

伤对疲劳强度的影响程度［１５］。犓ｆ定义为原始状

态疲劳强度σｓｍｏｏｔｈ与外物打伤状态σＦＯＤ的比值，即

犓ｆ＝σｓｍｏｏｔｈ／σＦＯＤ （２）

　　理论上计算缺口疲劳系数 犓ｆ 时可以采用

Ｎｅｕｂｅｒ疲劳缺口系数公式
［１６］

犓ｆ＝１＋
犓ｔ－１

１＋
αｎ

槡ρ

（３）

式中犓ｔ为应力集中系数；αｎ 为材料常数，其值为

３００μｍ
［１７］，ρ 为缺口底部的曲率半径。根据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提出的应力集中系数算法对犓ｔ进行估

算，不考虑损伤缺口处的微观形貌并且将其简化

为Ｕ型缺口
［１８］。则有

犓ｔ＝１＋２ 犱／槡 ρ （４）

其中犱为缺口的深度。由于ρ无法在试验中准确

测量，所以估算时将钢球半径作为缺口底部曲率

半径进行计算［１９］，即ρ＝１．５ｍｍ。因此，通过计算

可获得应力集中系数、疲劳缺口系数偏差与疲劳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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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的关系。

图７为模拟叶片外物打伤后的应力集中系数

与疲劳强度的关系，由图可知在更高应力集中系

数条件下，强化试样的疲劳强度值更大，且激光能

量越大疲劳强度数值越大；换而言之，相同疲劳强

度水平下，强化状态可以承受更大的应力集中，这

主要是因为引入的残余压应力可以起到抵消部分

应力集中的效果。所以激光能量越大，预制残余

压应力越大，相同疲劳强度条件下能承受的应力

集中程度也越大。

图７　应力集中系数与疲劳强度的关系

Ｆｉｇ．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ｒｅｓ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ｄｆａｔｉｇｕ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犓ｆ的理论值与犓ｆ的实测值的差值和犓ｆ实

测值的比值定义为疲劳缺口系数偏差，图８为疲

劳缺口系数偏差与模拟叶片疲劳强度的关系。由

图可知激光冲击强化在提高外物打伤模拟叶片疲

劳强度的同时，其疲劳缺口系数偏差也在增大，未

强化状态偏差为１０％～３５％，５Ｊ强化后偏差为

３５％～５０％，７Ｊ强化后偏差为７０％～１１０％。

这是由于疲劳缺口系数的理论值仅与应力集中

系数有关，未强化状态疲劳强度主要影响因素

是缺口处的应力集中程度大小，但是强化状态

缺口处存在较大残余压应力，使疲劳强度得到

了显著提高，造成疲劳缺口系数偏差值较大，此

时疲劳强度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残余压应力的大

小。激光能量越大，引入的残余压应力越大，此

时疲劳缺口系数的偏差越大，疲劳强度的提高

越明显，表明激光冲击强化通过引入残余压应

力的方式可提高叶片抗外物打伤能力，且强化

能量越大，材料抗打伤能力越强。换而言之，在

相同疲劳强度条件下，激光冲击强化状态可以允

许外物打伤局部应力集中程度范围更广，更加有

利于应对发动机叶片服役过程中随机多变的外物

图８　疲劳缺口系数偏差与疲劳强度关系

Ｆｉｇ．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ｏｔｃｈｆａｔｉｇｕｅｆａｃｔｏｒ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ａｔｉｇｕ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打伤状态，提升可靠性。

３３　疲劳性能影响机理分析

３．３．１　有限元建模及模型验证

本文采用ＪｏｈｎｓｏｎＣｏｏｋ（ＪＣ）模型
［６］作为材

料弹塑性本构模型分别对激光冲击强化过程和外

物打伤过程进行数值模拟。选用实体单元３Ｄ

Ｓｏｌｉｄ单元（Ｃ３Ｄ８Ｒ）。试样的边界条件为两端完

全固定，钢球和试样之间采用面面侵蚀接触，人

工体积黏度犙１＝１．５，犙２＝０．０６。网格划分尺寸

为０．１５ｍｍ×０．１５ｍｍ，深度方向为０．０５ｍｍ。其

中材料屈服极限犃＝１１００ＭＰａ，加工硬化模量

犅＝５９０ＭＰａ，硬化系数狀＝０．２６３，应变速率常数

犮＝０．０１９７，热软化常数犿＝０．７６５。

为了验证仿真模型有效性和准确性，分别对

ＴＣ１７钛合金试样进行激光冲击强化试验和外物

打伤试验，仿真与试验结果如图９所示。由图可

知，钛合金试样激光冲击残余应力分布和外物打

伤缺口特征与试验结果一致性较好，验证了本文

数值模型及仿真方法的有效性。

３．３．２　残余应力分布

激光冲击强化会改变材料内部的应力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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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仿真与试验对比图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ｓｔｄａｔａ

若材料内部的拉应力很大，裂纹可能从材料内

部萌生扩展，因此需要对深度方向上（路径１）的

应力进行分析。选取包含特征应力值且初始点

相近的路径对应力值进行提取，提取路径如图

１０所示。

图１１显示了未强化与５Ｊ强化试样不同路径

下应力的分布情况。图１１（ａ）显示了缺口底部深

图１０　损伤部位剖面图

Ｆｉｇ．１０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ｖｉｅｗｓｏｆｄａｍａｇｅｓｉｔｅｓ

度方向上（路径１）的应力分布情况，发现未强化试

样表面存在约为１１０ＭＰａ的拉应力，强化试样表面

则存在约４８０ＭＰａ的压应力，说明激光冲击强化能

减小外物冲击所引起的残余拉应力。图１１（ｂ）显

示了试样缺口附近最大拉应力处沿深度方向（路径

２）的应力，可以发现两者的最大拉应力相近，约为

５００ＭＰａ；并且沿着该方向拉应力值逐渐减小。而

对于强化试样，由于应力的耦合作用，深度方向上

形成的拉应力值更小，压应力值更大。由于采用了

双面对冲的强化方式，可以发现强化试样在路径３

和路径４的压应力有明显先增大后减小再增大的

过程，这可以形成更大残余应力影响层。

从图１２中可以发现，由于激光能量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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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不同路径上的应力分布情况

Ｆｉｇ．１１　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ｔｈｓ

７Ｊ试样产生的残余压应力比５Ｊ试样更大。图

１２（ｂ）中７Ｊ试样表面产生的最大拉应力值比５Ｊ

试样的最大拉应力值小，并且沿着深度方向拉应

力值逐渐减小最后趋于稳定。图１２（ｃ）、图１２（ｄ）

也存在应力值先增大后减小再增大的过程，其原

因已在上述说明。此外７Ｊ试样在深度方向上产

生的压应力同样要比５Ｊ试样大。

为更好地分析模拟叶片缺口处的残余应力情

况，沿着缺口底部犡、犢 轴方向每隔０．２ｍｍ对应

力进行提取，其结果如图１３、图１４所示。由图可

知，沿犡轴方向，５Ｊ强化试样缺口底部的压应力

图１２　不同强化工艺的应力分布情况

Ｆｉｇ．１２　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ｓｅｒｓｈｏｃｋ

ｐｅｅｎ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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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外物打伤模拟叶片入射面缺口

Ｆｉｇ．１３　Ｎｏｔｃｈ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ｐｌａｎｅｉｎ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ｂｊｅｃｔｄａｍａｇ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ｌａｄｅ

图１４　入射面应力分布

Ｆｉｇ．１４　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ｐｌａｎｅｌａｓｅｒ

ｓｈｏｃｋｐｅｅｎｉｎｇ

达到５４５ＭＰａ，远远大于未强化试样。沿犢 轴方

向，５Ｊ强化残余应力值相较于未强化试样整体上

都发生了明显降低，尤其靠近缺口处残余压应力

达到５０８ＭＰａ。激光冲击预处理显著降低了外物

打伤缺口区域残余拉应力，改善了损伤部位入射

面的应力分布情况，有效抑制了外物打伤区域疲

劳裂纹的形成和扩展。

从图１５可以发现，相比５Ｊ强化，７Ｊ强化后

外物打伤缺口底部可形成更大的残余压应力，达

到６００ＭＰａ。此外，离缺口区域较远处残余拉应

力得到了更大程度的降低，也将进一步降低疲劳

裂纹稳定扩展速率，延长裂纹扩展寿命。因此，更

高的激光强化能量会形成数值更大、范围更广的

残余压应力场，这对疲劳裂纹萌生及早期裂纹扩

展都有很大的抑制和减缓作用，从而大幅提升外

物打伤模拟叶片的疲劳强度。

图１５　不同强化工艺下入射面应力分布

Ｆｉｇ．１５　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ｐｌａｎｅ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ｓｅｒｓｈｏｃｋｐｅｅｎ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ｃｓ

３．３．３　残余应力对疲劳性能影响机理

如图１６所示，若材料所受外载荷为σ１，激光

冲击强化产生的残余压应力绝对值为σ２，则激光

冲击强化后等效应力σｅｆｆ＝σ１－σ２。

图１６　残余应力强化机理

Ｆｉｇ．１６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ｔｒｅｓｓ

假设犓ｅｆｆ为等效应力强度因子，犓１ 为外加拉

伸载荷所产生的应力强度因子，犓２ 为激光冲击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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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生的应力强度因子，则：犓ｅｆｆ＝犓１－犓２。对于

拉拉疲劳裂纹扩展试验而言，假定Δσｅｆｆ为激光冲

击强化后一次循环中的裂纹尖端应力的变化幅

度，则［２０］

Δσｅｆｆ＝ （σ１ｍａｘ－σ２）－（σ１ｍｉｎ－σ２） （５）

　　当引入残余压应力σ２ 时，若最小拉应力

σ１ｍｉｎ＜σ２，此时裂纹尖端为压应力，会抑制裂纹的

开裂。根据陈传尧［２１］的研究可知 Δ犓＝犳Δσ·

π槡犪，其中犳为几何修正系数，犪为裂纹长度。经

激光冲击强化后Δ犓 变为Δ犓ｅｆｆ，所以

Δ犓ｅｆｆ＝犢Δσｅｆｆ π槡犪 （６）

　　当σ１ｍｉｎ≤σ２ 时Δσｅｆｆ１≥Δσｅｆｆ２，Δ犓ｅｆｆ１≥Δ犓ｅｆｆ２，

这表明残余压应力的引入降低了裂纹扩展中的等

效应力强度因子幅。而根据文献［２０］中所推导的

公式可以知道，在材料一定时循环次数 犖１ 与

Δ犓ｅｆｆ成反比，Δ犓ｅｆｆ越小 犖１ 越大，即等效应力强

度因子幅的减小可有效提升材料的疲劳扩展寿

命，因此可证明激光冲击强化引入的残余压应力

可提升材料的疲劳寿命。且激光能量越大，引入

的残余应力越大，等效应力强度因子幅的减小程

度越大，材料的疲劳扩展寿命提升越明显。

４　结　论

１）模拟叶片疲劳强度为５１８．４５ＭＰａ，外物

打伤后仅为２９０．７２ＭＰａ，下降了４３．９％；５Ｊ和７Ｊ

强化工艺下模拟叶片外物打伤后疲劳强度分别为

３４４．４９、３７４．９３ＭＰａ，相比未强化状态分别提升

了１５％和２８％。

２）相同疲劳强度水平下，强化状态可以承受

更大的应力集中，主要因为引入的残余压应力抵

消了部分应力集中。激光能量越大，预制残余压

应力越大，相同疲劳强度条件下能承受的应力集

中程度越大。

３）未强化状态疲劳缺口系数偏差为１０％～

３５％，５Ｊ强化后偏差为３５％～５０％，７Ｊ强化后偏

差为７０％～１１０％，说明强化在提升模拟叶片疲

劳强度的同时，疲劳缺口系数偏差也在变大。

４）激光冲击强化减小了撞击产生的拉应力，

同时在裂纹扩展和深度方向上形成压应力，激光

能量越大，产生的压应力越大。残余压应力的引

入降低了裂纹扩展中的等效应力强度因子幅，提

高了损伤试样的疲劳扩展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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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机匣弧面不规则管路的布局参数

多目标优化设计

刘　伟，朱宏彦，赵玉杰，岳珠峰

（西北工业大学 力学与土木建筑学院，西安７１０１２９）

摘　　　要：管路布局优化是降低发动机管路振动应力的重要手段，提出了一种发动机机匣弧面上不规则管

路布局参数的多目标优化设计方法。从发动机机匣弧面的 Ｕ形管路出发，建立了具有复杂布局走向的不规

则单管路的参数化建模方法。分析了布局参数对管路的危险固有频率、多点激励响应的灵敏度。综合考虑错

频和最大响应等多个目标，采用多目标遗传优化算法，对不规则管路的布局参数实施了优化设计。结果表明：

管形布局优化设计效果显著，错开了两个危险固有频率禁带；管路结构在相同激励下最大位移幅值下降约

３５％，最大应力幅值下降近５０％，为发动机管路的振动控制和动力学正向设计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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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路系统是液压、燃油等介质的传输通道，犹

如航空发动机的“血管”。在恶劣的开车振动环境

中，管路经常发生振动疲劳失效，严重制约了发动

机的寿命及其可靠性［１６］。研究表明合理的管形

布局能够实现调频和降低应力［７１３］，但是由于发

动机各种不规则管路结构形式复杂，难以提前确

定各个布局尺寸对管路振动响应的影响。目前发

动机管形布局设计仍然有较大的经验性，给管路

系统的振动失效埋下了隐患。因此，建立发动机

管路的管形布局优化方法来错开共振频带和降低

振动应力，对提高其疲劳寿命具有重要的意义。

敷设布局设计一直是航空发动机管路系统研

究的重要内容。近几年很多学者提出了新的智能

优化算法。陈艳秋等［１４］以调频和振动幅值最小

为优化目标，采用了遗传算法对航空发动机外部

管路的支承参数包括支承位置、个数和刚度进行

优化设计。Ｒｅｎ等
［１５］提出了一种航空发动机曲

面空间表示方法和空间分割方法，改进了遗传算

法的起始策略和方向准则。赵柏萱等［１６］提出一

种基于工程规则的管路自动布局与模拟退火算法

相结合的综合优化方法。柳强等［１７］针对航空发

动机分支管路多目标敷设问题，以分支管路长度

最小化、分支点数量最小化以及管路平滑度最优

为优化目标，研究了基于避障Ｓｔｅｉｎｅｒ树的分支管

路多目标布局设计方法。Ｑｕ等
［１８］提出了一种新

的三维连接图，采用并行搜索策略和动态更新机

制解决直支管路的路径优化问题。张禹等
［１９］提

出一种填充包围式航空发动机布局空间信息提

取方法。于嘉鹏等［２０］以管路长度和压力损失作

为优化目标，提出一种基于自适应天牛须搜索算

法的管路自动布局方法。这些方法极大地丰富了

发动机管路的自动优化敷设设计手段。但是已有

的研究中，布局优化大多针对敷设路径的主动避

障和最短寻径，没有涉及管路本身的动力学特性，

造成管路的振动失效问题难以获得有效改善。一

旦发生振动失效后，也难以准确定位源头关键尺

寸参数和指导改进。因此，在敷设布局设计的基

础上，需要进一步将管路布局参数与动力学影响

联系起来，对布局参数进行细节优化设计，以获得

符合动力学性能要求的最终管形结构。

本文建立了发动机弧面不规则管路的参数化

建模方法，分析了不同布局参数对管路结构的动

态特性和多点激励下振动响应的灵敏度，以多频

带错频和降低最大振动响应为设计目标，给出了

管形布局参数的优化设计方案。本文方法为航空

发动机管路的动力学正向设计提供了参考。

１　发动机机匣弧面管路的参数化

建模方法

１１　犝形管路

研究布局参数对管路结构动态性能的影响，

需首先对管形结构的几何布局进行参数化建模，

它是后续灵敏度分析和优化设计的基础。这里以

一段Ｕ形管路为例，演示发动机弧面上管路的参

数化建模方法。

如图１所示，发动机机匣弧面可以视为一个

圆柱坐标系，一段 Ｕ形管路沿着机匣弧面敷设，

假设管路的两个直线平行段沿着柱高方向。实际

工程中弧形管路由于约束的需要，常采用多段弯

折的加工方式，Ｕ形管路中弧形弯管犅犈段分解

成狀个直线段的组合来代替，例如图１中狀＝３，

这样弧形弯管犅犈 段转变为三段直线管路犅犆、

犆犇和犇犈。

图１　发动机圆筒机匣外部敷设一段Ｕ形管路简化

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Ｕｓｈａｐｅｄ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ｌａｉｄ

ｏｕｔｓｉｄｅｔｈｅ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ｃａｓｅ

如图１所示的直角坐标系犗狓狔狕中，Ｕ形管

沿路的所有弯折点分别以字母犃～犉来表示，其

位置的直角坐标可以表示为ρ、φ、狀、犺犃、犺犉 五个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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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函数，如式（１）所示。表１中列出了这五个参

数的几何意义。

犃：（ρ，０，犺犃）

犅：（ρ，０，０）

犆：ρｃｏｓ
φ

３
，ρｓｉｎ

φ

３
，（ ）０

犇：ρｃｏｓ
２φ

３
，ρｓｉｎ

２φ

３
，（ ）０

犈：（ρｃｏｓφ，ρｓｉｎφ，０）

犉：（ρｃｏｓφ，ρｓｉｎφ，犺犉

烅

烄

烆 ）

（１）

　　确定了所有弯折点的直角坐标后，就可以借

助于商用软件（ＵＧ等），采用上述参数化方法来

实施管路的建模。流程如图２所示，首先在软件

中定义表１中的五个变量并赋初值，根据机匣半

径给出其上管路的柱坐标。然后，用式（１）函数给

出管线沿途各个弯折点的直角坐标。再次，将各

个弯折点坐标按走向顺序依次连接，即可完成管

线的中线折线图。最后在每段折线之间定义过渡

圆角半径犚ｂ１（一般手册要求为犚ｂ１＝４犇，犇 为管

路外径），就获得了最终的机匣弧面上的一段 Ｕ

形管路。

表１　犝形管路参数化建模的五个参数及其几何意义

犜犪犫犾犲１　犉犻狏犲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犪狀犱狋犺犲犻狉犵犲狅犿犲狋狉犻犮犿犲犪狀犻狀犵狊

狅犳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犻狕犲犱犿狅犱犲犾犻狀犵狅犳犝狊犺犪狆犲犱狆犻狆犲犾犻狀犲

参数 几何意义

ρ

弧面弯曲半径，即管路沿着机匣圆弧面敷设半

径，一般情况下该半径应设置为：ρ＝狉ｃ＋狉ｇ＋狉ｐ，

其中狉ｃ为机匣半径，狉ｇ为管路与机匣间的间隙

要求，狉ｐ 为管路半径

φ

弧面弯曲角度，即导管沿着机匣弧面布局时所

经过的圆截面角度

狀

狀为圆截面角度“以直代曲”的分割段数。

即用狀段直线段管路来代替机匣弧面曲线管路。

它的取值与φ相关，若以２０°～３０°做一次弯折，

这里取狀＝
φ［ ］２５ ，符号［ ］　 表示取整。

犺犃 Ｕ形管路平行直线段的长度

犺犉 Ｕ形管路另一条平行直线段的长度

　　表２展示了用上述方法完成的三种 Ｕ形管

路几何模型。表中采用了不同机匣半径、管径以

及布局参数值。可见，该方法能够完成发动机机

图２　发动机机匣弧面上Ｕ形管路的参数化建模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ｚｅ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ａ

Ｕｓｈａｐｅｄ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ｃａｓｅ

匣弧面的Ｕ形导管敷设布局参数化建模。

表２　不同布局参数的犝形管路模型示例

犜犪犫犾犲２　犈狓犪犿狆犾犲狊狅犳犝狊犺犪狆犲犱狆犻狆犲犾犻狀犲犿狅犱犲犾狊狑犻狋犺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犾犪狔狅狌狋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管路 布局参数赋值 实际管形图

１

ρ＝狉ｃ＋狉ｇ＋狉ｐ，其中

狉ｃ＝４００ｍｍ，狉ｇ＝１０ｍｍ，狉ｐ＝６ｍｍ

φ＝８１，（狀＝３）

犺犃＝１５０ｍｍ，犺犉＝１５０ｍｍ

犚ｂｌ＝４犇＝４×１２＝４８ｍｍ

２

ρ＝狉ｃ＋狉ｇ＋狉ｐ，其中

狉ｃ＝６００ｍｍ，狉ｇ＝１０ｍｍ，狉ｐ＝８ｍｍ

φ＝４５，（狀＝２）

犺犃＝２００ｍｍ，犺犉＝１００ｍｍ

犚ｂｌ＝４犇＝４×１６＝６４ｍｍ

３

ρ＝狉ｃ＋狉ｇ＋狉ｐ，其中

狉ｃ＝３００ｍｍ，狉ｇ＝８ｍｍ，狉ｐ＝４ｍｍ

φ＝１４５，（狀＝５）

犺犃＝５０ｍｍ，犺犉＝１２０ｍｍ

犚ｂｌ＝４犇＝４×８＝３２ｍｍ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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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犔形或犣形管路

发动机管路布局中还有其他典型的管形布

局，例如Ｌ形和Ｚ形。它们无需重新建模，均可

以在上述 Ｕ形管路基础上做一些变化得到。其

中，Ｌ形即为减去Ｕ形管路的某一条平行边而获

得，例如减去图１中 Ｕ形管路的犈犉段，即能够

得到Ｌ形管路，如图３（ａ）所示。Ｚ形管路可以将

Ｕ形管路的一条平行边反方向延伸而获得，例如

将图１中犈犉段的狕方向改为－狕方向，得到的沿

着机匣弧面布置的Ｚ形管路，如图３（ｂ）所示。

图３　Ｌ形、Ｚ形管路可以在Ｕ形管路基础上变化得到

Ｆｉｇ．３　Ｌｓｈａｐｅｄ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Ｚｓｈａｐｅｄ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ｃａｎｂｅ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Ｕｓｈａｐｅｄ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１３　不规则管路

更加复杂走向的管形布局形式，也可以从图

１提出的Ｕ形管路基础上进行其他的变化得到。

如图４（ａ）所示一段不规则管路，需要在图１中的

Ｕ形管路犃～犉各个弯折点坐标的基础上，再增

加犌、犎、犐点。这三点的坐标可以通过犅、犇、犈

点分别沿狕轴方向平移一个距离犅犌、犇犎、犈犐得

到，此时在原有布局参数的基础上再增加了三个

布局参数为：犔犅犌、犔犇犎、犔犈犐。在管线坐标连接步

骤中，直接用犌、犎、犐点的坐标替换原来犅、犇、犈

三点的坐标即可，从而得到不规则布局的管路模

型如图４（ｂ）所示，其他更加复杂的不规则单管路

的建模方法与之类似，增加布局参数即可。

图４　不规则管路可以在Ｕ形管路基础上变化得到

Ｆｉｇ．４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ｃａｎｂ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

Ｕｓｈａｐｅｄ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综上所述，采用本文提出的参数化方法，成功

实现了发动机弧面上不规则管路的参数化建模，

相比于传统的软件直接建模，其优势在于采用若

干布局参数来描述管路的所有弯折尺寸和位置等

几何特征，为下文不规则管路的布局参数灵敏度

讨论和优化设计铺平了道路。

２　布局参数的对不同动力学指标的

灵敏度分析

２１　布局参数的灵敏度

灵敏度分析方法提供了多个布局参数之间重

要程度的横向对比，以帮助甄别出主要参数，具有

指导布局参数调整和减少优化设计变量的作用。

以图４所示的发动机机匣弧面上的不规则管路为

例，所谓布局参数的灵敏度即为六个布局参数

φ 犺犃 犺犉 犔犅犌 犔犇犎 犔［ ］犈犐
Ｔ 对动力学输出

量狔的敏感程度。对于发动机管路结构而言，

需要重点考察共振隐患和最大应力。所以本文

的动力学输出量狔选取为管路结构的危险固有

频率ωｄ犻（其中犻＝１，２，…，表示危险固有频率的

个数）以及结构在多点激励下的最大位移响应

幅值犃ｓ和应力响应幅值σｍ。所谓的危险固有

频率即为接近发动机某一激励频率ωｅ犼（其中犼＝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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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表示激励频率的个数）。

２２　管路危险固有频率的灵敏度分析

假设某型航空发动机，重点考察管路结构受

到的两个激振频率ωｅ犼（犼＝１，２）：①发动机旋转部

件转动激励频率ωｅ１＝１６０Ｈｚ；②液压泵的脉动激

励频率ωｅ２＝５１０Ｈｚ。分析布局参数对不规则管

路结构落在共振域中的危险固有频率ωｄ犻的敏感

程度。

管路的材料为１Ｃｒ１８Ｎｉ９Ｔｉ不锈钢，其弹性

模量为１９０ＧＰａ，密度为７８５０ｋｇ／ｍ
３，泊松比为

０．３。管路两端连接附件，假设为固定约束。管路

的布局参数如表３所示，布局参数的值可以根据

实际管路可行敷设的空间和位置在一定范围内做

调整，这里用上限值和下限值来表征。

采用有限元仿真计算，初始布局参数下管路

的固有频率列于表４中，可以看到，初始布局参数

下管路的第三阶固有频率与发动机旋转件激励频

表３　不规则管路布局参数的初始值及其取值范围

犜犪犫犾犲３　犐狀犻狋犻犪犾狏犪犾狌犲犪狀犱犻狋狊狉犪狀犵犲狅犳犾犪狔狅狌狋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犳狅狉犻狉狉犲犵狌犾犪狉狆犻狆犲犾犻狀犲

布局参数 初始值 下限值 上限值

犺犉／ｍｍ ３００ １２０ ３３０

φ／（°） ８１ ７０ ９０

犔犇犎／ｍｍ ３０ ０ ４０

犔犅犌／ｍｍ ７０ ０ ９０

犔犈犐／ｍｍ ４０ ０ ７０

犺犃／ｍｍ １８０ １６０ ２１０

表４　不规则管路的固有频率仿真结果（初始布局参数）

犜犪犫犾犲４　犖犪狋狌狉犪犾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狊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犻狉狉犲犵狌犾犪狉

狆犻狆犲犾犻狀犲狊（犻狀犻狋犻犪犾犾犪狔狅狌狋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阶数 固有频率／Ｈｚ 是否存在共振隐患

１ ７０．９６８ 否

２ １３５．０２ 较接近

３ １５９．４９
是（接近发动机旋转件

激励频率１６０Ｈｚ，定义ωｎ３＝ωｄ１）

４ ２４７．６６ 否

５ ３３８．８４ 否

６ ５１１．０３
是（接近液压泵的

脉动频率５１０Ｈｚ，定义ωｎ６＝ωｄ２）

７ ６２４．５２ 否

８ ８２５．２０ 否

率１６０Ｈｚ重合；第六阶固有频率与液压泵的脉动

频率５１０Ｈｚ重合；这两个固有频率存在很高的共

振隐患，为危险固有频率，因此需要对该初始布局

做优化设计。

图５为各个布局参数对这两个危险固有频率

的灵敏度直方图，其中，导管沿着机匣弧面敷设时

所经过的圆弧角度φ均为影响两个危险固有频率

的主要布局参数，负值说明随着的φ增大固有频

率将减小。不同的是，影响危险固有频率ωｄ１的布

局参数还有犺犉、犔犅犌和犔犈犐，而影响危险固有频率

ωｄ２的主要布局参数仅为犔犅犌。可见管路布局参数

对两个危险固有频率的灵敏度并不相同。

图５　管路布局参数对两个危险固有频率的灵敏度

直方图

Ｆｉｇ．５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ｌａｙｏｕ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ｔｏｔｈｅｔｗｏ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２３　管路多点激励响应的灵敏度分析

不规则管路模型中有ａ、ｂ两个固定接头，如

图６（ａ）所示，发动机运行过程中，两个接口处的

激励环境经常有所差异。这里采用多点响应谱来

描述，所谓响应谱是系统在每一阶固有频率激励

作用时的峰值响应，它与系统的固有频率和阻尼

相关，响应类型可以是位移、速度或者加速度。为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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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能够实现动响应预测，工程师通常会创建一个

设计响应谱，这可以看作是发动机管路结构所在

区域内所有已知和预计振动的包络，并将设计响

应谱作为结构分析的实际激励输入。这里假设结

构阻尼比为０．０２，管路狔方向的频率位移设计

响应谱，如图６（ｂ）所示。

图６　发动机管路固定端处的多点激励响应谱

Ｆｉｇ．６　Ｍｕｌｔｉｐｏｉｎｔ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ｔ

ｆｉｘｅｄｅｎｄ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采用多点响应谱（ＭＰＲＳ）的方法，计算得到

的该管路结构的最大位移幅值为０．３９６４２ｍｍ，出

现在不规则管路的弧段的第一弯折处，如图７（ａ）

所示。图７（ｂ）为振动的等效应力响应云图，最大

应力出现在管路的下约束点 犅 端，为７４．８２４

ＭＰａ，而且，从管道截面方向看去，为管截面下缘

９０°位置，该处为管道的振动疲劳裂纹的易发生

位置。

分析布局参数对管路在多点激励下的最大位

移和应力幅值的灵敏度，将不规则管路的布局参

数视为设计域内的变量（参数变化范围同表３），

如图８（ａ）和图８（ｂ）所示，影响位移和应力响应幅

值的布局参数相同，主要为φ和犔犈犐，影响位移响

应的次要参数为犺犃 和犺犉。

图７　不规则管路在多点激励下的幅值响应云图

（初始布局参数）

Ｆｉｇ．７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ｕｎｄｅｒｍｕｌｔｉｐｏｉｎｔ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ａｙｏｕ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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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布局参数对管路在多点激励下最大响应幅值的

灵敏度直方图

Ｆｉｇ．８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ｌａｙｏｕ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ｔｏ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ｏｆ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ｕｎｄｅｒｍｕｌｔｉｐｏｉｎｔ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３　基于响应面法的管形布局参数

多目标优化设计

　　管路的布局参数对不同目标的灵敏度特性

并不一致，甚至有些参数对不同目标还呈现矛

盾趋势。因此，对一段管路进行布局参数设计

时不能顾此失彼，应该权衡多个目标，考虑多

个参数对多个目标的不同影响规律，在此基础

上获得能够满足多个指标的设计方案的管路

布局优化方案。

３１　优化目标

为了达到错开共振频段的要求，这里以

±５０Ｈｚ为频率禁带宽，即认为当管路结构的某个

危险固有频率ωｄ犻落在频率禁带（ωｅ犼－５０）≤ωｄ犻≤

（ωｅ犼＋５０）时，结构有较高的共振风险。

需要注意的是，管路布局参数优化后，由于结

构尺寸的变化，不但原来落在危险频带内的固有

频率会发生改变，还可能会导致临近阶数的固有

频率也发生变化。例如本例中，分析管路结构的

频率特性（表４），第二阶、第三阶固有频率均落在

频率禁带１内，因此需要整体提高管路系统的固

有频率才能使第二阶、第三阶固有频率跳出该频

率禁带。所以优化目标应定为：第一阶固有频率低

于（１６０－５０）Ｈｚ，第二阶固有频率应高于（１６０＋５０）

Ｈｚ。同理，为了避开频率禁带２，第五阶固有频率

应低于（５１０－５０）Ｈｚ，第六阶固有频率应高于

（５１０＋５０）Ｈｚ，因此选取这四个频率作为优化目

标，使它们各自错开两个危险共振频带。同时控

制多点激励下的最大位移响应幅值犃ｓ小于许用

值０．３ｍｍ，并以最小化管路在多点响应谱下的最

大应力响应幅值σｍ 为目标。综上，制定出管路系

统的多个优化目标为

ωｎ１ ≤ （１６０－５０）Ｈｚ

ωｎ２ ≥ （１６０＋５０）Ｈｚ

ωｎ５ ≤ （５１０－５０）Ｈｚ

ωｎ６ ≥ （５１０＋５０）Ｈｚ

犃ｓ≤０．３ｍｍ

ｍｉｎσ

烅

烄

烆 ｍ

（２）

３２　多目标遗传优化算法

考虑到本例中布局参数和目标较多，且取值

范围较大，输出量可能会存在复杂的非线性或者

无规律变化，若采用响应面法需要较多的抽样点，

且存在无法得到高精度响应面的风险。因此，本

文采用多目标遗传算法（ＭＯＧＡ）对优化对象的

六个布局参数进行直接寻优计算，获得推荐优化

设计点。从参数化建模到最终管路多目标优化设

计的完整流程如图９所示。

图９　发动机管路布局参数多目标优化设计流程

Ｆｉｇ．９　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ｌａｙｏｕ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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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优化结果与分析

执行文中第３．２节的优化计算流程，大约实

施了５５０次迭代计算后，所有目标均达到收敛条

件，获得推荐设计点。一般来讲，符合目标要求的

设计点可能有多组，这些方案下的目标结果非常

接近，均满足设计要求。如表５所示，列出了三个

推荐设计方案，对比优化前后的多个目标值，采用

布局参数优化方法的设计效果非常显著，不但避

开了发动机的多个共振频率，即布局优化后原来

的危险共振固有频率已经消除。而且最大位移响

应幅值犃ｓ 降至约０．２６２ｍｍ，较原设计下降约

３５％，最大应力响应幅值σｍ 降至３６．９１５ＭＰａ，较

原设计下降近５０％。

将上述三种方案下的布局参数的管路进行

重新建模，再次计算其模态特性，以校核是否会

出现新的危险共振频率。优化前后的管路的前

七阶固有频率分布情况如图１０所示，可以看到

优化后的三种设计方案，所有固有频率均避开

了（１６０±５０）Ｈｚ（频率禁带１）和（５１０±５０）Ｈｚ

（频率禁带２）两个共振频带。至此验证了优化

后的管形布局满足多个目标要求，管路的布局

参数优化设计完成。

表５　发动机不规则管路布局参数优化前后的结果对比

犜犪犫犾犲５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犲狀犵犻狀犲犻狉狉犲犵狌犾犪狉狆犻狆犲犾犻狀犲犾犪狔狅狌狋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犫犲犳狅狉犲犪狀犱犪犳狋犲狉狅狆狋犻犿犻狕犪狋犻狅狀

参数 初值
数值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布局参数

犺犉／ｍｍ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８８．２５０ １９８．４８０ １８８．２９０

φ／（°） ８１．０００ ７０．４１３ ７０．４１３ ７２．１７０

犔犇犎／ｍｍ ７０．０００ ３１．８０５ ３１．８００ ３９．０７４

犔犅犌／ｍｍ ３０．０００ ４０．７７０ ４０．７７６ ４１．５２５

犔犈犐／ｍｍ ４０．０００ ４６．０６４ ５６．９２０ ４０．４５６

犺犃／ｍｍ １８０．０００ ２０６．５３０ ２０５．３００ ２０２．８１０

设计目标

ω１／Ｈｚ １５９．０００ １０５．６６０ １０４．１４０ １０４．６５０

ω２／Ｈｚ ２４７．０００ ２１２．６６０ ２１０．６５０ ２１０．５００

ω５／Ｈｚ ５１１．０００ ４５０．６６０ ４５１．２８０ ４３３．９００

ω６／Ｈｚ ６２４．０００ ６０８．７００ ６１２．０１０ ５７６．２３０

犃ｓ／ｍｍ ０．２１０ ０．２５７ ０．２５９ ０．２６２

σｍ／ＭＰａ ５５．２４０ ３６．９１５ ３７．１８５ ３７．５２９

图１０　管路布局参数优化后所有固有频率均避开了

两个频率禁带

Ｆｉｇ．１０　Ａｌｌ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ｋｅｅｐａｗａｙｆｒｏｍｔｈｅ

ｔｗ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ｂａｎｄｓａｆｔ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ｌａｙｏｕ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４　结　论

本文建立了发动机不规则管路布局参数的多

目标优化设计方法及其流程，为发动机管路的动力

学正向设计提供了方法和思路。主要结论如下：

１）从Ｕ形管路出发，定义合理的布局参数

来描述具有复杂布局的管路的弯折尺寸和位置等

几何特征，建立了发动机机匣弧面上不规则单管

路的参数化建模方法。

２）管路的布局参数对于固有频率、多点激励

响应等不同的动力学目标量，其灵敏度及其影响

趋势有所不同。需要针对具体动力学指标来甄别

主要影响参数，并权衡其对不同目标的矛盾，以指

导布局参数的调整并减少优化设计变量。

３）管形布局参数的多目标优化设计效果显

著，不但同时避开发动机多个频率禁带，而且最大

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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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移和最大应力也有大幅降低，表明采用该方法

来实现发动机管路振动控制并提高管路的疲劳寿

命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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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充分考核成败型装备的性能指标，合理确定鉴定试验统计方案，利用Ｂａｙｅｓ理论对试验风

险进行了重点研究。在选取先验分布为Ｂｅｔａ分布的条件下，给出了工程中常用两种风险（平均风险和后验风

险）的表达式，并详细解释了两种风险的研究思路和适用范围。在此基础上，从鉴定试验可能出现的结果出

发，建立了最大后验风险模型，给出了其相关性质，并对比后验风险、经典统计风险，说明了其保守性和适用性

的优点，更能保护使用方的利益。利用数值分析，说明基于最大后验风险确定的试验统计方案符合工程认识，

相对经典统计风险，其减少试验总数１８％～６３％，验证了方法的可行性。同时，通过分析三种风险与先验信

息、区间估计的数值关系，对最大后验风险的性质进行了验证，说明其具有较好的推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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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客观地考核装备指标，需要对鉴定试验

统计方案（试验总数和最大允许失败数）进行确

定，而试验风险是方案确定的重要原则之一［１］。

工程中，许多成败型装备造价昂贵且属于消耗

型［２３］，比如航空武器类，该类装备试验成本往往

极高，鉴定试验数量一般非常有限。近年来，随着

技术飞速发展和世界局势多元化［４］，使用方对成

败型装备指标（如成功率、可靠度等）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这势必给指标考核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如

何合理地控制试验风险，并以此确定试验统计方

案。Ｂａｙｅｓ理论能够利用装备研制阶段试验信

息、相似装备信息和经验信息等多类信息，扩大了

信息源，补充了鉴定试验信息，较好地解决了成败

型装备有限试验数量下指标考核的问题，因此，

Ｂａｙｅｓ理论在装备鉴定试验中的应用非常广泛，

开展其研究有着很重要的工程意义。

近年来，基于Ｂａｙｅｓ理论，国内外学者在鉴定

试验中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较好的应用

成果。Ｋｌｅｙｎｅｒ等人
［５］利用产品历史信息，对产品

的先验分布进行了加工。张西山等人［６］利用测度

和不确定度将分系统试验信息、专家信息和仿真试

验信息进行了融合，使先验信息更加客观准确。董

海平等人［７］通过威布尔分布与指数分布的关系，构

造了威布尔分布的先验分布，并利用专家信息和研

制试验信息，获得了先验分布的超参数，使某型航

空发动机的结果更符合工程实际。李大伟等人［８］

利用可靠性增长信息，并结合装备的研制要求，提

出了先验分布超参数的确定方法。由此可见，围绕

装备试验鉴定工作，Ｂａｙｅｓ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先验信息利用方面［９１０］，以此客观、准确地补充鉴

定试验信息，解决装备鉴定试验样本有限的困难。

在掌握装备的先验信息后，学者们在Ｂａｙｅｓ

理论框架下利用风险对装备的鉴定试验统计方案

进行了确定。与经典理论有所不同（其风险定义

是唯一的），Ｂａｙｅｓ理论可以从不同角度提出风险

定义。究其原因，这是因为Ｂａｙｅｓ理论与经典理

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１１］，前者将未知变量作为随

机变量，不仅扩大了可利用的信息源，而且在描述

不确定性程度上也更加合理。目前，Ｂａｙｅｓ理论

存在两种风险定义被学者们认可，即平均风险和

后验风险［１２］，并被广泛地应用于试验统计方案确

定方面，比如Ｚｈａｎｇ、冯文哲等人
［１３１４］利用平均风

险，分别对医学临床试验、成败型装备可靠性验证

试验的样本进行了确定；Ｈａｍａｄａ等人
［１５］利用后

验风险，确定了复杂产品的保证试验方案；Ｗｉｌｓｏｎ

等人［１６］则说明了后验风险在产品可靠性试验统

计方案的应用情况。由此可见，相关研究的主要

思路是在先验信息处理方法研究基础上，直接利

用平均风险或后验风险对试验统计方案进行确

定。由于两种风险是从不同角度提出，思路有着

根本的不同，导致定义的基础表达式也有所不同，

因此，在先验信息加工方法固定的条件下，利用两

种风险可能会得到不同的鉴定试验统计方案，这

就给工程中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如何选择风险类

型，使确定的鉴定试验统计方案更加合理可行。为

了解决该问题，需要对Ｂａｙｅｓ理论的风险开展进一

步研究工作，一方面分析平均风险和后验风险的异

同，说明两种风险所代表的工程意义；另一方面分

析平均风险、后验风险与先验信息之间的关系，说

明利用两种风险确定试验统计方案的适用范围。

本文以成败型装备为对象，重点研究了

Ｂａｙｅｓ理论框架下的鉴定试验风险。在固定先验

分布的情况下，本文一方面从基础定义和研究思

路比较分析了平均风险和后验风险的异同，说明

两种风险在工程中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提出了

Ｂａｙｅｓ理论的最大后验风险模型，分析给出了其

相关性质。最后，利用数值分析，直观地揭示平均

风险、后验风险和最大后验风险在鉴定试验统计

方案确定上的相关特点，并验证了最大后验风险

的相关性质，进一步说明了本文方法的合理性。

１　犅犪狔犲狊风险分析

１１　先验分布确定

先验分布的选取是Ｂａｙｅｓ理论中重要的环

节，可以遵循共轭分布、最大熵和不变测度等原

则，国内外学者围绕先验分布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对于成败型装备，在鉴定试验中，工程中一般采用

共轭分布的原则，选取 Ｂｅｔａ分布作为先验分

布［８，１７］，主要原因是Ｂｅｔａ分布的超参数有着很强

的工程解释，不仅有益于先验信息的理解和分析，

而且还有助于试验结果的分析和比较。本文重点

研究已知先验分布条件下的成败型装备鉴定试验

风险问题，因此，选取Ｂｅｔａ分布作为先验分布。

对于成败型装备，选取Ｂｅｔａ分布作为成功率

狆的先验分布，则其密度函数满足下式

π０（狆犪，犫）＝
１

Ｂ（犪，犫）
狆
犪－１（１－狆）

犫－１ （１）

式中犪、犫为Ｂｅｔａ分布的超参数；Ｂ（犪，犫）为Ｂｅｔａ

函数。在工程中，超参数犪和犫可进行一定的工

程解释：犪可近似视为装备成功次数，犫可近似视

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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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装备失败次数。

在工程中，一般利用装备研制试验信息（如仿

真、分系统试验等）、专家经验信息或相似装备信

息等各类信息对超参数进行确定，以获得装备成

功率的先验分布（即成功率水平）。为了论述方

便，并与鉴定试验信息进行区分，本文将上述信息

统称为研制阶段信息。

１２　平均风险

在确定鉴定试验统计方案时，一般需要考虑

使用方和生产方的利益，即控制双方风险。显然，

同时控制双方风险需要更多的试验总数。对于成

败型装备，其参与鉴定试验的样本往往很有限，特

别是航空武器类，经济成本高、组织实施复杂，属

于小批量装备，因此，工程中该类装备在确定鉴定

试验统计方案时通常仅控制使用方风险，即采取

极限型试验方案［１８］。综上，本文将重点对Ｂａｙｅｓ

理论下的使用方风险进行研究。

本节对平均风险进行介绍。使用方的平均风

险是指当装备成功率不满足指标，根据鉴定试验

结果和判决准则，做出该装备成功率满足指标（即

接收）的可能性，其定义式为

犘（接收 狆＜狆１）＝
犘（狔≤犮，狆＜狆１）

犘（狆＜狆１）
＝

∫
狆１熿

燀０
∑
犮

狔＝０

犆狔狀（１－狆）狔狆
狀－
燄

燅

狔π０（狆）ｄ狆

∫
狆１

０
π０（狆）ｄ狆

（２）

式中狆１ 为研制总要求规定的成功率下限值；狀为

鉴定试验总数；犮为最大允许失败数；π０（狆）为先

验分布的密度函数。

结合式（２）可知，对使用方的平均风险进行初

步分析：

１）平均风险是指利用装备研制阶段信息（即

π０（狆）），在已知其不满足指标的前提下（即以犘

（狆＜狆１）为条件概率），依据鉴定试验结果，做出

接收该装备的概率。由于平均风险是装备成功率

先验水平的条件概率，因此，部分文献也将其称为

先验风险；

２）显然，∑
犮

狔＝０

犆狔狀（１－狆）狔狆
狀－狔 为经典风险，因

此，平均风险又可视为基于先验分布的经典风险

加权平均［１９］。

综上，使用方的平均风险可以理解为已知装

备不合格，但是受随机性影响，利用试验结果却判

其合格的概率。显然，该定义是从先验分布角度

开展研究，将装备研制阶段成功率水平作为重要

输入，即装备成功率不满足指标为条件，再结合鉴

定试验结果来确定概率值。从工程角度，平均风

险揭示了装备在研制阶段指标未达标而“冒然”开

展鉴定试验的规律。

在选取为Ｂｅｔａ分布为先验分布的基础上，式

（２）经整理后，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犘（接收 狆＜狆１）＝
∑
犮

狔＝０

犆狔狀Ｂ（犪＋狀－狔，犫＋狔）∫
狆１

０
π０（狆犪＋狀－狔，犫＋狔）ｄ狆

Ｂ（犪，犫）∫
狆１

０
π０（狆犪，犫）ｄ狆

（３）

　　结合式（３）所示，进一步分析使用方的平均

风险：

１）∫
狆１

０
π０（狆犪＋狀－狔，犫＋狔）ｄ狆为后验分布

函数。此时，可将平均风险的分子视为后验分布

的加权，而分母则视为先验分布的加权。上述加

权说明平均风险符合Ｂａｙｅｓ理论，利用先验信息，

并与样本信息进行综合得到后验分布，以此计算

概率值；

２）当鉴定试验方案（狀，犮）确定后，随着装备

不满足指标的概率（即∫
狆１

０
π０（狆犪，犫）ｄ狆）逐渐增

高，平均风险数值会越来越小。图１描述了平均

风险与先验分布函数之间的数值关系。这从工程

上是容易理解的，因为预先已掌握装备以较高概

率不满足指标，所以该装备通过鉴定试验（即接

收）的概率较小，即承担风险较低。

图１　平均风险与先验分布函数的曲线

Ｆｉｇ．１　Ｃｕｒｖｅ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ｉｓｋａｎｄｐｒｉｏ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１３　后验风险

使用方的后验风险是根据鉴定试验结果和判

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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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准则，装备成功率不满足指标但却做出满足（即

接收）的可能性，其定义表达式为

犘（狆＜狆１ 接收）＝∫
狆１

０
犳（狆狔≤犮）ｄ狆＝

∫
狆１

０

犳（狔≤犮狆）π０（狆）

∫
１

０
犳（狔≤犮狆）π０（狆）

ｄ狆＝

∫
狆１熿

燀０
∑
犮

狔＝０

犆狔狀（１－狆）狔狆
狀－
燄

燅

狔π０（狆）ｄ狆

∫
熿

燀

１

０ ∑
犮

狔＝０

犆狔狀（１－狆）狔狆
狀－
燄

燅

狔π０（狆）ｄ狆

（４）

由式（４）可知，后验风险是Ｂａｙｅｓ定理的典型应

用，即利用装备成功率后验分布函数来描述使用

方的风险。基于此，后验风险是容易理解的，该定

义是将先验信息和样本信息进行综合，以此确定

装备成功率不满足指标的概率值。从工程角度，

后验风险揭示的是研制阶段样本量和鉴定阶段样

本量对指标考核的影响。

当先验分布为Ｂｅｔａ分布时，式（４）经整理，可

以进一步表示为

犘（狆＜狆１ 接收）＝
∑
犮

狔＝０

犆狔狀Ｂ（犪＋狀－狔，犫＋狔）∫
狆１

０
π０（狆犪＋狀－狔，犫＋狔）ｄ狆

∑
犮

狔＝０

犆狔狀Ｂ（犪＋狀－狔，犫＋狔）

（５）

　　结合式（５）进一步分析使用方的后验风险：

１）装备成功率的后验分布函数∫
狆１

０
π０（狆犪＋

狀－狔，犫＋狔）ｄ狆与鉴定试验中可能出现的失败数

ｙ有关，此时，后验风险可视为不同鉴定试验结果

后验分布函数的加权，权重分别为

犆狔狀Ｂ（犪＋狀－狔，犫＋狔）

∑
犮

狔＝０

犆狔狀Ｂ（犪＋狀－狔，犫＋狔）
≤１，

狔＝０，１，…，犮 （６）

特别的，当犮＝０时，鉴定试验结果唯一，后验风险

等价于后验分布函数。

图２　后验风险与先验分布函数的曲线

Ｆｉｇ．２　Ｃｕｒｖｅｏｆｐｏｓｔｅｒｒｉｓｋａｎｄｐｒｉｏ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２）当鉴定试验方案（狀，犮）确定后，如果研制

阶段信息表明装备不满足指标的概率较高，此时，

后验风险数值会随之增加。图２给出了后验风险

与先验分布函数的数值曲线。结合Ｂｅｔａ分布的

工程意义，研制阶段装备不满足指标的概率较高

说明研制阶段相关试验量不足，随着概率数值增

加，研制阶段试验量不足程度会随之加剧。在鉴

定试验量一定时，研制阶段试验量不足直接造成

了两者综合后的试验量也不足，无法满足指标考

核的需求。此时，装备一旦通过鉴定，将会承担较

高的风险。

１４　风险比较

两者相同点：①两种风险均关心装备不满足

指标但却接收的概率，反映了使用方的利益：不能

接收不满足指标的装备。这与经典理论风险所关

心的问题一致；②两种风险均符合Ｂａｙｅｓ理论，使

用了先验信息，并利用后验分布函数作为概率计

算的重要环节。

两者不同点：①研究角度不同。平均风险从

装备先验水平入手，将其作为条件，再结合后验信

息确定风险。后验风险则从装备后验水平入手，

将先验和后验信息综合后，依据综合后的信息确

定风险；②对先验信息的依赖程度不同。平均风

险随装备不满足指标的概率增加而降低，后验风

险则随装备不满足指标的概率增加而提高；③工

程解释不同。平均风险解释了装备在研制阶段指

标未达标而“冒然”开展鉴定试验是很难通过的规

律。后验风险则解释了研制阶段和鉴定阶段样本

量互相补充的规律，研制阶段如果各类试验样本

较为充分，则鉴定阶段样本量可以适当减少。

显然，两种风险不同点的产生根本原因在于

两者的研究角度不同，使定义和解析表达式有着

明显的区别。正因为两种风险上述不同，使两者

在装备鉴定试验统计方案中的应用范围有着一定

的区别。此处从装备研制阶段的成功率水平，直

接给出应用范围建议，具体分析详见文中第３节。

１）平均风险。如果研制阶段装备不满足指

标的概率较高，可以利用平均风险。此时，因为鉴

定试验总数相对较低，所以可以尽快给出结论，有

助于降低试验成本和组织实施难度。当然，此情

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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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装备将会以高概率拒收。

２）后验风险。如果研制阶段装备不满足指

标的概率较低，可以利用后验风险。此时，可以充

分利用研制阶段样本量作为补充，减少鉴定试验

总数，能够较好地解决鉴定试验总数有限的问题。

２　最大后验风险模型

２１　基础模型

在Ｂａｙｅｓ理论框架下，本节开展进一步研究，

充分考虑不同试验结果对使用方风险的影响，提

出最大后验风险模型。

Ｂａｙｅｓ理论将关心的未知量作为随机变量，

在先验信息确定后，不同的样本信息会影响随机

变量的概率。对于装备鉴定试验，在试验开始前，

其试验结果有多个，但是试验一旦结束，试验结果

是唯一的。此时，记试验结果为（狀，狔），狀为试验

总数，狔为失败数，利用样本信息，得到其似然函

数为

犔（狆狀，狔）＝犆狔狀狆
狀－狔（１－狆）狔 （７）

　　确定Ｂｅｔａ分布为先验分布，得到装备成功率

的后验密度函数为

π（狆狀，狔）＝π０（狆犪，犫）犔（狆）＝

１

Ｂ（犪＋狀－狔，犫＋狔）
狆
犪＋狀－狔－１（１－狆）

犫＋狔－１ （８）

　　针对该试验结果，使用方关心如果做出接收

判决，装备成功率不满足指标的概率，即

犘（狆＜狆１ 狀，狔）＝∫
狆１

０
π（狆狀，狔）ｄ狆≤β（９）

式中β为规定的使用方风险。

对于预先规定的鉴定试验统计方案（狀，犮），使

用方希望依据该方案可能出现的试验结果均满足

式（９），即使用方承担的后验风险最大值不能大于

规定数值，其表达式满足

ｍａｘ犘（狆＜狆１ 狀，狔），狔＝０，１，…，｛ ｝犮 ＝

ｍａｘ
狔≤犮∫

狆１

０
π（狆狀，狔）ｄ狆≤β （１０）

　　结合上述分析，本文将式（１０）定义为使用方

的最大后验风险。该风险反映了鉴定试验结束

后，使用方所承担的风险，确保在不同试验结果情

况下，使用方接收不合格装备的概率均能满足规

定风险，有效地保证了使用方的利益。

为了获得最大后验风险的显式，利用式（８）进

行分析，能够得到

犘（狆＜狆１ 狀，狔）－犘（狆＜狆１ 狀，狔－１）＝

∫
狆１

０
π（狆狀，狔）ｄ狆－∫

狆１

０
π（狆狀，狔－１）ｄ狆＝

狆
犪＋狀－狔
１ （１－狆１）

犫＋狔－１

（犪＋狀－狔）Ｂ（犪＋狀－狔，犫＋狔）
＞０ （１１）

上式可利用分部积分法获得。这说明随着试验失

败次数的增加，使用方承担的风险逐渐上升，因

此，得到最大后验风险的显式，并简记为犘（狆＜

狆１ 狀，犮），具体满足

ｍａｘ
狔≤犮∫

狆１

０
π（狆狀，狔）ｄ狆＝犘（狆＜狆１ 狀，犮）＝

１

Ｂ（犪＋狀－犮，犫＋犮）∫
狆１

０
狆
犪＋狀－犮－１（１－狆）

犫＋犮－１ｄ狆

（１２）

２２　模型分析

本节对最大后验风险的相关性质进行分析，

包括其单调性、唯一性，并与后验风险、经典统计

风险进行对比，从理论和工程两个角度说明该方

法的特点。

１）基础性质

最大后验风险（公式（１１））是典型的Ｂｅｔａ分

布函数，分布参数由先验分布超参数（犪，犫）和鉴定

试验统计方案（狀，犮）综合确定，即（犪＋狀－犮，犫＋

犮）。Ｂｅｔａ分布函数的性质完全适用于最大后验

风险，如最大后验风险是成功率的单调连续函数。

当犪＋狀－犮和犫＋犮取值不同时，其函数曲线规律

有所不同。比如，犪＋狀－犮＞１、犫＋犮＞１，最大后验

风险的密度函数为上凸函数。不同分布参数条件

下，最大后验风险密度函数示意图如图３所示。

显然，最大后验风险的变化特性与先验信息

有关，这为分析先验信息对鉴定试验统计方案的

影响提供了便利。

进一步分析，利用分部积分法能够证明最大

后验风险是试验总数狀的减函数，即满足

若狀＞狀′，则

犘（狆＜狆１ 狀，犮）＜犘（狆＜狆１ 狀′，犮） （１３）

由此可见，在给定使用方风险β和最大允许失败

数犮的情况下，存在唯一的狀满足不等式（１０），即

试验统计方案唯一。

２）与后验风险对比

从研究思路来看，后验风险与最大后验风险

基本一致，均从装备后验水平进行分析。不同在

于前者关心依据每种试验结果使用方所承担的风

险，并将所有风险进行加权平均后作为标准，而后

者则关心使用方在不同试验结果中承担的最大风

险，并将其作为标准。最大后验风险更强调鉴定

试验样本的作用，确保任一试验结果出现，使用方

风险均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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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最大后验风险的密度函数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ｍａｘｐｏｓｔｅｒｒｉｓｋ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ｅｎｓｉｔ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由后验风险（式（５））可知，由于∫
狆１

０
π０（狆犪＋

狀－犮，犫＋犮）ｄ狆＝犘（狆＜狆１ 狀，犮），且权重均不大

于１，因此，在先验信息相同时，后验风险和最大

后验风险满足下列数值关系

犘（狆＜狆１ 接收）≤犘（狆＜狆１ 狀，犮）（１４）

特殊的，当最大允许故障数犮＝０时，两者等价。

由该不等式可知，最大后验风险相对保守，更能确

保使用方不同试验结果下的利益。综上，由研究

思路和保守性可知，最大后验风险与先验信息的

关系与图２所示规律基本一致。

进一步分析，结合保守性和单调性，能够得到

在相同先验信息下，最大后验风险随成功率变化更

为敏感。此时，为了保证利用方利益，需要增加试

验总数。特别是犪＜犫时（即装备成功率较低时），

试验总数较多。整体来看，最大后验风险确定的鉴

定试验总数多于后验风险确定的鉴定试验总数。

３）与经典统计风险对比

当Ｂｅｔａ分布的超参数取值为犪＝０、犫＝１时，

先验分布为均匀分布（即表示无先验信息可用），

此时，最大后验风险可以表示为

犘（狆＜狆１ 狀，犮）＝

狀！

犮！（狀－犮－１）！∫
狆１

０
狆
狀－犮－１（１－狆）

犮ｄ狆＝

∑
犮

犻＝０

犆犻狀狆
狀－犻
１ （１－狆１）

犻 （１５）

上式与经典统计风险表达式完全一致，这说明在

无先验信息可用的情况下，最大后验风险等价于

经典统计风险，说明其具有较好的适用性。此时，

两种方法确定的试验统计方案相同。

综上所述，最大后验风险具有良好的性质：单

调性、唯一性、保守性和适用性，在确保使用方利

益的前提下，有利于分析先验信息对鉴定试验统

计方案的影响，明确其工程应用范围。

３　数值分析

３１　应用分析

假设某成败型装备成功率要求不低于０．８，

使用方风险不高于０．２。研制阶段，该装备进行

了一定数量的分系统和全系统研制试验，积累了

一定的研制信息。在选取先验分布为Ｂｅｔａ分布

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研制信息，确定先验分布的超

参数为（１０．２，１．９）。此时，装备成功率的估计下

限为０．７６４（置信水平０．８），说明基于研制信息装

备的成功率略低于指标。

已知该装备成功率先验分布超参数和装备指

标要求，利用最大后验风险（式（１１））确定鉴定试

验统计方案（狀，犮），并与利用经典统计风险确定的

方案进行对比，具体见表１。

表１　鉴定试验统计方案

犜犪犫犾犲１　犙狌犪犾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狋犲狊狋狊犮犺犲犿犲

序号

试验总数 最大允许失败数

最大后

验风险

经典统

计风险

最大后

验风险

经典统

计风险

１ ３ ８ ０ ０

２ ９ １４ １ １

３ １５ ２１ ２ ２

４ ２１ ２７ ３ ３

５ ２７ ３３ ４ ４

　　由表１可知，随着最大允许失败数的增加，试

验总数逐渐增加，即如果允许失败数较多，必须进

行更多的试验才能判断装备是否满足指标。进一

步分析，与经典统计方案进行对比，本文方法确定

的试验总数相对较少。这是因为Ｂａｙｅｓ理论综合

了研制信息，增加了信息源，减少了试验总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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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因经费、周期等因素造成试验总数有限的装备，

本文方法具有重要的工程意义。上述规律符合工

程认识，说明本文方法的准确性。

在开展应用分析的基础上，对试验总数与先验

信息的数值关系进行分析。针对本节算例，将先验

分布超参数犫固定不变，调整超参数犪，使Ｂｅｔａ分

布的０．２分位数发生变化，即基于研制信息确定的

装备成功率估计下限。给定最大允许失败次数犮＝

１，利用式（１２），对试验总数狀进行确定，得到０．２

分位数与试验总数的数值变化规律如图４所示。

图４　０．２分位数与试验总数的变化规律

Ｆｉｇ．４　Ｒｕｌｅｏｆ０．２ｑｕａｎｔｉｌｅａｎｄｔｅｓｔｎｕｍｂｅｒ

对图４描述的数值变化规律进行分析：

１）随着０．２分位数逐渐增加，试验总数呈现

出阶梯状下降。０．２分位数增加，说明研制阶段

装备的成功率与指标逐渐接近，此时，定型阶段可

以利用较少的试验总数判断其是否满足指标。由

此可见，当研制信息（先验信息）表明装备成功率

较高时，本文方法能够有效地减少定型阶段的试

验总数。

２）相反，随着０．２分位数逐渐降低，本文方

法确定的试验总数开始接近利用经典统计风险确

定的试验总数（即狀＝１４），并最终大于后者。可

见，在Ｂａｙｅｓ理论框架下，研制信息（先验信息）的

引入并不一定会对试验总数产生积极的作用：当

研制信息表明装备成功率与指标相距较大时，相

对经典统计风险，本文方法会增加定型阶段的试

验总数，做出“惩罚式”的鉴定。显然，该现象与人

们的直观认识较为相符。

基于上述分析，将经典统计方案的试验总数

（即表１中序号２所示）作为标准，可对图４所示

的变化曲线进行划分：犃点为惩罚点，即当先验信

息表明装备成功率低于犃点时，利用本文方法确

定的试验总数会多于标准；犅点为收益点，即当先

验信息表明装备成功率高于犅点时，利用本文方

法确定的试验总数会少于标准。

综上，本文方法确定的试验统计方案符合工

程规律，揭示的试验总数与先验信息关系符合工

程认识，说明了本文方法的合理性和适用性。

３２　对比分析

如前文所述，在Ｂａｙｅｓ理论框架下，平均风

险、后验风险的研究思路有所不同，导致三种风险

与先验信息的变化规律有所不同，从而影响鉴定

试验统计方案制定。本节将平均风险、后验风险

和最大后验风险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说明本文

方法的适用性。

仍以上节算例进行分析，调整超参数犪，获得

不同情况下Ｂｅｔａ分布的０．２分位数，将其作为先

验信息，分别利用三种风险确定试验统计方案，具

体如表２所示。

由于三种风险具有不同的性质，因此，在相同

先验信息条件下，利用三种风险得到的试验统计

方案也有所不同。对表２进行详细分析：

１）在最大允许失败数固定的条件下，随着

０．２分位数数值的下降，最大后验风险和后验风

险确定的试验总数均逐渐增加，且前者试验总数

高于后者。由上文分析可知，最大后验风险较后

验风险更加保守，造成最大后验风险确定的试验

总数更多。特别的，最大允许失败数为零时，两者

完全等价，试验总数相同。

２）在最大允许失败数固定的条件下，随着

０．２分位数数值的下降，平均风险确定的试验总

数逐渐下降。由上文分析可知，平均风险反映的

是先验风险，当研制信息表明装备成功率较低时，

默认其很难通过鉴定试验，因此，利用较少的试验

总数便可以做出是否接收装备的判断。相反，如

果成功率较高，为了消除人们对装备的默认认识，

必须利用较多的试验总数进行判断。

综上，通过分析三种风险确定的试验统计方案

与先验信息的变化规律，说明了各自的适用范围。

从装备研制阶段的成功率水平来看，如果水平较

高，建议优先选用后验风险和最大后验风险，以减

少鉴定阶段的试验数量，且为了更好地保障使用方

利益，可以使用最大后验风险。如果水平较低，建

议优先选用平均风险，以便快速做出判断结论。

在Ｂａｙｅｓ理论框架下，利用后验分布函数，容

易获得装备成功率的区间估计，从而得到成功率

估计下限。针对表２给出的统计方案，给出装备

试验结果为最大允许失败数所对应的成功率估计

下限，具体如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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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先验信息所对应的试验统计方案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犲狊狋狊犮犺犲犿犲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狉犻狅狉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狊

序号 ０．２分位数
最大允许

失败数

试验总数

最大后验风险 后验风险 平均风险

１ ０．８０

０ １ １ ６

１ ７ ２ １１

２ １３ ３ １６

２ ０．７５

０ ３ ３ ５

１ １０ ７ １０

２ １６ １０ １５

３ ０．７０

０ ５ ５ ５

１ １２ ９ １０

２ １８ １３ １４

４ ０．６５

０ ７ ７ ５

１ １３ １１ ９

２ １９ １４ １４

５ ０．６０

０ ８ ８ ４

１ １４ １２ ９

２ ２０ １６ １３

６ ０．５５

０ ９ ９ ４

１ １５ １３ ８

２ ２１ １７ １２

表３　装备成功率估计下限

犜犪犫犾犲３　犈狇狌犻狆犿犲狀狋狊狌犮犮犲狊狊狉犪狋犲犾狅狑犲狉犮狅狀犳犻犱犲狀犮犲犾犻犿犻狋

序号 ０．２分位数 失败数 最大后验风险 后验风险 平均风险

１ ０．８０

０ ０．８１ ０．８１ ０．８６

１ ０．８０ ０．７４ ０．８４

２ ０．８０ ０．６９ ０．８２

２ ０．７５

０ ０．８０ ０．８０ ０．８３

１ ０．８１ ０．７８ ０．８１

２ ０．８０ ０．７５ ０．８０

３ ０．７０

０ ０．８０ ０．８０ ０．８０

１ ０．８１ ０．７７ ０．７９

２ ０．８１ ０．７６ ０．７７

４ ０．６５

０ ０．８１ ０．８１ ０．７８

１ ０．８０ ０．７８ ０．７６

２ ０．８０ ０．７６ ０．７６

５ ０．６０

０ ０．８１ ０．８１ ０．７４

１ ０．８０ ０．７８ ０．７４

２ ０．８０ ０．７７ ０．７３

６ ０．５５

０ ０．８１ ０．８１ ０．７２

１ ０．８０ ０．７８ ０．７１

２ ０．８０ ０．７７ 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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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３可知，从区间估计角度，利用后验风险

和平均风险确定的部分试验统计方案在给出接收

装备判决时，存在成功率估计下限数值低于指标

的情况，即不满足指标要求。进一步分析：

１）最大后验风险。不受０．２分位数和最大

允许失败数变化的影响，估计下限均满足指标。

由式（１２）可知，最大后验风险与区间估计的表达

式完全一致，其确定的试验总数满足区间估计所

需的最低试验总数，故可认为其是区间估计的

推广。

２）后验风险。只有最大允许失败数为零时，

成功率估计下限能够满足指标，且数值与最大后

验风险一致。当最大允许失败数不为零时，成功

率估计下限不满足指标要求，且程度不一。由上

文分析可知，较最大后验风险，后验风险确定的试

验总数相对较少，导致其不满足区间估计所需的

最低试验总数。

３）平均风险。随着０．２分位数数值的下降，

成功率估计下限逐渐降低，与指标的差距越来越

大。这与平均风险的性质密切相关，当先验信息

表明装备成功率较低时，由上文分析可知，确定的

试验总数较少，远小于区间估计所需的试验总数，

导致估计下限较低。

在Ｂａｙｅｓ理论框架下，区间估计和风险准则

均是决策问题，从不同角度解释了试验总数对关

心问题的影响，造成三种风险与区间估计的关系

有所不同。通过与区间估计对比，最大后验风险

确定的试验总数可以满足区间估计所需的试验总

数，建立了Ｂａｙｅｓ理论框架下，风险与估计的联

系［２０］，说明本文方法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４　结　论

１）从试验结果出发，提出了Ｂａｙｅｓ理论框架

下的最大后验风险模型，分析给出了相关性质：单

调性、唯一性、保守性和适用性，并对比解释了其

与后验风险、经典统计风险、区间估计之间的关

系，对上述性质进行了验证，说明该方法能够有效

保障使用方利益。

２）从基础定义出发，解释了平均风险、后验

风险和最大后验风险的研究思路，说明了三种风

险的异同，说明了三种风险对应的工程解释，为准

确理解Ｂａｙｅｓ理论框架下的风险决策原则提供了

有力支撑。

３）从工程应用出发，分析了先验信息与平均

风险、后验风险、最大后验风险的数值关系，揭示

了先验信息对试验统计方案的影响规律，说明了

三种风险的适用范围，进一步验证了最大后验风

险的准确性和合理性。

上述研究结论可视工程实际情况，推广到其

它成败型指标的鉴定试验，如可靠度、检测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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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性碰摩激励作用下薄壁机匣

支撑系统响应机理

韩金昌１，左彦飞２，冯　坤１

（１．北京化工大学 高端机械装备健康监控及自愈化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１０００２９；

２．北京化工大学 发动机健康监控及网络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１０００２９）

摘　　　要：针对发动机薄壁机匣支撑系统在碰摩激励作用下动力学响应复杂，基于机匣振动信号的碰摩故

障特征识别难度大的问题，提出了一种用于故障特征机理分析的数值仿真方法。通过建立薄壁机匣系统的等

效动力学三维实体模型，将碰摩激励进行等效力学简化，利用瞬态动力学方法对周期性碰摩故障进行了数值

仿真。在系统固有特性分析的基础上，对机匣测点在碰摩激励作用下的时域、频域响应特征展开研究，得到了

碰摩故障特征的产生机理。机匣位移振动信号主导频率为系统整体低阶固有频率，加速度振动信号主导频率

为碰摩脉冲激励频率及其倍频，上述结论可作为碰摩故障发生的依据，为故障早期诊断提供参考。

关　键　词：薄壁机匣；碰摩；故障诊断；动力学响应；故障特征

中图分类号：Ｖ２９１．３１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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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韩金昌（１９９６－），男，博士生，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碰摩故障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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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ｕｌ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现代燃气涡轮发动机在设计过程中为了提高

推质比和效率，不断缩小转静件之间的间隙，结果

极易导致叶片与机匣之间发生碰摩故障。而碰摩

故障又常常与转子不平衡、不对中等其他故障耦

合发生，因此发动机一旦发生碰摩故障，在短时间

内很可能造成机匣封严结构损坏或者叶片断裂，

进而导致整机振动增大，发生严重事故［１］。大量

研究表明，转动件与静止件之间的碰摩或者摩擦

是旋转机械失效最基本的模式之一。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转静件之间的碰摩

问题开始得到关注并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在碰摩力模型研究方面，Ｐａｄｏｖａｎ等
［２］于

１９８７年考虑系统不平衡量、叶片刚度、系统阻尼

等因素建立了碰摩力的力学模型。Ｍａ等
［３］考虑

到离心载荷作用、机匣弹性等因素对碰摩力力学

模型进行了修正。赵洋等［４］考虑到了碰摩力在接

触区域的非线性变化，推导出一种新的叶片机匣

碰摩模型，从而使其能够适用于不同的机匣碰摩

情况。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５］通过接触动力学仿真和实验测

试，表明叶片机匣之间的接触力与脉冲力相似。

当前对碰摩力模型已有了较为成熟的研究，并且

针对不同碰摩条件建立了不同的碰摩力模型。

在碰摩故障数值仿真分析方面，马辉等［６］建

立了转子叶片机匣耦合模型，研究了叶尖侵入

量、转速等参数对系统动力学响应的影响。Ｂａ

ｔａｉｌｌｙ等
［７］建立了航空发动机高压压气机单叶片

碰摩的数值仿真分析模型，研究了叶片在碰摩前

后的动力学行为。Ａｒｚｉｎａ
［８］通过建立简单的圆环

模型，利用ＬＳＤＹＮＡ软件对发动机机匣发生椭

圆形变形引起的叶片机匣碰摩非线性问题进行

了动力学仿真分析。刘书国等［９］提出了基于隐

式显式相结合的积分方法，综合考虑低频线性稳

态响应和高频非线性瞬态响应，得到碰摩过程产

生应力波在叶身传导的结论。Ｔｕｒｎｅｒ等
［１０］通过

分析转静件连续撞击情况下的瞬态动力学特性，

确定了叶尖接触力分布和叶片在不同碰摩情况下

的振动形式。当前数值仿真主要针对碰摩导致的

局部振动问题进行研究，如机匣强度分析、叶片振

动衰减分析等，对于结合发动机薄壁机匣结构特

点的动力学分析尚未进行深入研究。

在碰摩故障诊断方面，通过机匣测点振动信

号来诊断碰摩故障或者确定碰摩故障发生位置具

有重要工程实用价值。陈果等［１１］进行单点碰摩

和偏摩实验并提取碰摩状态下的机匣加速度特

征，结果表明机匣振动加速度具有明显周期性冲

击特征，在频谱图上可见叶片通过频率及倍频，并

且在频率两侧出现了以旋转频率为间隔的边频带

族。孙云岭等［１２］利用定子的高频振动信号与角

度定位信号相结合的方法，实现了对碰摩故障发

生位置的定位。Ｈｅ等
［１３］基于板波理论和小波包

带能量分解，在旋转机械实验台上进行了一系列

的碰摩实验，将波束形成方法及其改进方法应用

于转子与定子摩擦定位。

然而，由于燃气涡轮发动机内部运行环境恶

劣、温度极高，一般只能在机匣表面有限位置安装

振动传感器进行信号采集，因此机匣测点振动信

号几乎是判断发动机碰摩故障的唯一依据。目前

国内外学者针对叶片机匣碰摩力模型和碰摩导

致的局部动力学响应问题已有了深入的研究，不

过由于机匣复杂动力特性的影响，基于机匣测点

振动信号的燃气涡轮发动机的微弱碰摩故障特征

识别与诊断难度依然很大，机匣测点碰摩故障特

征产生机理尚需结合发动机薄壁机匣支撑系统薄

壁结构特征和振动特性进行深入研究。

为此，本文利用数值仿真分析方法，建立了薄

壁机匣支撑结构的等效动力学模型，将碰摩激励

进行等效力学简化，并施加在机匣碰摩位置，结合

发动机机匣测点振动信号时频响应，分析碰摩激

励与薄壁机匣支撑系统固有特性之间的关系，为

研究薄壁机匣支撑系统的动力学响应规律以及基

于机匣测点振动信号的碰摩故障特征提取提供

参考。

１　发动机薄壁机匣支撑系统结构

特点与动力学特性

１１　薄壁机匣结构特点及等效动力学模型

发动机机匣支撑系统作为发动机骨架，其主

体为薄壁回转体结构，由风扇机匣、压气机机匣、

中介机匣、燃烧室机匣、涡轮机匣等多段薄壁圆筒

形壳体轴向分段装配而成，结构十分复杂。文献

［１４］建立了发动机高保真机匣模型，若利用该模

８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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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直接进行有限元分析，一方面会造成求解困难、

求解时间长，降低分析效率；另一方面在结果分析

时会受到机匣结构复杂性的干扰，增加分析难度。

为此，本文首先建立了与发动机高保真机匣具有

动力学相似性的简化机匣模型进行数值仿真

分析。

根据动力学相似性相关原理［１５］，并结合机匣

结构特点、承力方式以及安装方式，对薄壁机匣复

杂支撑系统及边界条件进行合理简化：

１）简化机匣结构与真实机匣支撑系统的径

向尺寸、轴向尺寸以及机匣厚度尺寸相当，忽略静

子叶片与机匣局部细节特征；

２）内外机匣采用两个内径不变的圆筒代替；

３）保留风扇机匣、中介机匣和涡轮机匣支板

作为承力框架；

４）在简化机匣相应位置同样建立主安装节

和辅助安装节。

简化机匣模型各组成部分及主安装节、辅助

安装节如图１所示。

图１　简化机匣支撑系统几何模型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ｏｄａｌｏｆ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ｃａｓｉｎｇ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ｙｓｔｅｍ

　　利用有限元法对结构进行离散，建立了薄壁

机匣支撑系统有限元模型，各安装节约束情况如

图２所示。利用ＡＮＳＹＳ软件对简化机匣动力学

模型进行模态分析。

图２　薄壁机匣支撑系统动力学模型及约束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ａ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ｔｈｉｎｗａｌｌｅｄｃａｓｉｎｇ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ｙｓｔｅｍ

表１对简化机匣模型与高保真机匣模型的

部分模态计算结果进行了对比，两者具有良好

的对应性。说明简化机匣在动力学特性上与高

保真发动机机匣具有一定相似性，能够较好地

反映原结构的振动特性，可以利用简化机匣模

型来再现原型的典型碰摩故障特征，表中犳ｎ 为

固有频率。

１２　激振点单位脉冲激励下测振点响应特性分析

发动机薄壁机匣支撑系统在约束状态下，由

碰摩位置至机匣表面测点的频响函数及相应的模

态特性是系统的固有属性。对于瞬态振动而言，

系统频响函数定义为单位脉冲激励下测点响应的

傅里叶变换与脉冲激励的傅里叶变换之比：

犎（ω）＝
犡（ω）

犉（ω）
（１）

式中犎（ω）为频响函数，犉（ω）和犡（ω）分别为测

点响应和脉冲激励的傅里叶变换。

根据测点响应输出结果不同，式（１）可以分为

位移频响函数和加速度频响函数，位移频响函数和

加速度频响函数分别反映了系统在低频和中高频

段的固有属性。在高压压气机静子机匣内部节点

同时施加法向单位脉冲激励和切向单位脉冲激励，

对系统固有特性进行分析，如图３中红色箭头所示。

结合单位脉冲下机匣测点响应结果，由式（１）

分别求得了激振点测振点位移频响函数（０～２５０

Ｈｚ）和加速度频响函数（０～６０００Ｈｚ）。频响函数和

文中第１．１节模态分析结果对应关系如图４和图５

所示，图中犳为频率。图４中峰值频率主要对应机

匣系统的低阶俯仰、弯曲等整体振型的固有频率。

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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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中的峰值频率主要对应高阶复杂整体振型的 固有频率。

表１　高保真机匣与简化机匣振型和固有频率对比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狏犻犫狉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犪狀犱狀犪狋狌狉犪犾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犫犲狋狑犲犲狀犺犻犵犺犳犻犱犲犾犻狋狔犮犪狊犻狀犵犪狀犱狊犻犿狆犾犻犳犻犲犱犮犪狊犻狀犵

阶数 振型描述
模态振型图和固有频率对比

高保真机匣 简化机匣

１ 水平偏摆

犳ｎ＝８．２Ｈｚ 犳ｎ＝９．８Ｈｚ

２ 轴向振动

犳ｎ＝４２．７Ｈｚ 犳ｎ＝５５．８Ｈｚ

３
风扇支板与内环扭转

振动（局部振型）

犳ｎ＝１０３．９Ｈｚ 犳ｎ＝９８．１Ｈｚ

图３　单位脉冲激励及机匣测点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ｕｎｉｔｐｕｌｓｅ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ｓ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图４　位移频响函数与机匣振型对应关系

Ｆｉｇ．４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ｃ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ｓ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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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加速度频响函数与机匣振型对应关系

Ｆｉｇ．５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ｃ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ｓ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

２　转子机匣周期性碰摩激励特性

与模拟

　　发动机压气机机匣主要零部件材料为钛合金

和耐热合金，由于加工生产组织不合理、运行环境

恶劣等原因，在发动机正常运行过程中容易产生

变形。

如图６所示，假定压气机机匣产生局部变形，

高速旋转的叶片与变形机匣直接接触，在法向上

产生碰撞力，在切向产生摩擦力。

本文以机匣单点转子全周碰摩故障为例，对

周期碰摩激励下薄壁机匣动力学响应机理进行分

析，即每个叶片转过时，都会和机匣变形部位发生

接触碰摩。针对周期性碰摩故障，参考文献［１６］

提到的碰摩力模型，分别建立了法向碰撞力和切

向摩擦力表达式来描述转静件间的行为。

图６　叶片机匣单点碰摩故障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ｂｌａｄｅｃａｓｉｎｇ

ｓｉｎｇｌｅｐｏｉｎｔｒｕｂｂｉｎｇ

１）法向碰撞力模型

不考虑法向阻尼，最常用的线性法向碰撞力

模型

犉ｎ＝犽犱 （２）

式中犽表示碰摩面的刚度系数，犱表示转子和定

子在碰摩接触面的接触变形大小。当叶片与机匣

接触最大时，碰摩力最大。

２）切向摩擦力模型

切向摩擦力采用库仑摩擦力模型：

犉ｔ＝μ犉ｎ （３）

式中μ为摩擦因数，犉ｔ 为法向碰摩力。本文中

μ＝０．３。

很多学者通过实验测试和接触动力学仿真方

法获得了叶片机匣局部接触碰摩力数据，通过分

析发现叶片机匣单点或者局部碰摩的接触力类

似于周期性脉冲力，因此提出了基于脉冲力模型

的碰摩故障模拟方法［１７１８］。Ｓｉｎｈａ提出了半正弦

脉冲、矩形脉冲和锯齿形脉冲三种简化表达形

式［１９］。目前大多数文献均把碰摩脉冲函数描述

为图７所示的半正弦波形脉冲。

图７　半正弦碰摩脉冲

Ｆｉｇ．７　Ｈａｌｆｓｉｎｅｒｕｂｐｕｌｓｅ

实际上，由于转子转速极高，碰摩时间极短，

半正弦波形脉冲即近似于三角脉冲，所以本文在

数值仿真分析时用三角形脉冲来代替叶片机匣

碰摩激励，如图８所示。

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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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法向碰撞力三角脉冲载荷示意图

Ｆｉｇ．８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ｆｏｒｃｅ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ｐｕｌｓｅｌｏａｄ

假定机匣全周只有一处发生变形：

时间狋∈［狋０，狋１］，无叶片与机匣变形位置接

触，机匣无碰摩载荷作用；

时间狋∈［狋１，狋２］，叶片与机匣变形位置开始接

触，碰摩力由０Ｎ迅速增大至最大值；

时间狋∈［狋２，狋３］，碰摩力达最大值后，叶片迅

速脱离机匣变形位置直至完全脱离，碰摩力由最

大值迅速减小为０Ｎ。

假定第１个叶片与机匣变形位置接触后，机

匣变形程度不发生变化，接着第２个叶片、第３个

叶片……，依次与机匣变形位置发生碰摩，则机匣

受到完全相同的周期性碰摩载荷，如图９所示，切

向摩擦力（犉ｔ）与法向碰撞力（犉ｎ）同时产生和消失。

图９　周期性碰摩激励示意图

Ｆｉｇ．９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ｒｕｂｂｉｎｇ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对周期性三角脉冲碰摩激励进行谐波分析，

其激励频谱如图１０所示，即周期性脉冲碰摩激励

可以看作一系列碰摩脉冲激励频率犳ｒ 及其整数

倍频成分的叠加，且各阶激励幅值逐渐减小。故

周期性碰摩激励可以写为

犉（狋）＝∑
∞

狀＝１

犉狀ｅ
ｉ狀ω１狋，狀＝１，２，３，… （４）

式中狀为正整数，犉狀 表示各整数倍频激励的幅

值，且犉１＞犉２＞犉３＞…；ω１＝２π犳ｒ表示简谐激励

角频率。

图１０　周期性碰摩激励频谱

Ｆｉｇ．１０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ｒｕｂｂｉｎｇ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３　周期碰摩激励下薄壁机匣支撑

系统的响应机理分析

　　利用 ＡＮＳＹＳ瞬态动力学方法，在高压压气

机机匣内部节点施加图９所示的周期性碰摩激

励，模拟发动机因高压压气机机匣出现局部变形

导致的周期性碰摩故障，碰摩力施加位置与图３

单位脉冲激励施加位置相同。假设转子转速为

１５００ｒ／ｍｉｎ（２５Ｈｚ），机匣变形位置处对应的某级

高压转子有３２个叶片，所以碰摩脉冲激励频率

犳ｒ＝２５×３２＝８００Ｈｚ，即叶片通过频率。

本节在碰摩故障激励特性与双层薄壁机匣支

撑系统固有特性分析的基础上，对薄壁机匣支撑

结构在碰摩故障激励下测点响应机理及特征进行

了分析。

３１　碰摩激励下机匣测点位移振动特征分析

提取测点位移时域振动信号并进行频谱分

析，如图１１和图１２所示。从时域波形图看，测点

振动信号表现出复杂的周期性冲击响应特征；从

位移频谱（０～２５０Ｈｚ）分析，薄壁机匣支撑系统在

周期性脉冲激励作用下以系统低阶固有频率进行

振动。

图１１　周期性碰摩脉冲激励下位移时域响应

Ｆｉｇ．１１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ｕｎｄｅｒ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ｒｕｂｂｉｎｇｐｕｌｓｅ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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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周期性碰摩脉冲激励下位移振动频谱

Ｆｉｇ．１２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ｕｎｄｅｒ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ｒｕｂｂｉｎｇｐｕｌｓｅ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由图１２分析，测点在周期碰摩脉冲激励下的

振动以低阶固有频率１０Ｈｚ和１３４Ｈｚ为主。１０

Ｈｚ对应了机匣的整体横向摆动，１３４Ｈｚ对应了

机匣的横向弯曲振动。这主要是由于叶片与机匣

碰摩时，两者之间除产生法向碰撞力之外，还产生

了较大的切向摩擦力，其与机匣横向偏摆和横向

弯曲方向一致，如图１３所示，图中红色箭头表示

切向摩擦力方向。测点位移频谱中除１０、１３４Ｈｚ

之外，其他频率成分主要对应的是机匣挤压运动

振型、俯仰振型。

图１３　机匣振型与切向摩擦力对应关系

Ｆｉｇ．１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ｓ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

ａｎｄｔａｎｇｅｎｔｉａｌ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ｅ

３２　碰摩激励下机匣测点加速度振动特征分析

对测点加速度振动信号进行时频分析，如图

１４和图１５所示。机匣测点加速度振动响应在时

域上也表现出复杂的周期性冲击响应特征，频域

上响应峰值频率均为周期性激励频率及其整数倍

频成分，但是其响应幅值并没有像图１０激励频谱

中各阶幅值一样表现出“逐阶递减”的规律。

根据文中第２节的分析，对周期性碰摩激励

图１４　周期性碰摩脉冲激励下加速度时域响应

Ｆｉｇ．１４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ｕｎｄｅｒ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ｒｕｂｂｉｎｇｐｕｌｓｅ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图１５　周期性碰摩脉冲激励下加速度振动频谱

Ｆｉｇ．１５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ｕｎｄｅｒ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ｒｕｂｂｉｎｇｐｕｌｓｅ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通过谐波分析，可以分解为一系列激励频率及其

整数倍频率的简谐激励的叠加。首先求得单一频

率简谐激励下的系统响应，然后根据线性系统的

叠加原理，将各频率下系统的响应逐一叠加，即可

得到系统对周期激励总的振动响应［２０］。

结合式（４）周期性碰摩激励分析表达式，得到

周期碰摩激励作用下基于三维实体有限元模型建

立的双层薄壁机匣支撑系统的动力学方程：

犕̈狓＋犆狓＋犓狓＝∑
∞

狀＝１

犉狀ｅ
ｉ狀ω１狋 （５）

式中犕、犆、犓 分别为物理坐标下系统的质量矩

阵、阻尼矩阵、刚度矩阵；狓为物理坐标向量。

将式（５）物理坐标下系统的动力学表达转换

为主坐标下的动力学方程，接着转换为各主自由

度下的动力学方程，然后线性叠加各阶简谐激励

的响应，得到系统在主坐标下的稳态响应，最后还

原到物理坐标，得到了物理坐标下薄壁机匣支撑

系统在周期性碰摩脉冲激励下的响应表达式［２１］：

狓＝∑
∞

犼＝１


（犼）

∑
∞

狀＝１


（犼）
Ｔ

犉ｐ狀

犽ｐ犼
·１

β犼
ｅｉ狀ω１狋 （６）

β犼 ＝
１

［１－（狀狊犼）
２］２＋（２ξ犼狊犼）槡

２
（７）

式中β犼成为振幅放大因子；
（犼）为系统第犼阶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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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狊犼为激励频率与系统第犼阶固有频率之比，

狊犼＝
ω１

ω犼
；ξ犼＝

犮ｐ犼
２犿ｐ犼ω犼

为第犼阶振型阻尼比，犿ｐ犼、犮ｐ犼、

犽ｐ犼分别为第犼阶振型对应主坐标下系统的主质

量、主阻尼和主刚度，犉ｐ狀为主坐标下不同频率激

励幅值。

进一步，图１６将激励频谱、激励点测振点加

速度频响函数、测点加速度振动响应频谱进行对

比。式（７）说明系统的总振动响应由激励频率、激

励作用方式（位置和方向）、系统固有频率决定。

激励的作用方式与系统固有属性之间的关系可以

由系统激振点测振点的频响函数决定；激励频率

和系统固有频率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各倍频激励下

的振幅放大因子。

　　结合图１６和式（７），尽管１６００、２４００Ｈｚ和

３２００Ｈｚ均为８００Ｈｚ整数倍频，但是测点加速度

响应频谱２４００Ｈｚ处没有响应幅值，这是由于频

响函数在２４００Ｈｚ处无响应幅值，而在１６００、

３２００Ｈｚ附近存在响应幅值，如图中实线框标注；

再者，频响函数在１２２１、１９７３Ｈｚ响应峰值较大，

但是由于它们不是８００Ｈｚ的整数倍，所以测点振

动响应中无１２２１Ｈｚ和１９７３Ｈｚ振动成分，如图

中红色虚线框标注。

综上，只有激励点测振点频响函数在碰摩脉

冲激励频率及其整数倍频率附近有较大响应峰值

时，测点响应频谱中在对应倍频位置处才会出现

较大响应峰值，即该倍频成分振动对测点总振动

响应贡献较大，这与参考文献［２１］所得结论一致。

图１６　周期性碰摩激励频谱、激振点测振点加速度频响函数、测振点响应频谱对应关系

Ｆｉｇ．１６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ｒｕｂｂｉｎｇ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ｃ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ｐｏｉｎ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ｐｏｉｎｔ

４　结　论

本文从薄壁机匣支撑系统发生碰摩故障时的

动力学响应规律和基于机匣测点振动信号的碰摩

故障特征提取出发，利用数值仿真分析方法，建立

了简化的三维实体有限元模型，进一步结合机匣

系统固有属性、碰摩激励特点，对机匣测点的位移

和加速度振动响应进行时频分析，得到了薄壁机

匣支撑系统在周期性碰摩激励作用下的位移振动

信号、加速度振动信号响应规律。主要结论如下：

１）机匣位移振动信号频域主导频率为系统

整体低阶固有频率，说明周期性碰摩激励引起了

结构的低频振动响应，最大响应峰值频率对应了

系统的横向弯曲振动，其他频率对应振型为机匣

挤压运动以及机匣俯仰模态等。

２）机匣加速度振动信号频域主导频率为周

期性激励频率及其整数倍频，当激励点测振点加

速度频响函数在叶片通过频率或其倍频处有较大

峰值响应时，则该倍频对应响应幅值出现调幅放

大现象，对测点总振动响应有较大的贡献。

３）工程应用上可对机匣测点振动信号进行

时频分析，当加速度频谱中叶片通过频率及其整

数倍频处响应幅值较大，且位移频谱结构固有频

率明显增大，可作为判断发生碰摩故障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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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ＧＢｉｎｂｉｎ，ＺＵＯＹａｎｆｅｉ，ＷＡＮＧ 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Ｔｈｉｎｗａｌｌｅ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ｏｆ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ａｒ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ｈｏｃｋ，２０２０，３９（２）：７２７８，９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编辑：陈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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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压缩网格方法提高旋转声源定位计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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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网格方法，对经典时域旋转声源波束形成（ＲＯＳＩ）算法进行优化加速。实验结果表明：两种压缩网格方法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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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旋转噪声污染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

注。从风扇噪声、风力机噪声到航空发动机噪声，

可以说旋转噪声问题正在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

面面。为更充分地了解旋转噪声产生的机理从而

实现更好的降噪设计，对旋转噪声源的准确识别

定位就显得格外重要［１２］。基于相控麦克风阵列

（下文简称为麦克风阵列）的旋转波束形成方法可

以准确识别旋转声源，为旋转声源降噪设计提供

思路［３］。目前主要有两类基于麦克风阵列的旋转

波束形成方法，分别是：时域旋转声源波束形成方

法和频域旋转声源波束形成方法［３４］。频域旋转

声源波束形成方法的主要思路是通过构建一个与

旋转声源同轴同速度旋转的虚拟麦克风阵列来实

现旋转声源定位［５８］。频域旋转声源波束形成方

法对麦克风阵列的类型和位置要求较高。一般需

要环形麦克风阵列［９］，并且麦克风阵列的中心轴

需要与旋转声源的旋转轴相重合。因此本文主要

围绕时域旋转声源波束形成方法展开。

２００１年荷兰国家航空航天实验室（ＮＬＲ）Ｓｉ

ｊｔｓｍａ等人
［１０］提出了时域旋转声源波束形成方

法：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ｓｏｕｒｃ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ＲＯＳＩ）算法，并成功

用于旋转的蜂鸣器噪声辐射源、风力机叶片噪声

辐射源［１１］和直升机螺旋桨噪声辐射源的识别定

位。２０１２年 Ｍｉｎｃｋ等人
［１２］利用ＲＯＳＩ算法成功

识别了旋转风扇叶片主要噪声辐射源。为了提高

ＲＯＳＩ算法声源定位结果的空间分辨率，Ｄｅｂｒｏｕ

ｗｅｒｅ等人
［１３］成功将反卷积过程［１４１５］引入 ＲＯＳＩ

算法。目前为止，ＲＯＳＩ算法是最为广泛使用的

时域旋转声源波束形成方法。

但是利用ＲＯＳＩ算法进行旋转声源定位时耗

时巨大。为了让ＲＯＳＩ算法在实际的工程应用发

挥更大的作用，对ＲＯＳＩ算法的优化加速就显得

必不可少。

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马威等人［１６１９］利用压

缩网格方法成功提高了麦克风阵列声源定位中反

卷积算法的计算效率。压缩网格方法的总体思路

为去除麦克风阵列扫描面（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ｐｌａｎｅ）上的

“冗余点”，从而获得新的扫描面，以此提高声源定

位算法的计算效率。

本文通过压缩网格方法来提高时域旋转声源

波束形成方法ＲＯＳＩ算法的计算效率。文中提出

了两种压缩网格方法：基于传统波束形成的ＣＧ２

压缩网格方法和基于小样本数据的ＣＧ４压缩网

格方法，并且通过小型螺旋桨旋转声源定位实验

对两种压缩网格方法的加速效果进行了验证。本

文的总体框架为：首先介绍了时域旋转声源波束

形成方法，然后梳理了两种压缩网格方法的算法

理论，接着介绍了小型螺旋桨旋转声源定位实验

准备，最后对实验结果进行了讨论分析。

１　时域旋转声源波束形成方法

图１为利用基于麦克风阵列的旋转波束形成

方法进行旋转声源定位的示意图。图中平面麦克

风阵列包含麦克风数目为犕，每一个固定的麦克

风位置坐标为狓犿＝（狉狓犿，φ狓犿，θ狓犿），其中犿＝１，２，

３，…，犕。麦克风阵列扫描面与麦克风阵列平面

平行，距离为狕０。笛卡儿坐标系的坐标原点犗位

于麦克风阵列平面与旋转声源旋转轴的交点，狓

狔平面与麦克风阵列平面重合，狕轴垂直麦克风

阵列平面，指向扫描面。旋转声源位于扫描面上，

以角速度Ω逆时针方向旋转（以麦克风平面为观

测点）。扫描面总共包含犛个网格点，每一个网

格点的位置坐标为狔狊＝（狉狔狊，φ狔狊，θ狔狊），其中狊＝１，

２，３，…，犛。

图１　基于麦克风阵列的旋转声源定位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ｍｉｃｒｏｐｈｏｎｅａｒｒａｙｆｏｒｒｏｔａｔｉｎｇ

ｓｏｕｎｄｓｏｕｒｃ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ＯＳＩ算法的输出犫ｒｏｓｉ可以表示为

犫ｒｏｓｉ（狊，ω０）＝
１

犕∑
犕

犿＝１

狇（犿，狊，ω０）
２

（１）

其中狊＝１，…，犛，ω０＝２π犳０，犳０ 为声音信号频率。

狇（犿，狊，ω０）为麦克风阵列中第犿 个麦克风在ω０

的条件下获得的扫描面中第狊个网格点处的频域

声强。如式（２）所示，狇（犿，狊，ω０）通过离散傅里叶

变换（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得到。

狇（犿，狊，ω０）＝
１

犖∑

τ犖

τｅ＝τ１

珘狇（犿，狊，τｅ）ｅ
－ｉω０τｅ （２）

其中τｅ为声音信号的发射时间，珘狇（犿，狊，τｅ）为麦

克风阵列中第犿个麦克风在τｅ 时刻获得的扫描

面中第狊个网格点处的时域声强。珘狇（犿，狊，τｅ）通

过式（３）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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珘狇（犿，狊，τｅ）＝
珟狆［犿，τａ（犿，狊，τｅ）］

犜［犿，τａ（犿，狊，τｅ），狊，τｅ］
（３）

犜［犿，τａ（犿，狊，τｅ），狊，τｅ］＝
１

４π犮［τａ（犿，狊，τｅ）－τｅ］－
１

犮
·ｄ狔狊

（τｅ）

ｄ狋
·［狓犿 －狔狊（τｅ｛ ｝）］

（４）

τａ（犿，狊，τｅ）＝
狓犿 －狔狊（τｅ）

犮
＋τｅ （５）

式（３）～式（５）中犮为声速，τａ（犿，狊，τｅ）为扫描面

中第狊个网格点在τｅ 时刻发出的声音信号被阵

列中第犿个麦克风接受时刻。珟狆［犿，τａ（犿，狊，τｅ）］

是通过对珟狆（犿，τ狀）进行线性插值获得的，其中狀

为采样次数索引，狀＝１，２，３，…，犖，珘狆（犿，τ狀）为阵列

中第犿个麦克风在τ狀 时刻采样得到的时域声压。

为了消除麦克风自噪声（ｓｅｌｆｎｏｉｓｅ）对实验结

果的影响，同时提高输出结果的动态分辨率，式

（１）的波束形成结果可以写成式（６）形式
［２０］。

犫ｒｏｓｉ（狊，ω０）＝
１

犕（犕－１
（） ∑

犕

犿＝１

狇（犿，狊，ω０）
２

－

∑
犕

犿＝１

狇（犿，狊，ω０） ）２ （６）

２　压缩网格方法

２１　基于传统波束形成的犆犌２压缩网格方法

为了提高 ＲＯＳＩ算法的计算效率，在使用

ＲＯＳＩ算法进行旋转声源定位之前，可以先利用

传统波束形成方法（ＣＢ）算法进行旋转声源定位。

但是由于严重的多普勒效应存在，ＣＢ无法对旋转

声源进行准确定位识别，从ＣＢ的定位结果来看，

旋转声源的整个旋转圆周上都存在疑似声源。

在移除交叉互谱矩阵（ＣＳＭ）中的对角线元

素后，ＣＢ的输出结果为

犫ｃｂ＝
犲Ｈ犆ｄｉａｇ＝０犲

犲 ４
－∑

犕

犿＝１

犲犿
４

（７）

其中犲为导向矢量；犲犿 为导向矢量中的第犿 个元

素，犲犿 的物理意义为声音从扫描面的某一网格点

传递到第犿 个麦克风的传播函数
［２１］；犆为交叉互

谱矩阵；［　］ｄｉａｇ＝０表示将原矩阵中对角线元素全

部归零。

ＣＢ得到的波束形成结果犫ｃｂ中通常存在许多

网格点上的犫ｃｂ值极其小甚至无限接近于零。这

些网格点的出现在物理上可以解释为这些网格点

上的噪声水平相当低，并且大概率是由背景噪声

的存在引起的，因此这些网格点可以视作“冗余

点”。在后续利用ＲＯＳＩ算法进行旋转声源定位

时，可以不把这些网格点考虑在内。

在ＣＧ２压缩网格方法中，只需要考虑ＣＢ输

出结果犫ｃｂ满足式（８）的计算网格点，这些网格点

组成新的扫描面，供后续ＲＯＳＩ算法使用。

犫ｃｂ≥φ （８）

式中φ为阈值，设定阈值应小于等于设定的动态

范围对应的声压强平方范围的下限。

本文将使用经过 ＣＧ２方法压缩后的 ＲＯＳＩ

算法标记为ＲＯＳＩＣＧ２算法，具体流程如下：

１）根据式（７）利用ＣＢ进行旋转声源定位；

２）通过只保留原有计算网格中满足式（８）的

网格点获得经过ＣＧ２方法压缩后的扫描面；

３）根据式（６）利用ＲＯＳＩ算法在经过ＣＧ２方

法压缩后的扫描面上进行旋转声源定位。

２２　基于小样本数据的犆犌４压缩网格方法

在真实的实验或者工业应用中，由于转速不

稳定，信噪比较低等实际因素的存在，在利用麦克

风阵列进行旋转声源定位时，麦克风阵列的采样

时间一般较长，获得的采样数据量也十分庞大。

基于小样本数据的ＣＧ４压缩网格方法的主要思

路为：首先利用ＲＯＳＩ算法根据式（６）处理少量采

样数据，比如当旋转声源旋转若干圈时，麦克风阵

列获得的采样数据，从而获得经过ＣＧ４方法压缩

后的计算网格。本文将利用ＲＯＳＩ算法处理少量

采样数据的过程标记为ＲＯＳＩＰｒｅ。

由于使用数据量较小，ＲＯＳＩＰｒｅ的输出结果

空间分辨率较低，声源定位效果不理想。ＲＯＳＩ

Ｐｒｅ的输出结果犫ｒｏｓｉ中同样存在着大量网格点上

的犫ｒｏｓｉ的值极其小甚至无限接近于零。这些网格

点同样可以被视为“冗余点”。和ＣＧ２方法一样，

在后续利用ＲＯＳＩ算法进行旋转声源定位时，可

以不把这些网格点考虑在内。

在ＣＧ４压缩网格方法中，只需要考虑ＲＯＳＩ

Ｐｒｅ输出结果犫ｒｏｓｉ满足式（９）的计算网格点，这些

网格点组成新的扫描面，供后续ＲＯＳＩ算法使用。

犫ｒｏｓｉ≥φ （９）

设定阈值φ应小于等于设定的动态范围对应的声

压强平方范围的下限。

本文将使用经过 ＣＧ４方法压缩后的 ＲＯＳ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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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标记为ＲＯＳＩＣＧ４算法，具体流程如下：

１）根据式（６）利用ＲＯＳＩ算法处理少量采样

数据，该过程标记为ＲＯＳＩＰｒｅ。

２）通过只保留原有计算网格中满足式（９）的

网格点获得经过ＣＧ４方法压缩后的扫描面。

３）根据式（６）利用ＲＯＳＩ算法在经过ＣＧ４方

法压缩后的扫描面上进行旋转声源定位。

文中定义压缩比σ为

σ＝犛／珟犛 （１０）

其中珟犛为经过ＣＧ２或者ＣＧ４方法压缩后的网格

点数目。计算效率的提升λ为

λ＝
犜ｏｒｉｇｉｎａｌ－犜ｃｇ

犜ｃｇ
（１１）

其中犜ｏｒｉｇｉｎａｌ为ＲＯＳＩ使用原始计算网格进行旋转

声源定位所需时间，犜ｃｇ为ＲＯＳＩＣＧ２或者ＲＯＳＩ

ＣＧ４算法进行旋转声源定位所需时间。

３　实验介绍

本实验是在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发动机研究院

半消声实验室（ｓｅｍｉａｎｅｃｈｏｉｃｒｏｏｍ）中完成的。

如图２所示，实验对象为直径为１．０ｍ的小型螺

旋桨，该螺旋桨由伺服电动机驱动，以１０００ｒ／ｍｉｎ

的恒定转速顺时针方向旋转（以麦克风阵列平面

为观测点）。如图３所示，本次实验采用由３９颗

麦克风传感器组成的螺旋形麦克风阵列，其中阵

列Ⅰ位于狕＝０ｍ 平面，阵列中心坐标为（０ｍ，

０ｍ，０ｍ），麦克风阵列平面与扫描面平行，麦克风

阵列中心轴与螺旋桨旋转轴重合。阵列Ⅱ位于

狓＝０．８ｍ 平面，阵列中心坐标为（０．８ｍ，０ｍ，

０ｍ），麦克风阵列平面与扫描面垂直，麦克风阵列

中心轴与螺旋桨旋转轴垂直并相交。扫描面中单

一计算网格点的尺寸为１ｃｍ×１ｃｍ。本次实验数

据采样时间设定为１０ｓ，数据采样频率设定为

２５．６ｋＨｚ，离散傅里叶变换中采用 Ｈａｎｎ窗，分块

图２　实验现场图

Ｆｉｇ．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ｔｕｐ

图３　麦克风阵列与扫描面的相对位置关系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ｐｈｏｎｅ

ａｒｒａ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ｐｌａｎｅ

数据长度设定为１０２４，重叠度为５０％。声源定位

频率设定为２．７ｋＨｚ。在本文中声压级（ＳＰＬ，记

为犔ｓｐ，单位：ｄＢ）的计算公式为犔ｓｐ＝１０ｌｇ（狆／狆
２
ｒｅｆ），

其中狆为各算法计算所得的声压，狆ｒｅｆ为参考声压，

狆ｒｅｆ的值设定为２×１０
－５Ｐａ

［１］，本次研究声源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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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态范围统一设定为５．０ｄＢ。在ＲＯＳＩＰｒｅ过

程中使用的小样本数据定量为螺旋桨旋转四圈时

间里，麦克风阵列采集到的数据。

４　实验结果

４１　阵列Ⅰ条件下实验结果

图４给出了在声源定位频率为２．７ｋＨｚ、阵

列Ⅰ条件下，不同算法的波束形成结果。图中由

点划线构成的黑色圆环表示螺旋桨旋转轨迹。图

４（ａ）为 ＲＯＳＩ算法采用原始网格的声源定位结

果，从图中可以看出旋转螺旋桨噪声源辐射中心

位于螺旋桨两端。图４（ｂ）为ＣＢ算法的声源定位

结果，可以看出ＣＢ无法进行准确的旋转声源定

位，在整个声源旋转轨迹上均有疑似声源的出现，

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是因为严重的多普勒效应存

在。图４（ｃ）为利用ＣＧ２方法进行网格压缩后的

结果，图中黑点所在的网格点即是根据式（８）保留

下来的计算网格点，这些网格点构成了新的扫描

面。ＣＧ２方法的网格压缩比为１．８。图４（ｄ）为

ＲＯＳＩＣＧ２算法的声源定位结果，将其和图４（ａ）

相比较，可以发现ＲＯＳＩＣＧ２算法不仅可以成功

识别旋转螺旋桨噪声辐射中心，同时还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声源定位结果的空间分辨率。图４（ｅ）是

ＲＯＳＩＰｒｅ算法的声源定位结果，与图４（ａ）中ＲＯＳＩ

算法的声源定位结果相比，发现ＲＯＳＩＰｒｅ算法得

到的声源定位结果空间分辨率较低，这是由于ＲＯ

ＳＩＰｒｅ过程使用的样本数据量过小导致的。图４（ｆ）

为利用ＣＧ４方法进行网格压缩的结果，与图４（ｃ）

相同，图中黑点所在的网格点即是根据式（９）保留

下来的计算网格点，这些网格点构成了新的扫描

面。ＣＧ４方法的网格压缩比为１０．３。图４（ｇ）为

ＲＯＳＩＣＧ４算法的旋转声源定位结果。与ＲＯＳＩ和

ＲＯＳＩＣＧ２算法一样，ＲＯＳＩＣＧ４算法成功识别了

旋转螺旋桨噪声辐射中心，同时与ＲＯＳＩ算法的结

果相比，空间分辨率也有所提高。

表１给出了在阵列Ⅰ条件下，不同算法的计算

时间。ＲＯＳＩ算法采用原始计算网格完成此次旋转

声源定位耗时２１１５３．０ｓ。ＲＯＳＩＣＧ２算法完成此

次旋转声源定位共耗时８６５８．７ｓ，其中ＣＢ算法过

程耗时４．５ｓ，ＣＧ２算法过程耗时１．１ｓ，ＲＯＳＩ算法

过程耗时８６５３．１ｓ。ＲＯＳＩＣＧ４算法完成此次旋转

声源定位共耗时１１３４．２ｓ，其中ＲＯＳＩＰｒｅ算法过程

耗时４１７．８ｓ，ＣＧ４算法过程耗时１．８ｓ，ＲＯＳＩ算法

过程耗时７１４．６ｓ。与使用原有计算网格的ＲＯＳＩ

算法相比，ＲＯＳＩＣＧ２算法和ＲＯＳＩＣＧ４算法的计

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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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阵列Ⅰ条件下的波束形成结果

Ｆｉｇ．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ｂｅａｍｆｏｒｍｉｎｇｗｉｔｈａｒｒａｙⅠ

算效率分别提高了１．４４倍和１７．６５倍。

表１　阵列Ⅰ条件下计算时间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犿狆狌狋犪狋犻狅狀犪犾狉狌狀狋犻犿犲狑犻狋犺犪狉狉犪狔Ⅰ

算法 子算法 计算时间／ｓ 总时间／ｓ

ＲＯＳＩ

ＲＯＳＩＣＧ２

ＲＯＳＩＣＧ４

２１１５３．０

ＣＢ ４．５

ＣＧ２ １．１

ＲＯＳＩ ８６５３．１

ＲＯＳＩＰｒｅ ４１７．８

ＣＧ４ １．８

ＲＯＳＩ ７１４．６

２１１５３．０

８６５８．７

１１３４．２

４２　阵列Ⅱ条件下实验结果

由于在阵列Ⅱ条件下，即麦克风阵列平面与

扫描面垂直，麦克风阵列中心轴与螺旋桨旋转轴

垂直并相交的情况下，ＣＢ算法不再适用于旋转声

源的定位，在这种阵列位置下，ＣＢ算法得到的声

源结果会遗漏真正的噪声源。因此本文在阵列Ⅱ

条件下，只对ＲＯＳＩ算法和ＲＯＳＩＣＧ４算法的旋

转声源定位能力进行讨论。图５给出了在声源定

位频率为２．７ｋＨｚ、阵列Ⅱ条件下，不同算法的波

束形成结果。图５（ａ）为ＲＯＳＩ算法采用原始网格

的声源定位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在麦克风阵列

平面与扫描面垂直的情况下，ＲＯＳＩ算法仍然能

够准确识别旋转螺旋桨噪声源辐射中心。图

５（ｂ）是 ＲＯＳＩＰｒｅ算法的声源定位结果，和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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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条件下情况相似，ＲＯＳＩＰｒｅ算法得到的声源定

位结果空间分辨率较低。图５（ｃ）为利用ＣＧ４算

法进行网格压缩后的结果，图中黑点所在的网格

点即是根据式（９）保留下来的计算网格点，这些网

格点构成了新的扫描面。ＣＧ４算法的网格压缩

比为８．２。图５（ｄ）为ＲＯＳＩＣＧ４算法的旋转声源

定位结果。与ＲＯＳＩ算法结果相比较，ＲＯＳＩＣＧ４

算法成功识别了旋转螺旋桨噪声辐射中心，同时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声源定位结果的空间分辨率。

表２给出了在阵列Ⅱ条件下，不同算法的计

算时间。ＲＯＳＩ算法采用原始计算网格完成此次

旋转声源定位耗时２３９８５．３ｓ。ＲＯＳＩＣＧ４算法

完成此次旋转声源定位共耗时１６４９．４ｓ，其中

ＲＯＳＩＰｒｅ算法过程耗时６３２．７ｓ，ＣＧ４算法过程

耗时２．１ｓ，ＲＯＳＩ算法过程耗时１０１４．６ｓ。ＲＯＳＩ

ＣＧ４算法比使用原有计算网格的ＲＯＳＩ算法的计

算效率提高了１３．５４倍。

图５　阵列Ⅱ条件下的波束形成结果

Ｆｉｇ．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ｔｌｓｏｆｂｅａｍｆｏｒｍｉｎｇｗｉｔｈ

ａｒｒａｙⅡ

表２　阵列Ⅱ条件下计算时间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犿狆狌狋犪狋犻狅狀犪犾狉狌狀狋犻犿犲狑犻狋犺犪狉狉犪狔Ⅱ

算法 子算法 计算时间／ｓ 总时间／ｓ

ＲＯＳＩ

ＲＯＳＩＣＧ４

２３９８５．３

ＲＯＳＩＰｒｅ ６３２．７

ＣＧ４ ２．１

ＲＯＳＩ １０１４．６

２３９８５．３

１６４９．４

５　讨　论

ＲＯＳＩＣＧ２算法和ＲＯＳＩＣＧ４算法不仅成功

提高了ＲＯＳＩ算法的计算效率，同时保留了ＲＯＳＩ

算法准确识别旋转噪声源的能力。在声源定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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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分辨率方面，ＲＯＳＩ、ＲＯＳＩＣＧ２算法和 ＲＯ

ＳＩＣＧ４算法均能成功识别主要旋转噪声辐射源，

三者的声源定位结果空间分辨率大致相当。在所

需计算时间方面，ＲＯＳＩＣＧ２算法和 ＲＯＳＩＣＧ４

算法均极大的提高ＲＯＳＩ算法的计算效率。同时

ＲＯＳＩＣＧ４算法比ＲＯＳＩＣＧ２算法在计算效率方

面实现了更大的提升。在工业应用推广方面，近

年来ＲＯＳＩ算法能够准确地识别旋转声源，但是

计算效率不高一直困扰着研究人员。ＲＯＳＩＣＧ２

算法和ＲＯＳＩＣＧ４算法利用压缩网格技术很好

地提高了ＲＯＳＩ算法的计算效率，为实际工业旋

转声源定位中提供了新的算法旋转。

在ＲＯＳＩＣＧ４算法中如何去定量ＲＯＳＩＰｒｅ

算法中使用的小样本数据量？理论上讲，待测旋

转声源完整转动一圈的时间里，麦克风阵列收集

到的声音信号数据已经能够满足ＲＯＳＩＰｒｅ算法

过程的要求。但是由于实际工程应用中，旋转声

源转速一般不恒定，真实环境下信噪比较低等影响

因素的存在，待测声源旋转一圈获取的信号数据往

往无法满足ＲＯＳＩＰｒｅ算法的要求。在本文中，总

采样时间为１０ｓ，螺旋桨转速为１０００ｒ／ｍｉｎ，ＲＯＳＩ

Ｐｒｅ算法中使用小样本数据定量为螺旋桨旋转四

圈时间里，麦克风阵列采集到的数据，即在０．２４ｓ

时间里采集到的数据。从结果来看，本次ＲＯＳＩ

ＣＧ４算法取得了理想的加速效果。在工业实际

旋转声源的识别定位中，采样时间往往远远大于

１０ｓ，因此小样本数据量的采集时间也建议根据实

际情况适当增加。

在麦克风阵列平面与扫描面垂直的条件下，

ＣＢ算法对旋转声源的定位就失效了，这直接导致

ＲＯＳＩＣＧ２算法无法在该条件下使用，这无疑限

制了ＲＯＳＩＣＧ２算法在工业实践中的进一步推

广。如何改进优化ＣＢ算法，使其在麦克风阵列

平面与扫描面平面垂直的条件下，不遗漏任何旋

转声源，将是下一阶段的一个研究方向。

６　结　论

本文利用两种压缩网格技术，对经典时域旋

转声源波束形成ＲＯＳＩ算法进行优化加速。利用

小型螺旋桨旋转噪声识别定位实验对优化后的算

法进行验证，主要的结论有：

１）本文提出的两种压缩网格方法：基于传统

波束形成的ＣＧ２压缩网格方法和基于小样本数

据的ＣＧ４压缩网格方法，均能够在不影响ＲＯＳＩ

算法定位效果的前提下，成功提高ＲＯＳＩ算法的

旋转声源定位计算效率，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ＲＯＳＩ算法的声源定位结果的空间分辨率。

２）与基于传统波束形成的ＣＧ２压缩网格方

法相比，基于小样本数据的ＣＧ４压缩网格方法在

计算效率方面实现了更大的提升，同时在麦克风

阵列平面与旋转声源平面垂直条件下，仍能准确

进行声源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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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负荷涡轮进口导向叶片叶型设计及验证

张绍文，石建成，李　维，陈竞炜，潘尚能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

中小型航空发动机叶轮机械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湖南 株洲４１２００２）

摘　　　要：针对涡轮进口导向叶片进口马赫数低、前部负荷小的特点，采用前缘截断思路构建了高负荷涡

轮叶型，并采用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１１参数法进行重构设计。采用数值计算和平面叶栅试验开展了研究和分析。结果

表明：高负荷叶型吸力面前缘马赫数显著提升，增加了叶片前部负荷。喉部峰值马赫数基本不变，但位置前

移，负荷分布均匀性提高。叶型的马赫数特性和攻角特性表明，高负荷叶型在不同攻角和马赫数下，均能获得

较低的总压损失，其中在设计马赫数，叶型负荷提升１倍的情况下，总压损失系数降低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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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ｆｉｌｅｄｅｓｉｇｎ；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ｌｏｓｓ

　　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高负荷设计能够有效减

少叶片数目，进而降低制造成本、质量，提升可靠

性。但叶片负荷的提高往往造成气动损失的增

加。在发动机设计中，通常采用Ｚｗｅｉｆｅｌ系数
［１］

指导叶片栅距选择，对于多数叶栅来说，Ｚｗｅｉｆｅｌ

系数在０．８左右能够获得较低的损失。由于大型

涡扇发动机动力涡轮转速慢、直径大，且级数较

多，其质量通常能够占到发动机质量的１／３
［２］，包

含多达２０００多个叶片
［３］。以大涵道比涡扇发动

机动力涡轮减质和降低成本为目标，高负荷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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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技术研究得到了广泛关注［４１１］，涉及高负荷

叶型设计及流动机理、附面层转捩激励方式、喷射

等主动流动控制、端区损失抑制等方面，并逐步应

用于发动机设计［１２１４］。

对于高压涡轮来说，进口燃气温度已达到

２０００Ｋ
［１５］。在１８００～２０００Ｋ的反围内，燃气涡

轮进口导向叶片（文中简称进口导叶）需要大量冷

气用于冷却，冷气量大致占压气机进口流量的

１０％
［１６］。大量的气膜冷却引气，一方面对会增加

导叶气动损失，降低涡轮效率；另一方面也减小了

燃烧室冷却和掺混的可用气量。此外，导叶叶身

大量的气膜孔会造成制造难度和成本的增加。

在进口导叶中采用高负荷叶片，能够显著减

少叶片数、降低成本，此外还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影

响：①总冷气量不变的情况下，单片叶片冷气量增

加，进而降低叶片金属温度。研究表明金属壁温

降低２５Ｋ，导叶寿命将能够增加约２倍
［１７］；②在

维持金属壁温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降低总冷气量，

进而提升涡轮效率和发动机性能［１８］。目前在研

及在役的涡轴发动机燃气涡轮进口导叶Ｚｗｅｉｆｅｌ

系数一般在０．６～０．８之间，公开文献中高升力进

口导叶的相关研究较少，本文结合某先进涡轴发

动机的研制需求，开展高负荷涡轮进口导叶的设

计，并通过叶栅试验进行初步验证。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高负荷叶型构建方法

涡轮进口导叶，与其他叶片排存在较明显不

同，主要体现在：①进口气流角度接近轴向，通道

收敛度远高于其他叶片排；②内外流道普遍采用

收缩通道，进一步增强了整个叶栅通道的收敛度。

而其他叶片排流道一般采用扩张形式，以适应燃

气密度的降低。上述几何特征的差异，造成较大

的导叶进出口面积比，从而使得涡轮进口导叶的

进口马赫数较低，一般在０．１左右。

图１为典型涡轮进口导叶叶型表面等马赫数

分布，其中横坐标犆犡 为相对轴向弦长。较低的

进口马赫数一方面导致叶型前部负荷往往较低，

如图１虚线位置所示，使得叶型整体Ｚｗｅｉｆｅｌ系

数偏低。另一方面低马赫数流动对前缘几何形状

相对不敏感，叶型损失对进口攻角变化相对不敏

感。综合利用上述两个特征，采用“前缘截断”的

方式，即截去叶型前部低负荷区域的思路构建高

负荷进口导叶叶型，如图２所示，其中犡 为叶片

的轴向尺寸，犢 为叶片的切向尺寸。为保持叶片

在发动机中的轴向安装空间不变，将叶片后部剩

余部分进行放大，使其轴向宽度与原叶型一致。

在保证尾缘厚度、出口气流角等特征参数与原叶

型保持一致的情况下，采用１１参数法对叶片进行

重构设计。叶片栅距相应的按比例放大，在整环

叶片中，叶片数相应按比例减少。

图１　典型涡轮进口导叶叶型表面等熵马赫数分布

Ｆｉｇ．１　ＩｓｅｎｔｒｏｐｉｃＭａｃｈｎｕｍｂ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

ｔｕｒｂｉｎｅｎｏｚｚｌｅｇｕｉｄｅｖａｎｅ

图２　高负荷进口导叶构建方式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ｌｉｆｔｎｏｚｚｌｅｇｕｉｄｅｖａｎ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１．２　研究对象

本文以典型涡轴发动机燃气涡轮进口导叶中

截面叶型为基础叶型，采用上文高负荷叶型构建

６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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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构建两套高升力涡轮叶型，叶片数分别减少

３３％和５０％。基础叶型Ｚｗｅｉｆｅｌ系数为０．６４，与

大多数涡轮进口导叶Ｚｗｅｉｆｅｌ系数相当，标记为

方案Ａ。两套高升力叶型Ｚｗｅｉｆｅｌ系数分别为

０．９和１．２，分别标记为方案Ｂ和方案Ｃ。３套叶

型对比见图３，设计特征参数见表１。

图３　不同负荷涡轮进口导叶叶型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ｉｆｔｓＮＧＶｂｌａｄ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表１　３种不同负荷涡轮进口导叶叶型设计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犲狊犻犵狀狆狉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狅犳狋犺狉犲犲狀狅狕狕犾犲犵狌犻犱犲

狏犪狀犲狆狉狅犳犻犾犲狊狑犻狋犺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犾犻犳狋狊

参数
方案

Ａ Ｂ Ｃ

叶片数 ２４ １６ １２

尾缘直径／ｍｍ ０．８ ０．８ ０．８

进口气流角／（°） ９０ ９０ ９０

出口气流角／（°） １３．６ １３．６ １３．６

进口构造角／（°） ９０ １４０ １４０

出口构造角／（°） １４．５４ １４．５４ １４．５４

尾缘楔角／（°） １１．９ １１．９ １１．９

轴向宽度／ｍｍ ２１ ２１ ２１

弦长／ｍｍ ３７．００ ４９．４１ ５８．２２

栅距／ｍｍ ２７．６２ ４１．４３ ５５．２４

安装角／ｍｍ ３６．１ ２５．８ ２１．５

Ｚｗｅｉｆｅｌ系数 ０．６４ ０．９６ １．２８

１．３　数值方法与计算模型

三维流场数值模拟采用商用软件ＣＦＸ求解

定常雷诺平均方程。采用切应力输运模（ＳＳＴ）型

模拟湍流。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和湍流输运方程

的对流项的离散均采用高阶格式，时间项的采用

２阶向后欧拉格式离散，扩散项和压力梯度项的

离散均采用形状函数（ｓｈａｐ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计算空间

导数来实现。

采用上述３个叶型方案，分别构建计算模型。

叶高为１２０ｍｍ，约为叶栅轴向宽度的５．７１倍。

进口段约为１．５倍轴向宽度、出口段约为２倍轴

向宽度。工质为空气，进口总压为０．１７ＭＰａ，进

口总温为３００Ｋ，出口等熵马赫数为０．８７。网格

划分采用商用软件ＣＦＸＴｕｒｂｏＧｒｉｄ划分。网格

数量约为２９５万，如图４所示。叶片表面犢＋值约

为２。

图４　计算网格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ｍｅｓｈ

１．４　试验方法

在某大尺寸跨声速平面叶栅风洞试验台上完

成了方案Ｃ的初步试验验证。试验台鼓风机功

率为１０００ｋＷ，风机最大压力为０．２１ＭＰａ。最大

流量为９．５ｋｇ／ｓ，进口气流角为２０°～９０°，气流折

转角为０°～９０°。

平面叶栅试验件叶片高度为１２０ｍｍ，个数为

８个，如图５所示。选取中间两片叶片，在叶片

５０％截面处的法向开设０．５ｍｍ的静压孔，其中

在第４片叶片开设１８个吸力侧静压孔，在第５片

叶片开设１８个压力侧静压孔。

上端壁外形尺寸长为４８０ｍｍ、宽为８０ｍｍ、

高为１０ｍｍ，上面有８个叶片固定槽，在叶栅出口

距离前缘１．４倍轴向弦长处的２个节距内，均匀

布置２１个端壁静压孔。

７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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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平面叶栅试验件结构

Ｆｉｇ．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ｌｉｎｅｒｃａｓｃａｄｅｔｅｓｔｐｉｅｃｅ

在进口过渡段内测量总温总压。在叶栅出口

距离前缘１．４倍轴向弦长处，采用五孔探针完成

２个通道内的总压和气流角采集。

２　数值计算结果

本节对方案Ａ、方案Ｂ、方案Ｃ三个不同负荷

水平的叶型流动特征和损失特性进行了对比分析。

２１　叶型表面等熵马赫数

图６给出了３个叶型表面等熵马赫数分布，

图７为３个叶型Ｓ１流面的马赫数分布云图。方

案Ａ前缘驻点基本在犆犡＝０的位置，前缘与吸力

面衔接位置存在典型的由于曲率不连续造成的过

度膨胀，但过度膨胀幅度较小。吸力面加速性较

好，峰值马赫数在９０％轴向弦长附近。负荷分布

上，呈现处前缘负荷较低，中后部负荷较高的特点。

图６　叶型表面等熵马赫数分布对比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ｂｌａｄｅｉｓｅｎｔｒｏｐｉｃＭａｃｈ

ｎｕｍｂ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与方案Ａ相比，通过前缘截断方式构建的高

负荷叶型等熵马赫数分布有如下４个特征：

１）前缘驻点向叶盆面移动，其中，方案Ｂ驻

点位于叶盆４．１％轴向弦长位置，方案Ｃ驻点位

于７．４％轴向弦长位置。这是由于高负荷叶片进

口构造角大幅增加，形成５０°的气流攻角造成的。

２）较大的攻角，造成气流在前缘也吸力面前

部快速膨胀加速，吸力面马赫数在５０％轴向弦长

之前的区域大幅提升，造成气动负荷前移，负荷分

布更加均匀。

３）在前缘小圆与叶背型线切点位置处，由于

曲率不连续造成更加明显的叶背过度膨胀。其中

方案Ｃ在２５．６％轴向弦长位置等熵马赫数达到

１．１２，实际马赫数约为１．０９，形成局部超声速流动。

４）吸力面５０％轴向弦长之后的区域，仍存在

吸力峰，峰值马赫数基本不变，但吸力峰位置前

移。方案 Ａ、方案Ｂ、方案Ｃ的吸力峰分别位于

９０．０％、８２．５％和６９．６％轴向弦长处。吸力峰前

移导致之后的逆压区域增加，但逆压梯度减小。

叶型表面等熵马赫数的变化使得叶片前缘负

荷明显增加，解决了常规涡轮进口导叶前部负荷

偏低的问题，使得叶型负荷分布更加均匀。叶型

后部的吸力峰马赫数基本不变，叶背后部的分离

风险不大。

图７　Ｓ１流面马赫数对比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１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ａｃｈｎｕｍｂ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２２　叶型损失

图８为３个方案出口总压损失系数ζ沿切向

的分布，损失系数的形状一方面反应尾缘厚度造

成尾迹损失，另一方面反映了叶片表面附面层对

损失的影响。其中方案 Ａ 尾迹宽度最窄，约为

２１．１ｍｍ，同时总压损失系数峰值最小，约为

１６．６％。方案Ｂ和方案Ｃ两个高负荷方案，尾迹

宽度相当，约为２３．９ｍｍ，比基础方案宽１３．３％，

由于３个方案的尾缘厚度一致，尾迹宽度增加，表

明叶片表面的附面层厚度增加，即叶型摩擦损失增

加。总压损失系数峰值分别为１８．４％和２０．０％，

比基础方案分别高１．８％和３．４％。通过沿横坐

标积分，获得图８总压损失曲线下的面积，结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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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其中，方案Ａ损失积分值最小，为１．７４，方

案Ｂ和方案Ｃ单个损失积分值分别比方案Ａ大

２２．７％和３３．９％。上述特点说明提高叶型负荷

使得单个叶型的损失明显增加。

上述差异的产生原因在于，高负荷叶型叶背

吸力峰前移造成叶背扩散段长度增加，从而导致

附面层增厚，尾迹宽度增加；另外高负荷叶型弦长

显著大于常规叶型，气流绕流长度增加，摩擦损失

增加。这两方面因素最终造成高负荷叶型单个叶

片的损失增加。

图８　下游总压损失系数周向分布

Ｆｉｇ．８　Ｐｉｔｃｈｗｉｓ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ｏｓｓ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表２　总压损失系数周向积分

犜犪犫犾犲２　犘犻狋犮犺狑犻狊犲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狋狅狋犪犾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犾狅狊狊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狊

参数
方案

Ａ Ｂ Ｃ

周向宽度积分 １．７４０ ２．１３７ ２．３２９

无量纲栅距积分 ０．０６９６ ０．０５３９ ０．０４３７

　　采用高负荷叶片会导致叶片数目减少，栅距

增加。为分析单个叶型损失增加和栅距增加对叶

栅流动损失的综合影响，将各方案栅距（ｐｉｔｃｈ）归

一化处理，相应的损失系数分布见图９。从图中

可以看到方案 Ａ受叶型附面层和尾迹影响的高

损失区域占比最大，约占整个通道的８３．６％；方

案Ｂ和方案 Ｃ高损失区域占比约为５８．１％和

４３．９％。沿横轴进行积分得到３个方案叶栅通道

的总 压 损 失 系 数，分 别 为 ６．９６％、５．３９％ 和

４．３７％。超高负荷叶型方案Ｃ比方案 Ａ损失降

低２．５９％。

上述结果表明，采用前缘截断方式构建高负

荷叶型，造成单个叶型损失增加，但由于叶片数的

图９　无量纲栅距内的下游总压损失系数分布

Ｆｉｇ．９　Ｎｏｎ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ｉｔｃｈ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ｏｓｓ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大幅减少，最终导致叶栅损失降低。

２３　损失特性

通过前缘截断方式构建高负荷叶型，会造成

进口构造角的变化。基础叶型进口构造角为

９０°，攻角为０°。方案Ｂ和方案Ｃ均造成进口构

造角增加５０°，即在设计状态下就存在５０°的正攻

角。本节研究３个方案总压损失系数随出口马赫

数和进口气流角的变化特性。

２．３．１　出口马赫数对总压损失的影响

图１０给出了总压损失系数随等熵马赫数的

变化。３个方案总压损失变化趋势一致，总压损

失均随马赫数的增加而增加。其中，当马赫数小

于０．８７时，总压损失基本随马赫数增加线性增

加，这主要是由于叶型表面摩擦损失提高导致。

当马赫数提高到０．９５及以上时，由于叶栅通道出

现跨声速流动和激波，激波损失叠加叶片表面摩

擦损失，共同导致总压损失系数的迅速增加。

图１０　总压损失系数与出口等熵马赫数的关系

Ｆｉｇ．１０　Ｒｅａ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ｏｓｓ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ｏｕｔｌｅｔｉｓｅｎｔｒｏｐｉｃＭａｃｈｎｕｍ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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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对比了３个方案，马赫数从０．７５增加到

１．０时，方案Ａ、方案Ｂ和方案Ｃ总压损失增长幅

度分别为２．４９％、１．４９％和１．０６％，即超高负荷

叶型表现出最佳的马赫数损失特性。

表３中给出了Ａ、Ｂ、Ｃ三个方案的计算总压损

失系数数值，以及方案Ｃ的试验数据（Ｃ＿Ｅｘｐ．）。

试验总压损失相比计算值高，其中在设计马赫数

为０．８７的状态，总压损失高１．０１％。试验总压

损失随马赫数的变化趋势与计算结果基本一致。

表３　不同马赫数对应的总压损失系数

犜犪犫犾犲３　犜狅狋犪犾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犾狅狊狊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

犕犪犮犺狀狌犿犫犲狉狊 ％

方案
马赫数

０．７５ ０．８ ０．８７ ０．９５ １．０

Ａ ６．７０ ６．８０ ６．９６ ７．４４ ９．２０

Ｂ ５．１９ ５．２６ ５．３９ ５．６９ ６．６８

Ｃ ４．２６ ４．３０ ４．３７ ４．５１ ５．３２

Ｃ＿Ｅｘｐ． ５．１３ ５．３８ ５．３８ ５．８９ ７．０９

２．３．２　进口气流角对总压损失的影响

在发动机环境中，涡轮进口气流角度变化较

小，不会造成叶片攻角的大幅变化。但由于燃烧

室旋流等因素也可能造成气流方向的局部不均

匀，从而产生一定攻角。本节研究攻角在－１５°～

１５°范围内变化对叶型损失的影响。

图１１　总压损失系数与攻角的关系

Ｆｉｇ．１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ｏｓｓ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ａｔｔａｃｋａｎｇｌｅ

图１１为总压损失系数随攻角α的变化。攻

角增加均会造成总压损失的增加，高负荷叶型（方

案Ｂ和方案Ｃ）总压损失的增加幅度相对较大，但

总体而言攻角在该范围内变化对总压损失的影响

不大。这与进口马赫数低是相对应的。

３　试验结果

本节讨论方案Ｃ的平面叶栅试验结果，并与

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图１２为叶型表面等熵马赫

数的分布。试验结果显示叶型前部负荷饱满，在

吸力面前缘存在局部超声速流动区域。计算结果

与试验结果的对比表明，压力面以及吸力面５０％

轴向弦长之后区域等熵马赫数差异较小。而吸力

面前缘的局部超声速流动，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

存在一定差异，计算结果峰值马赫数略高，且位置

偏后。对于吸力面前缘大速度梯度条件下的附面

层发展和转捩计算模拟不够准确，影响了局部马

赫数的分布。

图１２　等熵马赫数计算值与试验值对比

Ｆｉｇ．１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ｔｅｓｔｅｄｉｓｅｎｔｒｏｐｉｃ

Ｍａｃｈｎｕｍｂ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图１３　计算与试验出口总压损失系数分布

Ｆｉｇ．１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ｔｅｓｔｅｄｏｕｔｌｅｔ

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ｏｓｓ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图１３为出口总压损失系数的切向分布，试验

结果中，两个相邻叶片的尾迹形状和峰值差异较

小，试验结果周期性较好。计算结果对出口总压

损失模拟偏差较小，差异主要体现在计算的尾迹

宽度略大，峰值略低。

图１４给出了总压损失随等熵马赫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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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设计状态（犕犪＝０．８７），试验总压损失系数为

５．３８％，比计算结果高１．０１％，这可能与ＳＳＴ湍

流模型在模拟壁面摩擦、旋涡耗散等方面仍不够

准确有关。试验总压损失随马赫数的变化趋势与

计算结果基本一致，但试验总压损失系数增加幅

度更大，等熵马赫数从０．７５增加到１．０时，总压

损失系数增加１．９６％，比计算结果高０．９％。

图１４　试验与计算总压损失系数特性对比

Ｆｉｇ．１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ｔｅｓ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ｏｓｓ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４　结　论

本文以典型涡轴发动机涡轮进口导叶为基

础，通过前缘截断的方式构建了叶型Ｚｗｅｉｆｅｌ系

数为０．９和１．２的高负荷叶型和超高负荷叶型。

通过ＣＦＤ计算研究和超高负荷叶型的平面叶栅

试验验证，得到如下结论：

１）采用前缘截断方式构建高负荷涡轮进口

导叶叶型，使得气流前缘驻点向压力面移动。同

时吸力面前部区域马赫数显著提高，从而提升叶

片前部的负荷水平，叶型负荷分布更加均匀。

２）高负荷叶型吸力面喉部吸力峰值基本保

持不变，但位置前移，吸力峰之后的逆压梯度减

小，逆压区域长度增加。在不增加叶型扩散度的

情况下提升了叶身后部的负荷水平。

３）提高叶型负荷，导致单个叶片的尾迹变

宽，流动损失增加。但由于栅距增加幅度更大，尾

迹占叶栅通道的比例显著减小，总体效果是叶栅

总压损失降低。

４）在Ｚｗｅｉｆｅｌ系数为１．２的超高负荷叶型

中，吸力面附近出现局部超声速区，通过前缘修型

等详细设计，使前缘与叶背曲率连续，有可能进一

步降低叶型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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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波束成形在旋转声源定位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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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使高级波束成形中的函数波束成形、压缩感知波束成形、正交波束成形在旋转声源定位中

获得广泛应用，对３种高级波束成形在旋转声源定位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从声源空间分辨率，动态范围以及

声源功率积分上与传统旋转波束成形和ＤＡＭＡＳ（ｄｅ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ｏｆ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ｏｕｒｃｅｓ）

反卷积作对比。仿真与实验结果表明：３种高级波束成形均可以应用到旋转声源定位中，并且均能显著提升

旋转声源空间分辨率和动态范围以及拥有较高的计算效率。函数波束成形在低频段的空间分辨率低于

ＤＡＭＡＳ并且容易产生较高的声源功率积分误差。压缩感知波束成形整体性能与ＤＡＭＡＳ相近，并且在低频

段的空间分辨率比ＤＡＭＡＳ有优势。正交波束成形在低频段容易产生声源定位位置误差，抗干扰能力较弱，

并且声源功率积分整体低于ＤＡＭＡＳ。

关　键　词：麦克风阵列；旋转声源定位；函数波束成形；压缩感知波束成形；正交波束成形

中图分类号：Ｖ２１１．７１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２８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２０１７Ⅱ００３００１５）

作者简介：周纬（１９９６－），男，硕士生，主要从事噪声测量研究。

通信作者：马威（１９８１－），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气动噪声测量研究。Ｅｍａｉｌ：ｍａｗｅｉ＠ｓｊｔｕ．ｅｄｕ．ｃｎ

引用格式：周纬，鲍欢，杨明绥，等．高级波束成形在旋转声源定位中的应用［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２１，３６（１）：１９３２０４．ＺＨＯＵ Ｗｅｉ，

ＢＡＯＨｕａｎ，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ｓｕｉ，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ｂｅａｍｆｏｒｍｉｎｇｉｎ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ｓｏｕｎｄｓｏｕｒｃｅ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１，３６（１）：１９３２０４．

犃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犪犱狏犪狀犮犲犱犫犲犪犿犳狅狉犿犻狀犵犻狀狉狅狋犪狋犻狀犵狊狅狌狀犱

狊狅狌狉犮犲犾狅犮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

ＺＨＯＵ Ｗｅｉ１
，４，ＢＡＯＨｕａｎ１

，４，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ｓｕｉ２，ＭＡＷｅｉ３
，４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２４０，Ｃｈｉｎａ；

２．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１１００１５，Ｃｈｉｎａ；

３．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２４０，Ｃｈｉｎａ；

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ＧａｓＴｕｒｂｉｎｅ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２４０，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ａｍｆｏｒｍ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ｂｅａｍｆｏｒｍｉｎｇ，ａｎｄ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ｂｅａｍｆｏｒｍｉｎｇｉ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ｂｅａｍｆｏｒｍｉｎｇｈａｖｅｎｏｔｂｅｅｎｗｉｄｅｌｙｕｓｅｄｉｎ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ｓｏｕｎｄ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ａｂｏｖ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ｂｅａｍｆｏｒｍｉｎｇｉｎ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ｓｏｕｎｄ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ｂｅａｍｆｏｒｍ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ｃ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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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ａｎｇｅａｎｄｓｏｕｒｃｅｐｏｗｅｒ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ｏｆ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ＡＭＡＳ）．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

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ｂｅａｍｆｏｒｍｉｎｇｃａｎｂ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ｔｈｅ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ｓｏｕ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ａｎｄａｌｓｏ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ｓｏｕｎｄｓｏｕｒｃｅ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ｅｒ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ｈｅ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ａｍｆｏｒｍｉｎｇｈａｄａｌｏｗｅｒ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ａｎＤＡＭＡＳ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ｂａｎｄ

ａｎｄｗａｓｐｒｏｎｅｔｏｈｉｇｈｓｏｕｒｃｅｐｏｗｅ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ｅｎｓ

ｉｎｇｂｅａｍｆｏｒｍｉｎｇｗａｓｃｌｏｓｅｓｔｔｏＤＡＭＡ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ｂａｎｄ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ＤＡＭＡＳ．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ｂｅａｍｆｏｒｍｉｎｇｗａｓｐｒｏｎｅｔｏ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ｓｏｕｎｄ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ｒａｎｇｅ，ｔｈ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ｎｔｉ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

ｗｅａｋ，ａｎｄｓｏｕｒｃｅｐｏｗｅ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ＤＡＭＡ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ｍｉｃｒｏｐｈｏｎｅａｒｒａｙ；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ｓｏｕｎｄｓｏｕｒｃｅ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ａｍｆｏｒｍ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ｂｅａｍｆｏｒｍｉｎｇ；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ｂｅａｍｆｏｒｍｉｎｇ

　　自由场下旋转气动噪声污染问题日益受到人

们的关注，尤其是高强度的螺旋桨旋转噪声和风

力发电机叶片噪声，降低气动旋转噪声可避免声

疲劳发生提高旋转机械使用寿命增强旋转机械运

行可靠性以及改善操作人员的作业环境。基于麦

克风阵列测试技术下的旋转波束成形能够高效识

别出噪声源的位置分布及其对应的强度水平，因

此可以有效协助旋转机械降噪设计［１］。

基于延迟叠加原理的传统波束成形能够出色

完成静止噪声源定位，并且具有较高鲁棒性和计

算效率［２］，但在低频段其主瓣宽度较大空间分辨率

较低，高频段易产生混叠旁瓣抑制能力弱动态范围

差。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各种后处理反卷积算法应

运而生，其中ＤＡＭＡＳ（ｄｅ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

ｔｈ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ｏｆ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ｏｕｒｃｅｓ）
［３］与 ＣＬＥＡＮＳＣ

（ＣＬＥＡ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４］最为

著名，极大提高了声源的空间分辨率和动态范围。

然而反卷积算法处理时往往需要增加一些额外的

前提假设，这些额外的假设往往会增加计算结果

的不确定度，此外ＤＡＭＡＳ在大量网格工况下计

算效率较低。为了规避这些不足，学术界又相继

提出一些高级波束成形算法，其中典型有函数波

束成形（ＦＢ）
［５］、压缩感知波束成形（ＣＳＢ）

［６８］以及

正交波束成形（ＯＢ）
［９］，这３种高级波束成形在静

止声源定位中不仅计算效率较高而且具有与反卷

积算法相媲美的空间分辨率和动态范围。

对于旋转噪声源，由于旋转运动而产生的多

普勒效应无法直接通过延迟叠加法进行去除，因

此声源空间分辨率低，动态范围差，易产生显著的

拖尾效应。旋转波束成形可有效克服这些缺点。

总体而言，传统旋转波束成形（ＣＢ）算法主要分为

时域算法［１０１２］和频域算法［１３１５］，两者相比较而言

时域算法计算效率低，空间分辨率低，需要高频采

样；频域算法由于计算过程中涉及交叉互谱矩阵

计算，因此便于与反卷积算法相结合进一步提高

空间分辨率和动态范围。然而广泛应用于静止声

源定位的高级波束成形却鲜有应用到旋转声源定

位中。值得注意的是在频域旋转波束成形中，在

进行运动补偿和介质补偿后的旋转声源其实可以

等效为静止声源进行声源定位，因此高级波束成

形理论上是可以耦合到旋转声源定位中。然而要

将高级波束成形成熟应用到旋转声源定位中还有

３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理论上能应用，实际实

验中是否也能应用？第二，３种高级波束成形应

用到旋转声源定位中能否保留静止声源定位的优

势？第 三，３ 种 高 级 波 束 成 形 计 算 结 果 与

ＤＡＭＡＳ反卷积相比具有哪些特点？

本文将针对以上３个问题开展研究，本文的

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数值仿真和实验验证与测量。

本文布局为，首先梳理出３种高级波束成形耦合

到旋转声源定位中的理论基础，然后设计双点源

仿真研究，最后进行实验验证与测量。本研究可

为工程界自由场下旋转噪声源定位提供更多算法

的选择空间和参考。

１　理论介绍

１１　传统旋转波束成形算法

传统旋转波束成形［１３］采用模态分解法计算

旋转坐标系下声压完成运动补偿和采用级数展开

４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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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计算传播矢量和导向矢量完成介质补偿，图１

为其原理图。

图１　旋转波束成形原理图

Ｆｉｇ．１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ｂｅａｍｆｏｒｍ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假设以麦克风中心为原点，麦克风的球坐标

矢量为狓犿＝（狉狓犿，φ狓犿，θ狓犿），犿＝１，２，３，…，犕，麦

克风总数为犕，扫描平面中的网格点的球坐标矢

量为狔狊＝（狉狔狊，φ狔狊，θ狔狊），狊＝１，２，３，…，犛，网格点总

数为犛，声源频率为犳，声源角频率ω＝２π犳，声源

旋转角频率为Ω，声源旋转半径为犚狊，声速为犮，

可采用模态分解的方法计算旋转坐标系下声压

狆
犿
Ω（狓犿，ω）＝ ∑

犕／２

犿
０＝－犕

／２＋１

狆犿
０
（ω＋犿０Ω）ｅ

ｉ犿
０φ狓犿

（１）

其中 槡ｉ＝ －１，旋转模态系数为

狆犿
０
（ω＋犿０Ω）＝

１

犕∑
犕

犿＝１

狆（狓犿，ω）ｅ
－ｉ犿０φ狓犿 （２）

根据奈奎斯特采样定理周向模态阶数犿０ 取值

－犕
２
＋１≤犿０ ≤

犕
２

（３）

计算交叉互谱矩阵

犆＝狆Ω（狆Ω）
Ｈ （４）

狆Ω ＝ ［狆
１
Ω，…，狆

犿
Ω，…，狆

犕
Ω］

Ｔ （５）

其中上标 Ｈ表示共轭转置，Ｔ表示转置计算导向

矢量矩阵

犠（狊）＝ ［犠（１，狊）…犠（犿，狊）…犠（犕，狊）］
Ｔ

（６）

式中

犠（犿，狊）＝
１

槡犕
· 犪（犿，狊）

犪（狊）Ｈ犪（狊槡 ）
（７）

当交叉互谱矩阵去除对角线来抑制不相干噪声干

扰时［１６］

犠ｓ
Ω ＝

犌ｓΩ

∑
狕
１
，狕
２∈犝

犌Ω（狕１，狊）
２ 犌Ω（狕２，狊）

槡
２

（８）

集合犝＝｛（狕１，狕２）１≤狕１≤犕，１≤狕２≤犕，狕１≠

狕２｝

犪（狊）＝ ［犪（１，狊）…犪（犿，狊）…犪（犕，狊）］
Ｔ （９）

犪（犿，狊）＝
犌Ω（犿，狊）

犌Ω（犗，狊）
（１０）

犌Ω（犗，狊）＝
ｅ－ｉ犽

珔犱狊，狅

４π珚犱狊，狅
（１１）

其中犪为列向量，表示导向矢量的第狊列，犽为波

数，珚犱狊，狅表示狊号网格点到麦克风阵列中心距离。

犌ｓΩ ＝ ［犌Ω（１，狊），…，犌Ω（犿，狊），…，犌Ω（犕，狊）］
Ｔ

（１２）

式中犌Ω（犿，狊）为自由场中旋转坐标系下的声传播

格林函数，表达式为

犌Ω（犿，狊）＝－犻∑
＋∞

犿
０＝－∞

ｅ犻犿０
（φ狓犿－φ狔狊

）
犽犿

０ ∑
＋∞

狀＝ 犿
０

犖２犿
０
狀犫狀…

（犽犿
０
，狉狓犿，狉狔狊）犘

犿
０
狀 ［ｃｏｓ（θ狓犿）］犘

犿
０
狀 ［ｃｏｓ（θ狔狊）］

（１３）

其中归一化因子

犖犿
０
狀 ＝

２狀＋１
４π

·
（狀－犿０）！
（狀＋犿０）槡 ！

（１４）

旋转效应造成频移后的波数为

犽犿
０
＝
２π犳＋犿０Ω

犮
（１５）

狆
犿
０
狀 （·）为狀阶犿０ 次第一类勒让德函数

犫狀（犽犿
０
，狉狓犿，狉狔狊）＝

ｊ狀（犽犿
０
狉狔狊）犺

（δｍ
０
）

狀 （犽犿
０
狉狓犿）狉狔狊 ≤狉狓犿

ｊ狀（犽犿
０
狉狓犿）犺

（δｍ
０
）

狀 （犽犿
０
狉狔狊）狉狔狊 ＞狉

烅
烄

烆 狓犿

（１６）

其中ｊ狀（·）是狀阶第一类球贝塞尔函数，犺
（δｍ
０
）

狀 是

第δ犿
０
类球汉克尔函数

δ犿
０
＝
２ 犽犿

０ ≥０

１ 犽犿
０ ＜

烅
烄

烆 ０
（１７）

其中式（１０）中无穷级数展开项数范围，在满足较

小的截断误差下，可近似取为犿０∈［犿ｌ，犿ｕ］，狀∈

［犿０ ，狀ｍａｘ］
［１７１８］，其中

犿ｌ＝
－犽０犚狊
１＋犽犿

０
犚狊

（１８）

犿ｕ＝
犽０犚狊

１－犽犿
０
犚狊

（１９）

犽０ ＝
２π犳
犮

（２０）

狀ｍａｘ＝ｍａｘ（犽０＋犿０犽犿
０
犚狊 ，犿０ ）（２１）

式中犚表示声源旋转半径，· 表示下取整运算。

根据传统波数成形算法可得传统旋转波束成

形结果

犫ｃｂ（狔狊）＝ （犠
狊
Ω）

Ｈ犆犠狊Ω （２２）

５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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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高级波束成形算法

高级波束成形相比较传统波束成形具有较高

分辨率和动态范围，当旋转声源测得的声压去除

多普勒效应以及导向矢量完成介质补偿后，就可

以将其等效为静止声源，因此可以使用广泛应用

于静止声源定位的高级波束成形进行旋转声源定

位和声源功率计算。

１．２．１　函数波束形成

函数波束成形利用旁瓣的指数衰减比真实声

源快的特点，大幅抑制旁瓣产生，进而提升动态范

围和改善空间分辨率［５，１９］，算法表达式为

犫ｆｂ（狔狊）＝
（犺Ｈ狊犆１／狏犺狊）

狏

犌ｓΩ
２
２

（２３）

其中犺狊＝
犌ｓΩ

犌ｓΩ ２

为归一化的格林函数

犆１／狏 ＝犝Σ
１／狏犝Ｈ （２４）

式中犝 和Σ 分别为交叉互谱矩阵犆 的特征值分

解获得的特征向量矩阵和特征值矩阵，狏为指数

参数，当狏＝１时函数波束成形退化为传统波束成

形。在一定范围内，随着狏的取值增大声源定位

结果的动态范围越好，推荐狏＝２０时可以满足绝

大多数测量需求［２０］。

１．２．２　压缩感知波束成形

在欠采样条件下，可以利用压缩感知技术重

构出稀疏信号。因此假设扫描平面上存在的声源

数相对于所有网格点数是稀疏的，因此可以利用

有限的测量点信息重构出扫描平面上的声源分

布［７］。具体算法如下：

狆Ω ＝狆ｓ＋狆ｎ＝犌Ω狇＋狆ｎ （２５）

犌Ω ＝ ［犌
１
Ω，…，犌

ｓ
Ω，…，犌

犛
Ω］ （２６）

其中狇∈瓘
犛×１表示网格点上的声压分布，狆ｓ∈

瓘
犕×１表示理想纯信号，狆ｎ∈瓘

犕×１表示不相干的

干扰噪声，已知旋转坐标系下的测量点声压分布

狆Ω 可利用压缩感知算法求解出狇，该求解过程可

等效为犾１ 范数最小化的优化过程

ａｒｇｍｉｎ狇 １，

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ｏ 狆Ω－犌Ω狇 ２ ≤δ，δ＞０ （２７）

α＝２０ｌｏｇ１０
狆狊 ２

狆狀 ２

（２８）

δ≥１０
－
α
２０ 狆狊 ２ （２９）

实验时δ可根据预估的信噪比α进行经验选取，

在实验中可选用抗干扰能力较强的协方差压缩感

知技术［６］。求解过程可借助嵌入在 ＭＡＴＬＡＢ

（ｍａｔｒｉｘ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软件的凸优化工具包。

１．２．３　正交波束成形

正交波束成形是根据声源信号子空间的特征

值和特征向量与声源强度和声源位置相关联这一

事实提出的［９］。首先对交叉互谱矩阵进行特征值

分解

犆＝犝Σ犝
Ｈ （３０）

在无噪声干扰情况下，Σ中所包含的特征值Σ犼犼的

个数即为声源的个数，因此在实际包含噪声环境

中需要对真实声源个数进行预估，根据预估范围

来选取有效特征值Σ犼犼，在复杂实验结果处理中选

用了最大的前２０个特征值，效果显著
［９］；然后根

据Σ犼犼及其对应的特征向量狌犼 计算出由声源犼所

贡献的交叉谱矩阵犆犼

犆犼 ＝狌犼Σ犼犼狌
Ｈ
犼 （３１）

正交波束成形结果为

犫犼ｏｂ（狔狊）＝ （犠
ｓ
Ω）

Ｈ犆犼犠
ｓ
Ω （３２）

由于式（３２）计算出的波束成形结果实际上是由一

个声源所贡献，因此其峰值对应的位置和强度即

为该点源的实际位置和强度。那么对所有有效特

征值都重复计算一遍，即可得到所有声源分布。

２　仿真计算

２．１　参数设置

为了研究高级波束成形在旋转声源定位中的性

能。首先进行仿真研究，本文中的仿真声源是利用

旋转坐标系下的格林函数合成的，这避免引入运动

补偿算法产生的误差干扰。表１列出了详细参数。

表１　仿真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犛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参数 数值及范围

声源转速／（ｒ／ｍｉｎ） １２００

旋转半径／ｍ ０．４４５

声源初始位置 （０，０．４４５）　（０，－０．４４５）

声源声压幅值／Ｐａ １

测量距离／ｍ １

阵列孔径／ｍ ０．８

麦克风个数 ４０

扫描网格总数 ２６０１（５１×５１）

网格尺寸／ｍ ０．０２

信噪比／ｄＢ ２０

波束成形动态范围／ｄＢ ２０

６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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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参数 数值及范围

空气声阻抗 ４３９．６２

ＤＡＭＡＳ迭代次数 ２０００

ＦＢ指数参数狏 ２０

δ ０．０８

ＯＢ特征值选取 从大到小前２０

　　两不相干点源的初始位置分别设置在６点钟

方向和１２点钟方向，旋转方向为逆时针；考虑到

背景噪声干扰，在纯单音信号中添加随机噪声，信

噪比为２０ｄＢ，最后将高级波束成形计算结果与

ＤＡＭＡＳ结果进行对比。因为波束成形输出结果

为声源功率（ｓｏｕｒｃｅｐｏｗｅｒ）
［１６］分布，单位为Ｐａ２，

这将在定位云图中统一转化为声压级（ＳＰＬ，量符

号计为犔ｓｐ）来表征声源强度分布。

２．２　结果分析

图２给出了频率为２、５、１０ｋＨｚ的旋转单音噪

声源定位结果，图中黑色点划线圆弧表示声源运动

轨迹，黑色中心虚线与圆弧交点即为声源的初始位

置。图２（ａ）表明，２ｋＨｚ时，空间分辨率最高的是

正交波束成形，但是其存在一定的定位位置误差。

函数波束成形结果的动态范围提升显著，空间分辨

率相比较ＤＡＭＡＳ较低。压缩感知波束成形整体

上与ＤＡＭＡＳ结果最为接近。图２（ｂ）表明，５ｋＨｚ

时，函数波束成形结果的主瓣宽度变窄空间分辨率

有显著提升，但相比较ＤＡＭＡＳ结果还是存在一定

分辨率差距。压缩感知波束成形与ＤＡＭＡＳ结果

几乎一致；正交波束成形定位位置结果与ＤＡＭＡＳ

相吻合，但６点钟方向点源强度偏弱。图２（ｃ）表

明，１０ｋＨｚ时，３种高级波束成形的定位位置结果

与ＤＡＭＡＳ结果基本一致，但正交波束成形结果中

６点钟方向的点源强度仍然偏弱。因此仿真结果

表明，在中高频段旋转噪声源定位中，３种高级波

束成形均可显著提高声源空间分辨率和动态范围，

提升水平可以与ＤＡＭＡＳ相媲美。

由于波束成形算法具有一定不确定度，声源

总能量在计算过程中可能会耗散在相邻网格点

上。为了正确客观的评价３种高级波束成形对声

源能量的估计精度，对以预设声源点位置为圆心，

半径为０．０６ｍ的圆域中的网格点所对应声源功

率进行积分作为声源功率水平估计，并将最终声

源功率积分（ｓｏｕｒｃｅｐｏｗｅ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值转换为

声压级，该声源功率积分方法与参考文献［２１］一

致。并画出频率范围为１～１０．５ｋＨｚ的声源功率

积分曲线，如图３所示。该变化曲线是两点源的

算术平均结果，图中的水平虚线标出了预设真实

平均声源功率为９４ｄＢ。从曲线上可知ＤＡＭＡＳ

结果与预设水平最为接近，即声源功率积分误差

７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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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声源定位结果

Ｆｉｇ．２　Ｓｏｕｒｃｅ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８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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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声源功率积分

Ｆｉｇ．３　Ｓｏｕｒｃｅｐｏｗｅ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最小。在低频段函数波束成形声源功率积分误差

较大，但随着频率升高误差逐渐减小直到与

ＤＡＭＡＳ相接近；压缩感知波束成形计算的声源

功率积分不随频率发生显著变化，与预设水平相

差在０．８ｄＢ左右。正交波束成形计算的声源功

率积分也不随频率发生显著变化，整体与预设水

平相差在３ｄＢ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当声源频率为

１ｋＨｚ，正交波束成形定位声源失败，因此在图中

没有画出对应声源功率积分值。

图４给出了各算法在１～１０．５ｋＨｚ的平均计

算时间，纵坐标采用１０为底对数坐标，运行程序

计算机型号为ｉｎｔｅｌｃｏｒｅｉ７４７９０主频３．６ＧＨｚ，

运行内存８ＧＢ。结果表明：在不运用加速算法

下［２２２４］，ＤＡＭＡＳ的计算时间大约是高级波束成

形计算时间的２０～２５００倍。当存在大量网格或

者在三维旋转声源定位中，高级波束成形在计算

效率上优势就会越发突出，特别对旋转声源定位，

由于前面的运动补偿与介质补偿算法需要一定计

算时间，如果定位算法太过耗时会加剧旋转声源

定位过慢的缺陷。

图４　计算时间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３　实验研究

３１　实验设备及参数介绍

如图５所示，整个实验是在半消声室环境下

进行的。实验设备有蓝牙音箱、螺旋桨、５００Ｗ 直

流电动机、电动机驱动器、霍尔转速表，电动机转

速可由电动机驱动器精确控制。数据采集机箱型

号为 ＮＩＰＸｌｅ１０８２，采集板卡为 ＮＩＰＸｌｅ４４９９。

环形麦克风阵列由４０个等间距麦克风组成，麦克

风型号为ＢＫ４９５８。

本实验研究环节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验

证实验，在长为０．８ｍ、宽为０．０４ｍ绝缘杆两端分

别固定一个型号相同的蓝牙音箱，两音箱中心相

距０．７６ｍ，并且可以发出白噪声信号，因此可以

模拟两个单极子点声源，在电动机带动下以１２００

ｒ／ｍｉｎ逆时针旋转，如图５（ａ）所示。第二部分为

螺旋桨噪声定位测量实验。螺旋桨选用的是某农

用无人机螺旋桨型号为３５１０，螺旋桨长度为

０．８９ｍ。在电动机带动下以１２００ｒ／ｍｉｎ逆时针旋

图５　实验装置

Ｆｉｇ．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ｔｕｐｓ

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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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如图５（ｂ）所示。为了与仿真结果进行对照，

实验中大部分参数与仿真保持相同，频谱计算方

法采用 Ｗｅｌｃｈ法
［２５］，具体参数如表２所示。

表２　实验参数

犜犪犫犾犲２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参数 数值及范围

阵列孔径／ｍ ０．８

麦克风个数 ４０

测量距离／ｍ １

转速／（ｒ／ｍｉｎ） １２００

采样频率／ｋＨｚ ２５．６

采样时间／ｓ １５

傅里叶变换分块长度 １０２４

频率分辨率／Ｈｚ ２５

重叠度／％ ５０

网格尺寸／ｍ ０．０２

网格总数 ２６０１（５１×５１）

ＤＡＭＡＳ迭代次数 ２０００

ＦＢ指数参数狏 ２０

ＯＢ特征值选取 从大到小前２０

图６　旋转蓝牙音箱声源定位结果

Ｆｉｇ．６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ｓｐｅａｋｅｒｓｏｕｎｄｓｏｕｒｃｅ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３２　实验结果分析

３．２．１　双点源验证实验结果

图６给出了５ｋＨｚ下２个旋转音箱声源定位

结果。图中黑色点划线圆弧给出了音箱旋转轨

迹，为了消除不相干噪声干扰对交叉谱矩阵的对

角元素进行去除。动态范围设置为１０ｄＢ。验证

结果表明３种高级波束成形均能识别出２个旋转

的声源，并且定位结果在空间分辨率和动态范围

上比传统旋转波束成形有显著优势。因此本文将

３种高级波束成形应用到旋转声源定位中是可行

的。在声源空间分辨率上，函数波束成形提升最

少。正交波束成形提升最多“鬼源”最少，这些“鬼

源”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噪声源，因为从布置实验

件上看，蓝牙音箱固定底座是个小木块并且表面

绑有扎带，这些物体在转动过程都会与气流相互

作用产生新气动噪声源。压缩感知波束成形结果

与ＤＡＭＡＳ结果最为相近。

３．２．２　螺旋桨实验噪声测量结果

图７给出了实验测得螺旋桨加电动机总噪声

信号与电动机单独以１２００ｒ／ｍｉｎ运行时的噪声

信号的功率谱密度分布图，电动机稳定运行时信

号近似稳态信号，该图是４０个麦克风测量的平均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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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整体上看电动机的噪声水平较低，螺旋桨

噪声信号显著，且所测得噪声大部分为宽频噪声。

为了对压缩感知波束成形中参数δ进行较好预

估，需要预先估计信噪比。纯螺旋桨信号可由测

得总噪声信号减去电动机噪声信号进行估计，据

此可以估算出信噪比。由于压缩感知波束成形应

用到旋转声源定位中需要将旋转声源等效为静止

声源，因此该过程必须在旋转坐标系中完成。图

８中给出了信噪比随频率变化曲线，平均信噪比

（犔ｓｐ）约为３８．６７ｄＢ，在图中用虚线标出。

图９分别给出了螺旋桨在３种频率下对应的

噪声源定位结果，图中黑色点划线圆弧表示螺旋

图７　功率谱密度分布

Ｆｉｇ．７　Ｐｏｗ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图８　信噪比

Ｆｉｇ．８　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ｒａｔｉｏ

桨的运动轨迹，并且根据螺旋桨实际尺寸大致绘

制出螺旋桨的叶片轮廓，通过调节分析的时域数

据的起使时刻，使传统旋转波束成形的峰值与图

中螺旋桨的中心虚线相交，便于各算法之间比较

时判定噪声源的主要位置分布。对交叉谱矩阵的

对角元素进行去除从而消除不相干噪声干扰，动

态范围统一设置为１０ｄＢ。总体来看，螺旋桨噪声

源主要出现在叶尖部位。

如图９（ａ）所示，２ｋＨｚ时，函数波束成形在动

态范围上提升显著，但在声源空间分辨率上提升

最小。压缩感知波束成形结果显示噪声源分布在

叶尖的四周，结果与ＤＡＭＡＳ相近，并且在空间

分辨率上比 ＤＡＭＡＳ有显著优势。正交波束成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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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螺旋桨噪声定位结果

Ｆｉｇ．９　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ｎｏｉｓｅ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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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结果表明噪声源位于叶尖中心部位，这与传统

旋转波束成形峰值位置相吻合。如图９（ｂ）所示，

５ｋＨｚ时，函数波束成形主瓣宽度减小、空间分辨

率进一步提升，与ＤＡＭＡＳ相比较噪声源分布较

为集中；压缩感知波束成形与ＤＡＭＡＳ结果在声

源分布较为接近，但噪声源峰值比ＤＡＭＡＳ高。

正交波束成形结果表明噪声源集中在叶尖边缘，

并且叶片上半部分噪声源弱于叶片下半部分，噪

声源峰值与传统旋转波束成形相近。如图９（ｃ）

所示，１０ｋＨｚ时，ＤＡＭＡＳ结果中，在叶片中部由

于混叠效应出现了伪噪声源，而３种高级波束成

形结果均未出现，抗干扰能力较强。函数波束成

形空间分辨率显著提高，与压缩感知波束成形结

果相近。正交波束成形结果中噪声源分布较为离

散，并且大部分噪声源位于叶片区域以外。

由于螺旋桨噪声主要是由叶片与气流相互作

用产生的是典型偶极子声源，因此有一定指向性，

这与波束成形所用的不相干的各向均匀辐射的单

极子声源模型有所差异，此外扫描区域网格点划

分与实际噪声位置有偏差也会引起导向矢量的不

匹配问题［２６２７］，这些都会恶化声源定位的空间分

辨率以及产生声源定位位置误差，因此假设出现

在叶尖区域附近的噪声源也是实际存在噪声源。

因此对叶尖附近区域的噪声源功率进行积分［１６］，

来评估螺旋桨噪声源的辐射总能量。图１０给出

螺旋桨叶片噪声源功率的积分区域示意图，积分

图１０　声源功率积分区域

Ｆｉｇ．１０　Ｓｏｕｒｃｅｐｏｗｅ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

区域为点划线所包围的矩形区域。图１１给出了

ＤＡＭＡＳ反卷积与３种高级波束成形计算获得的

声源功率积分曲线。总体上看，函数波束成形结

果在低频段获得的声源功率积分偏高这与仿真结

果相吻合，但是在高频段获得声源功率呈较大幅

图１１　螺旋桨噪声源功率积分

Ｆｉｇ．１１　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ｎｏｉｓ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ｏｗｅ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度波动变化并且整体水平低于ＤＡＭＡＳ，这可能

是物理模型与真实声源不匹配造成的；压缩感知

波束成形获得的声源功率积分与ＤＡＭＡＳ最为

接近；正交波束成形获得声源功率积分整体比

ＤＡＭＡＳ低３ｄＢ左右，并且随频率变化趋势与

ＤＡＭＡＳ一致。

４　结　论

本文详细研究了３种高级波束成形在旋转声

源定位中的应用，并将其与传统旋转波束成形和

ＤＡＭＡＳ反卷积进行比较，得出以下结论：

１）高级波束成形可以在实验中应用到旋转

声源定位中。

２）３种高级波束成形都具有高于传统旋转

波束成形的空间分辨率和动态范围以及拥有较高

的计算效率，因此延续了静止声源定位中的优势。

３）函数波束成形动态范围提升显著，并且空

间分辨率随频率增大提升越显著，但在低频段空

间分辨率上不如ＤＡＭＡＳ反卷积，并且计算获得

的声源功率积分误差最大；压缩感知波束成形在

整体性能上与ＤＡＭＡＳ最接近。实验结果表明，

其在抗干扰能力以及低频段空间分辨率比

ＤＡＭＡＳ有优势，但缺点是在计算之前需要对背

景干扰噪声有个较为准确的预估；正交波束成形

计算效率最高，并且在所研究的频率范围内都具

有很高的空间分辨率，但是在低频段容易产生定

位位置误差，抗干扰能力较弱，此外在声源功率积

分上也低于ＤＡＭ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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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１１，５９（５）：２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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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扩压器对高空舱压的影响与控制方法

但志宏１，２，张　松１
，２，钱秋朦１，２，张健平３，郭玉英４

（１．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 高空模拟技术重点实验室，四川 绵阳６２１７０３；

２．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四川 绵阳６２１７０３；

３．西南科技大学 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四川 绵阳６２１０１０；

４．西南科技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四川 绵阳６２１０１０）

摘　　　要：为研究排气扩压器流动特性对高空舱后舱压力控制的影响，采用ＡＮＳＹＳ１９．１对排气扩压器进

行数学建模和流场数值模拟分析，揭示其内部实际流动的物理过程；在次流质量流量为２０ｋｇ／ｓ时，数值模拟

不同排气扩压器背压和主流流量时后舱压力的变化规律，并通过样条插值得到排气扩压器背压、主流流量和

后舱压力三者关系模型；建立高空舱后舱压力控制系统仿真模型，分析在不同调节模式和不同控制方法下排

气扩压器流动特性对压力调节的影响。结果表明：发动机喷嘴出口处速度最大，混合后速度迅速下降，下降了

约８８％，而压力沿着排气扩压器轴向逐渐增大，最后趋于边界值。在发动机过渡态试验中，排气扩压器流动

特性对后舱压力控制系统扰动很大，线性ＰＩＤ（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控制难以保证后舱压力

高精度、强抗扰的调节品质要求，而非线性ＰＩＤ控制不仅能减小排气扩压器流动特性对压力调节的影响，抑

制发动机流量扰动，而且能保证瞬态响应快，超调量小，调节精度高。

关　键　词：高空舱；后舱压力系统；排气扩压器；流动特性；压力调节

中图分类号：Ｖ２３１．１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２７

基金项目：航空发动机高空模拟技术重点实验室创新基金（１８ｚｄ９１０１）；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９ＹＪ０２９２）

作者简介：但志宏（１９７３－），男，研究员，硕士，主要研究领域为航空发动机高空模拟技术。Ｅｍａｉｌ：４０６６７９６７８＠ｑｑ．ｃｏｍ

通信作者：张松（１９６８－），男，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发动机高空模拟试验控制与仿真技术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ｓ３３６５４７５＠ｓｏｈｕ．ｃｏｍ

引用格式：但志宏，张松，钱秋朦，等．排气扩压器对高空舱压的影响与控制方法［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２１，３６（１）：２０５２１５．ＤＡＮＺｈ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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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Ｓｉｃｈｕａｎ６２１０１０，Ｃｈｉｎａ）



航　空　动　力　学　报 第３６卷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ｅｘｈａｕｓｔｄｉｆｆｕｓｅｒｏｎ

ｔｈｅｒｅａｒｃｈａｍｂ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ｔｅｓｔ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ｅｘ

ｈａｕｓｔｄｉｆｆｕｓｅｒ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ｗａ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ｂｙＡＮＳＹＳ１９．１ｔｏｒｅｖｅａｌｔｈｅ

ｔｒｕ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ｍａｓｓ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ｗａｓ２０ｋｇ／ｓ，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ｈｅ

ｒｅａｒｃｈａｍｂ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ｗｅｒ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ｘｈａｕｓｔｄｉｆｆｕｓｅｒｂａｃｋｐｒｅｓ

ｓｕｒｅａｎｄｍａｉｎ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ｂａｃｋ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ｅｘｈａｕｓｔｄｉｆｆｕｓｅｒ，ｍａｉｎ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ａｎｄｒｅａｒｃｈａｍｂ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ｗａ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ｓｐｌｉｎｅ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

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ｒｅａｒ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ｆｈｉｇｈ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ｗａ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ｏａｎａ

ｌｙｚｅ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ｅｘｈａｕｓｔｄｉｆｆｕｓｅｒ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ｆｌｏｗｈａｄｇｒｅａ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ｆｌｏｗ，ａｎｄ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ｒｅａｃｈｅｄｍａｘｉ

ｍｕｍａｔｔｈｅｅｎｇｉｎｅｎｏｚｚｌｅｅｘｉｔ．Ｔｈｅｎ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ｑｕｉｃｋｌｙａｎｄｄｅｃｌｉｎｅｄｂｙ８８％ｉｎ

ｔｈｅｍｉｘｉｎｇ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ｈａｕｓｔｄｉｆｆｕｓｅｒ．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ｔｏ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ｖａｌｕｅａｌｏｎｇａｘｉ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ｈａｕｓｔｄｉｆｆｕｓｅｒ．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ｓ，ｔｈｅ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ｅｘｈａｕｓｔｄｉｆｆｕｓｅｒｂｒｏｕｇｈｔｇｒｅａｔ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ｔｏｔｈｅｒｅａｒｃｈａｍｂ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ａｒｃｈａｍｂｅｒｐｒｅｓ

ｓｕｒｅｃａｎｔｂｅａｓｓｕｒｅｄｂｙｌｉｎｅａｒＰＩ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Ｈｏｗｅｖｅｒ，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ＰＩ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ａｎｎｏｔｏｎ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ｅｘｈａｕｓｔｄｉｆｆｕｓｅｒ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ｒｅｊｅｃｔｔｈｅｅｎｇｉｎｅｆｌｏｗ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ｂｕｔａｌｓｏ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ｓｆａｓｔ，

ｔｈｅｏｖｅｒｓｈｏｏｔｉｓ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ｉｓｈｉｇｈ．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ｈｉｇｈ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ｃｅｌｌ；ｒｅａｒｃｈａｍｂ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ｅｘｈａｕｓｔｄｉｆｆｕｓｅ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航空发动机高空模拟试车台（简称高空台），是

能够在地面上模拟航空发动机各种飞行状态的试

验设备，在航空发动机的设计研究中起着重要作

用［１］。飞行环境模拟系统是高空台的重要组成部

分，该系统通过调节被试发动机飞行高度、飞行马

赫数来建立发动机高空模拟试验所需的空中工作

环境条件，进而获取发动机空中工作的性能／特性。

高空舱环境压力（简称后舱压力）控制系统是

模拟发动机飞行高度的关键环节，其调节品质的

优劣直接关乎发动机空中工作条件模拟的准确性

和可靠性［１３］。相比其他控制子系统，后舱压力控

制系统的被控腔体体积庞大，调节对象结构及组

成复杂，包含排气扩压器、冷却器、大口径蝶阀等

众多涉及气动、换热的非线性设备和控制元件。

其中，排气扩压器作为典型的动态非线性元件，其

内部流体的流动特性随发动机状态变化而变化，

尤其在发动机过渡态试验时，因排气扩压器流动

特性作用，使排气扩压器出口压力会在瞬间急剧

增加或减小，导致后舱压力瞬态过程超调量大，调

节时间长，严重干扰了后舱压力的调节稳定性［４］。

所以，亟需全面深入地了解排气扩压器内部流动

的实际物理过程，研究排气扩压器的流动特性对

后舱压力控制系统瞬态和稳态调节性能的影响，

并寻求提升后舱压力控制品质的途径。

排气扩压器内部流场结构非常复杂，很难对

其底部的突扩流、激波及复杂激波附面层干扰流

场等特性进行精确的理论分析和定量描述。数值

模拟技术在复杂流动特性研究中是一种很重要的

手段［５］，其能缩短研究周期、降低费用，尤其近年

来随着计算机软、硬件的迅猛发展，数值模拟方法

取得了重大进展，被国内外研究人员广泛使用分

析排气扩压器流动特性。苏昌光等［６］研究了径流

式涡轮排气扩压器特性对涡轮增压器与中速柴油

机匹配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内壁为直线型面与

曲线型面的扩压器都能改善径流式涡轮的性能，

提高增压器总效率。Ｒｏｓｅ等
［７］利用冷却器减少

来自发动机的排气量，排气温度从４５０Ｋ降至３８０

Ｋ，优化了扩压器性能。刘靖等
［８］通过数值模拟

方法分析了非稳态射流出口速度对分离流动的影

响，研究结果表明非稳态喷射流向涡方法可有效

地减小分离流动区域。Ｂｙｕｎｇ等
［９］通过数值模拟

分析各种基本性能参数对超声速排气扩压器起动

瞬态的影响，建立了扩压器启动和非启动模式的

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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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轨迹。郑舒桐等［１０］揭示了排气扩压器出口

的增压比、马赫数、总温、体积流量等性能参数与

排气扩压器内径和二股流流量之间的关系。Ｅｌ

Ｚａｈａｂｙ等
［１１］通过ＳＳＴ（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ｓｓ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犽ω湍流模型及 ＳＩＭＰＬＥ（ｓｅｍｉ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ｉｎｋｅｄ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算法研究了喷射器

内部的流动特性，揭示了不同结构空气空气喷射

器性能。姚程等［１２］研究了扩压器跨声速流动与

局部弹性壁板的耦合作用，得知通过调整弹性壁

板阻尼可以削弱和抑制正激波自振荡引起的扩压

器壁板流固耦合振动。李季等［１３］通过非定常数

值模拟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隔离段

内激波串动态演化特性、结构变化和演化迟滞现

象，结果表明在脉动反压和边界层抽吸作用下，激

波串在上游抽吸狭缝与下游隔离段出口之间周期

振荡，振荡频率与脉动反压一致。

综上所述可知，通过理论研究和数值分析较

好地描述了排气扩压器内部流动特性，为排气扩

压器结构设计提供扎实的理论参考。但较少涉及

到排气扩压器流动特性对高空舱后舱压力影响及

相应控制方法的研究。因此，本文通过理论建模、

数值模拟、仿真验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建立排气

扩压器流动特性模型，揭示排气扩压器速度、压力

动态变化规律；在此基础上，建立后舱压力控制系

统仿真模型，基于线性ＰＩＤ（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和非线性ＰＩＤ控制方法，对

比分析排气扩压器流动特性对高空舱后舱压力控

制系统性能的影响，提出了改善后舱压力控制品

质的有效解决方案，为后舱压力精确调节的工程

应用提供技术支撑。

１　排气扩压器建模与流场分析

利用ＡＮＳＹＳ１９．１软件中的流体动力学分析

模块Ｆｌｕｅｎｔ，采用二阶迎风格式离散方法和压力

速度耦合ＳＩＭＰＬＥ算法的数值模拟方法分析排

气扩压器内部流场［１４］，揭示其内部真实流动的物

理过程以及速度和压力变化规律，建立排气扩压

器流动特性模型。

１１　数学模型

１．１．１　几何模型及网格划分

排气扩压器主要由主流、次流、试验舱、喷嘴、

混合段、扩压段和喷射器出口区等部分组成［１５］，

引射区位于主流喷嘴出口至混合段入口之间，其

结构示意图和具体尺寸如图１所示。

图１　排气扩压器二维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ｅｘｈａｕｓｔｄｉｆｆｕｓｅｒ

由于排气扩压器流动特性分析不需考虑发动

机内部结构的影响，则可把发动机简化为直径和

长度为常数带喷嘴的直管，且忽略其对流体流动

影响较小的其他各部件。在此基础上，利用Ｐｒｏ／Ｅ

软件建立了排气扩压器的物理模型，如图２所示。

图２　排气扩压器流体域

Ｆｉｇ．２　Ｆｌｕｉｄｆｉｅｌｄｏｆｅｘｈａｕｓｔｄｉｆｆｕｓｅｒ

由图２可知，排气扩压器的次流流道内包含

小尺寸的喷射孔，且主流、混合段内部流体流动复

杂且存在压力、速度突变。因此，为了提高数值模

拟分析精度，对主流、次流流道和混合段内部网格

进行加密处理，其余部位设置为较稀疏的网格，以

更好地控制网格的总数和提高运算速度。选择非

结构化网格进行网格划分，通过网格独立性检验

后，最终采用的网格节点数为８７３９４７，网格数为

４７３８３７２，如图３所示。

图３　排气扩压器的网格划分

Ｆｉｇ．３　Ｇｒｉｄ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ｈａｕｓｔｄｉｆｆｕｓｅｒ

１．１．２　流动特性方程

在排气扩压器流动特性分析过程中，工质是

空气和燃气，由于燃气量少而对结果影响小故可

忽略不计，故采用单组份工质，即空气，是一种可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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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流体的理想气体。空气在排气扩压器内流动

时状态会随压力和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描述

流体的控制方程为气体状态方程、质量守恒方程

和动量守恒方程，分别为［１６］

狆狏＝犚ｇ犜 （１）

（ρ）

狋
＋!·（ρ狌）＝０ （２）

（ρ狌）

狋
＋!·（ρ狌狌）＝

－!狆＋!· μ（!狌＋!狌Ｔ［ ］）＋犉 （３）

式中狆为绝对压力（Ｐａ），犚ｇ 为气体常数，犚ｇ＝

２．８７０６ｋＪ／（ｋｇ·Ｋ），犜为绝对温度（Ｋ），狏为气体

的比体积（ｍ３／ｋｇ），ρ为流体的密度（ｋｇ／ｍ
３），狌为

流体的速度矢量（ｍ／ｓ），犉 是作用在单位体积流

体上的质量力（Ｎ／ｍ３）。

１．１．３　湍流模型

在排气扩压器的数值模拟中，速度可达超声

速，雷诺数都远大于２０００，所以在数值模拟中应

考虑湍流的影响。标准犽ε模型具有形式简单、

精度高等优点，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湍流模型，标

准犽ε模型
［１７］为

（ρ犽）

狋
＋
（ρ犽狌犻）

狓犻
＝


狓犼
μ＋

μｔ

犘狉（ ）
犽

犽

狓［ ］
犼

＋

犌ｋ＋犌ｂ－ρε－犕犪＋犛犽 （４）

（ρε）

狋
＋
（ρε狌犻）

狓犻
＝


狓犼
μ＋

μｔ

犘狉（ ）
ε

ε
狓［ ］

犼

＋

犆１ε
ε
犽
（犌ｋ＋犆３ε犌ｂ）－犆２ερ

ε
２

犽
犛ε （５）

式中犌ｂ 是由平均速度梯度而产生的湍流动能

项，犌ｋ是由浮力而产生的湍流动能项，μｔ是湍流

黏度，犕犪是湍流马赫数，犆１ε、犆２ε和犆３狊为模型常

数，犘狉犽 和犘狉ε分别为犽和ε的湍流普朗特数，犛犽

和犛ε为用户自定义源项，狌是流体速度，μ是流体

黏度。各模型常数值如表１所示。

表１　犽ε常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狀狊狋犪狀狋狅犳犽ε

常数 数值

犆１ε １．４４

犆２ε １．９２

犆３狊 ０．０９

犘狉犽 １．０

犘狉ε １．３

１２　流场分析

１．２．１　边界条件及物性参数设置

１）进口边界：采用质量流量进口边界条件。

主流质量流量为１０５ｋｇ／ｓ，温度为２０７４Ｋ，初始压

力为３０９．８８５ｋＰａ；次流质量流量为１６ｋｇ／ｓ，温度

为２８８Ｋ，初始压力为９６ｋＰａ。

２）出口边界：采用压力出口边界条件，即压

力为９６ｋＰａ，回流温度为２８８Ｋ。

３）壁面边界：假定壁面材料为绝热体且壁面

光滑，采用无滑移壁面。

４）工质为空气，采用ｐｉｅｃｅｗｉｓｅｌｉｎｅａｒ设置相

应的密度、黏度和比定压热容等参数。

１．２．２　数值模拟结果

１）速度变化规律

图４（ａ）和图４（ｂ）分别为排气扩压器速度云

图和速度矢量图。由图４（ａ）可知，空气流动速度

最大区域位于喷嘴出口处为８１３．０８２ｍ／ｓ。主流

经过混合段与次流进行混合后，速度开始慢慢减

小，之后迅速下降，其主要原因是燃气的速度在引

射器内逐渐减小，二股流的速度逐渐增加，随着燃

气与二股流在引射器内逐步混合，燃气与二股流

之间的速度梯度逐渐减小，气流速度沿径向分布

也越来越平缓［１８］。在扩压段，速度再次逐渐减

小，、压力逐渐增大，这有利于主流排出，因为扩压

段的体积逐渐增大，动能逐渐减小，转换为静压

能。由图４（ｂ）可知，在扩压段后方出现了流速较

小区域，空气返流造成了较小速度死循环区域，其

主要原因是气流流速在短时间内发生了较大变

化，致使气流出现较小区域的回流现象。

图５为排气扩压器沿轴向的速度变化情况。

在混合段内气体速度迅速下降，经过混合段后，速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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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排气扩压器的速度云图和速度矢量图

Ｆｉｇ．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ｏｎｔｏｕｒａｎ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ｅｃｔｏｒｏｆ

ｅｘｈａｕｓｔｄｉｆｆｕｓｅｒ

图５　排气扩压器内速度沿轴向的变化

Ｆｉｇ．５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ｉｎｔｈｅａｘｉ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ｅｘｈａｕｓｔｄｉｆｆｕｓｅｒ

度降为１０１．０２６ｍ／ｓ，下降了约８８％；经过扩压段，

气体速度进一步下降，但下降变得缓慢，在喷射出

口处速度约为３２．８４７ｍ／ｓ。主要原因为：在混合段

中主流（质量流量为１０５ｋｇ／ｓ）与次流（质量流量为

１６ｋｇ／ｓ）进行混合，致使速度迅速下降，混合均匀后

经过扩压段时，由于气体体积逐渐增大，动能进一

步转换为静压能，速度再次逐渐减小，压力逐渐增

大。由图５还可以看出，在排气扩压器内速度沿着

轴向呈强非线性变化，即近似按指数关系变化。

２）压力变化规律

图６为排气扩压器压力场分析结果。整个排

气、扩压过程中，气体压力不断增大，其中在混合

段压力线性增大，之后缓慢增加（见图７），最大压

力在喷射出口处，为９６．０２６ｋＰａ，可完全实现气体

排放。在混合段，主流（质量流量为１０５ｋｇ／ｓ）与

次流（质量流量为１６ｋｇ／ｓ）进行混合，致使速度迅

速下降，混合均匀后经过扩压段时，由于气体体积

图６　排气扩压器的压力云图

Ｆｉｇ．６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ｏｆｅｘｈａｕｓｔｄｉｆｆｕｓｅｒ

图７　排气扩压器内压力沿轴向的变化

Ｆｉｇ．７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ｕｒｖｅｉｎｔｈｅａｘｉ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ｅｘｈａｕｓｔｄｉｆｆｕｓｅｒ

逐渐增大，动能进一步转换为静压能，速度再次逐

渐减小，压力逐渐增大。由图７还可以看出，在排

气扩压器内压力沿着轴向也是呈强非线性变化。

２　后舱压力控制仿真及结果分析

后舱压力控制系统结构简图如图８所示，主

要包括排气扩压器、管道容腔、大口径蝶阀等设备

和控制元件，其控制对象是高空舱内环境压力，即

后舱压力，执行机构是大口径蝶阀［１９］。排气扩压

器位于发动机试验舱后部，使发动机部分排气的

动能转化为压力能，以利于抽气机把发动机排出

的气体抽出舱外。

２１　后舱压力受控对象仿真模型

下面通过仿真进一步分析后舱压力与排气扩

压器背压和主流流量之间的关系，进而建立排气

扩压器特性模型。根据发动机试验工况，在次流

质量流量为２０ｋｇ／ｓ时，数值模拟不同排气扩压器

背压和主流流量条件下后舱压力的变化规律，所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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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试验数据如表２所示。根据表２，通过样条插

值，得到后舱压力、排气扩压器背压和主流流量三

者之间的三维图，如图９所示。由图可知，在次流

质量流量一定时，主流流量、排气扩压器背压和后

舱压力近似为线性关系。在此基础上，根据排气

扩压器特性模型、大口径液压蝶阀传动机构模

型［２０］和容腔模型［２１］，建立高空舱后舱压力受控对

象仿真模型如图１０所示，基于该模型，首先分析

调节蝶阀开度固定不变时排气扩压器流动特性对

舱压的固有影响，其次，选择线性ＰＩＤ控制器对

舱压进行调节，最后，设计非线性ＰＩＤ控制器，实

现舱压的非线性自适应调节，并与线性ＰＩＤ控制

方法进行对比分析，说明非线性压力调节方法能

显著改善控制系统的鲁棒性能。

图８　高空舱后舱压力控制系统

Ｆｉｇ．８　Ｒｅａｒｃｅｌ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ｃｅｌｌ

表２　排气扩压器特性表

犜犪犫犾犲２　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犲狓犺犪狌狊狋犱犻犳犳狌狊犲狉

发动机流量／

（ｋｇ／ｓ）

扩压器背压／ｋＰａ

４０ ５０ ６０ ７０ ８０ ９０ １００

４０ ３４．５０２ ４５．６３６ ５６．５６５ ６６．８９０ ７７．４７８ ８６．４１５ ９７．８１３

５０ ３１．８７１ ４３．１１０ ５４．２０７ ６５．０６０ ７５．７０５ ８５．９６８ ９６．２５８

６０ ２８．６２６ ３９．７４５ ５１．１９７ ６２．５２８ ７３．５４８ ８３．９９６ ９４．１４７

７０ ２６．４９４ ３７．５１５ ４８．４６５ ５９．９４８ ７１．１９７ ８２．３５７ ９３．１２８

８０ ２２．６１１ ３３．６３６ ４４．９６６ ５６．０９６ ６７．７９６ ７９．３１１ ９０．０３２

９０ １９．８１９ ３０．６２２ ４１．７８０ ５３．１０２ ６４．３６３ ７６．１６９ ８７．６５４

１００ １６．６４２ ２７．７２４ ３８．７３９ ５０．１０５ ６１．３７５ ７２．６４４ ８４．４９３

图９　排气扩压器特性

Ｆｉｇ．９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ｅｘｈａｕｓｔｄｉｆｆｕｓｅｒ

　　下面根据试验工况设置仿真参数，在调节蝶阀

开度固定不变工况下，仿真分析排气扩压器流动特

性对后舱压力的固有影响。仿真流程为：后舱压力

初始值为７０ｋＰａ，蝶阀角度为１３．５°并保持不变，在

１０～１５ｓ内，发动机空气流量由６０ｋｇ／ｓ增加至１００

ｋｇ／ｓ（如图１１所示），仿真结果如图１２所示。图

１２（ａ）为发动机流量在５ｓ内由６０ｋｇ／ｓ增加到１００

ｋｇ／ｓ过程中，高空舱后舱压力、蝶阀流量和容腔压

力的变化情况。由图１２（ａ）可知，当发动机流量增

加时，高空舱后舱压力先下降后上升，容腔压力及

蝶阀流量也逐渐增加。其主要原因是当发动机流

量突然增加时，排气扩压器引射排出容腔内更多的

气体，导致后舱压力会逐渐下降；同时，由于排气扩

压器特性变化使得容腔内压力在不断上升，当发动

机流量不变时，后舱压力便会逐渐上升。

图１２（ｂ）为发动机流量在５ｓ内从１００ｋｇ／ｓ

减小到６０ｋｇ／ｓ时，后舱压力、蝶阀流量和容腔压

力的变化情况。由图可知，在发动机流量１００

ｋｇ／ｓ减小到６０ｋｇ／ｓ后保持不变的仿真结果与图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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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后舱压力受控对象仿真模型

Ｆｉｇ．１０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ｒｅａｒｃｈａｍｂｅｒ

图１１　发动机出口流量变化

Ｆｉｇ．１１　Ｃｕｒｖｅｏｆｏｕｔｌｅｔｍａｓｓｆｌｏｗｏｆｅｎｇｉｎｅ

图１２　排气扩压器对后舱压力调节的影响

Ｆｉｇ．１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ｅｘｈａｕｓｔｄｉｆｆｕｓｅｒｏｎｒｅａｒｃｈａｍｂ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１２（ａ）结果正好相反。

２．２　线性犘犐犇压力控制仿真

引入线性ＰＩＤ控制器，在有、无排气扩压器情

况下，对比分析发动机过渡态试验中排气扩压器流

动特性对后舱压力控制系统性能的影响。仿真分

析流程为：后舱压力设定值为７０ｋＰａ，蝶阀初始角

度为１３．５°，在１０～１５ｓ内，发动机空气流量由６０

ｋｇ／ｓ斜坡增加至１００ｋｇ／ｓ，如图１１所示。ＰＩＤ控

制器选择同一组控制参数，仿真结果如图１３所示。

由图１３可知，考虑排气扩压器流动特性时，后舱压

力控制系统受扰程度很大，首先因突然增加的发动

机出口流量会瞬时引射后舱气体使舱内压力减小，

随后在ＰＩＤ控制下使得高空台后舱压力很快升高，

在后舱压力趋于设定值过程中，压力波动时间长，

波动幅度大，最大波动量达到５．７ｋＰａ。相反，没有

考虑排气扩压器流动特性时，后舱压力控制系统受

扰程度较小，压力趋于设定值过程中，压力波动时

间短，波动幅度小，最大波动量仅为１．８ｋＰａ。

除此之外，未考虑排气扩压器流动特性时，在

整个压力控制过程中蝶阀角度及蝶阀流量变化单

调平缓（图１４（ａ））。考虑排气扩压器流动特性

时，在发动机状态变化过程中，后舱压力受排气扩

压器特性变化的影响较大，线性ＰＩＤ控制器对蝶

阀的流量控制效果较差（图１４（ｂ））。其主要原

因：一方面是因为后舱压力受扰程度很大；另一方

面是蝶阀在调节过程中处于小开度大增益的非线

性调节区域（即较小的角度变化会引起蝶阀流量

的巨大变化），容易引起控制系统的不稳定。

进一步分析在发动机工作状态保持不变，同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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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具有发动机流量干扰的后舱压力调节

Ｆｉｇ．１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ａｒｃｈａｍｂｅｒｗｉｔｈ

ｅｎｇｉｎｅｆｌｏｗ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

图１４　蝶阀角度变化

Ｆｉｇ．１４　Ｏｐｅｎ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ｖａｌｖｅ

时将后舱压力设定值逐渐增大然后减小过程中，

排气扩压器流动特性对后舱压力控制的影响，分

析结果如图１５所示。由图１５可知，在这种情况

图１５　无发动机流量干扰时后舱压力变化

Ｆｉｇ．１５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ｒｅａｒｃｈａｍｂ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ｎｇｉｎｅｆｌｏｗ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

下，排气扩压器流动特性对后舱压力的影响程度

相对较小。

综上可知，有排气扩压器时，发动机状态变化

对后舱压力控制系统造成极大的干扰，导致后舱压

力调节难度增加。线性ＰＩＤ控制手段已不能满足

高精度、强抗扰的控制目标，必须寻求先进的主动

抗扰控制方法。

２．３　非线性犘犐犇压力控制仿真

非线性ＰＩＤ控制技术
［２２２３］通过设计相应的

非线性控制律和参数寻优准则，使控制器可根据

被控对象的受扰程度大小实现ＰＩＤ控制参数在

线动态调整，并给出与之相匹配的控制量，可以有

效提升发动机过渡态试验中控制系统的抗扰能力

和控制品质。为抑制发动机状态变化以及排气扩

压器强扰动，实现后舱压力控制瞬态响应超调小、

调节时间短和稳态误差小的控制目标，设计基于

极值搜索算法的非线性ＰＩＤ后舱压力控制方法，

并与线性ＰＩＤ控制、基于ｆａｌ函数的非线性ＰＩＤ

控制和基于改进ｆａｌ函数
［２４］的非线性ＰＩＤ控制的

控制效果进行仿真对比分析，说明所设计非线性

ＰＩＤ控制方法的有效性。

图１６　基于极值搜索算法的非线性ＰＩＤ参数整定

Ｆｉｇ．１６　ＰＩ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ｔｕｒｎ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ｘｔｒｅｍｕｍ

ｓｅｅｋ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极值搜索算法［２５］是一种自适应控制方法，能

够在某些信息未知的情况下根据系统输出、能耗

等系统性能要求在线修改控制参数从而获得满意

的控制效果。利用极值搜索算法在线整定非线性

ＰＩＤ控制器参数，使控制系统跟踪误差达最小值，

图１６为基于极值搜索算法的非线性ＰＩＤ参数自

整定原理，图１６中，犽１、犽２、犽３ 为积分系数，ω１、ω２、

ω３ 为角频率，犪、犫、犮、犺１、犺２、犺３ 为待定系数。根据

误差平方积分准则，目标函数犑（θ）为

犑（θ）＝
１

犜∫
（犽
ｔ＋１

）犜

犽
ｔ
犜
犲２（狋，θ）ｄ狋，θ＝ 犓，犜犻，犜［ ］犱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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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犲（狋，θ）为闭环系统误差，θ为ＰＩＤ控制器参

数，犜犻、犜犱 分别为积分时间和微分时间，犽ｔ为积分

步长。通过极值搜索算法对参数在线寻优实现非

线性ＰＩＤ参数θ的自整定，当目标函数犑（θ）达到

极小值时即可得到控制器参数θ的最优值。

考虑排气扩压器流动特性，在线性ＰＩＤ控制

作用下，后舱压力设定值跟踪调节仿真过程如下：

仿真初始值设置为后舱压力５０ｋＰａ，发动机空气

流量６０ｋｇ／ｓ，次流质量流量２０ｋｇ／ｓ，容腔初始温

度３００Ｋ。系统达到平衡状态后将后舱压力设定

值从５０ｋＰａ每５ｓ增加１０ｋＰａ，增加到９０ｋＰａ后

再减小到５０ｋＰａ。控制效果如图１７所示。

图１７　基于线性ＰＩＤ的压力控制

Ｆｉｇ．１７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ＰＩ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从图１７可以看出，在线性ＰＩＤ控制作用下

的压力变化过程中，后舱压力瞬态响应存在明显

的超调且跟踪误差大。在相同的仿真参数下，利

用基于极值搜索算法的非线性ＰＩＤ调节后舱压

力其瞬态过程无超调、跟踪误差几乎为零、响应速

度快，如图１８所示。

图１８　基于极值搜索算法的非线性ＰＩＤ压力控制

Ｆｉｇ．１８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ＰＩ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

ｅｘｔｒｅｍｕｍｓｅｅｋ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下面将对比分析在发动机状态不变，压力设

定值跟踪过程中线性ＰＩＤ控制、基于ｆａｌ函数的

非线性 ＰＩＤ 控制、基于改进ｆａｌ函数的非线性

ＰＩＤ控制和基于极值搜索算法的非线性ＰＩＤ控

制的压力调节效果。后舱压力设定值从５０ｋＰａ

每５ｓ增加１０ｋＰａ，增加到９０ｋＰａ后再减小到５０

ｋＰａ，四种压力控制结果对比如图１９所示，图２０

是压力从５０ｋＰａ上升到６０ｋＰａ控制效果的放大。

从图１９和图２０可以看出，当考虑排气扩压器流

动特性时，在线性ＰＩＤ控制下，压力调节瞬态过

程超调严重，调节时间长，控制效果最差，而在基

于极值搜索算法的非线性ＰＩＤ控制下，压力调节

瞬态过程超调最小、响应最快。基于ｆａｌ函数的

非线性ＰＩＤ和基于改进ｆａｌ函数的非线性ＰＩＤ控

制其性能优于线性ＰＩＤ控制，但劣于基于极值搜

索算法的非线性ＰＩＤ控制。

图１９　四种压力控制方法下的结果对比

Ｆｉｇ．１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ｏｕ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ｔｈｏｄｓ

图２０　四种压力控制方法下的结果局部放大

Ｆｉｇ．２０　Ｌｏｃａｌｚｏｏｍｏｆｆｏｕ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在发动机高空模拟过渡态试验过程中，发动机

状态及排气扩压器流动特性变化对后舱压力影响

显著，因此，为了验证非线性ＰＩＤ控制器抗扰动能

力，对比分析线性ＰＩＤ、基于ｆａｌ函数的非线性ＰＩＤ、

基于改进ｆａｌ函数的非线性ＰＩＤ和基于极值搜索算

法的非线性ＰＩＤ的控制效果。仿真中，后舱压力设

定值保持５０ｋＰａ不变，蝶阀初始角度为１３．５°，１０ｓ

时将发动机流量５ｓ内从６０ｋｇ／ｓ增加到１００ｋｇ／ｓ，

图２１为在四种控制方法下的压力调节结果。

从图２１可以看出，非线性ＰＩＤ控制的控制

效果明显优于线性ＰＩＤ控制的控制效果。基于

ｆａｌ函数的非线性ＰＩＤ控制因其利用ｆａｌ函数来实

现控制参数的非线性组合，所以能很好地处理系

统的非线性问题，但该方法参数整定十分困难，且

需多次人工整定。此外，基于改进ｆａｌ函数的非

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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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　在发动机流量干扰下四种控制方法对比

Ｆｉｇ．２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ｏｕ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ｉｔｈ

ｅｎｇｉｎｅｆｌｏｗ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

线性ＰＩＤ控制方法在四种控制方法中控制效果

最优，但该方法以线性ＰＩＤ控制参数为初值，并

且不能实现参数在线整定，试验工况变化后仍需

重新整定。基于极值搜索算法的非线性ＰＩＤ是

一种自适应控制方法，它不仅能有效抑制发动机

状态的变化干扰，降低了排气扩压器流动特性对

压力调节的影响，而且控制器参数能根据压力调

节过程中的系统误差进行在线整定，瞬态响应超

调小、调节时间短。

为进一步说明基于极值搜索非线性ＰＩＤ控

制器的参数优化过程，以图１８压力给定值跟踪过

程为例进行分析，对应的控制参数优化结果如图

２２所示。可以看出，通过极值搜索算法能够对

ＰＩＤ控制参数进行在线整定，当目标函数犑（θ）取

极小值时即可获得控制器最优参数，图２３为目标

函数犑（θ）随压力误差变化而变化的过程。

图２２　非线性ＰＩＤ控制器参数自整定

Ｆｉｇ．２２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ＰＩ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ｔｕｒｎｉｎｇ

图２３　目标函数犑（θ）

Ｆｉｇ．２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犑（θ）

３　结　论

通过结构建模、数值模拟、仿真试验分析排气

扩压器流动特性对高空舱后舱压力控制系统的影

响，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１）排气扩压器内的速度和压力沿轴向均呈

强非线性变化，气体速度不断下降，而压力不断增

大。其中在混合段速度迅速下降（下降约８８％），

压力线性增大，之后都趋于缓慢变化。

２）在线性ＰＩＤ控制下，排气扩压器流动特性

对高空舱后舱压力调节影响显著，尤其当发动机

状态变化对压力调节造成极大干扰时，线性ＰＩＤ

控制技术难以保证后舱压力高精度、强抗扰的调

节品质要求。

３）通过与线性ＰＩＤ控制方法对比分析可知，

非线性ＰＩＤ压力控制方法不仅能有效抑制发动

机流量变化产生的干扰，而且能大幅降低排气扩

压器流动特性对压力调节的影响，保证了发动机

过渡态试验中压力调节响应快、超调小、精度高的

品质要求，为后续实际工程应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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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隔塞运动特性

张继业１，李映坤２，韩　峰１，严登超３

（１．北京理工大学 机电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２．南京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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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隔塞的运动过程为研究对象，搭建了脉冲隔离装置冷气冲击实验平

台，获得了隔塞在Ⅰ脉冲燃烧室中的运动规律。采用动态结构嵌套网格方法，对隔塞的运动过程进行了数值

模拟，分析了隔塞运动过程中流场结构，揭示了隔塞运动规律的形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单孔隔板，隔

塞在燃烧室中沿轴向平稳运动，随着驱动压强的上升，隔塞运动的初始加速度增加，运动速度有所上升；对于

多孔隔板，由于隔板级间孔和隔塞对燃烧室内流场结构的干扰，导致多个隔塞在Ⅰ脉冲燃烧室中的运动过程

异常复杂，出现转动和翻覆现象；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隔塞的运动速度、姿态和位置差异逐渐增大，合理的隔板

级间孔设计可以有效避免隔塞在喷管喉部处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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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ｌｓ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ｉｃｅ

　　为实现固体火箭发动机能量的最优管理，提

出了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以下简称双脉冲发

动机）的概念［１］。该发动机采用脉冲隔离装置将

燃烧室分隔为多段，且共用一个喷管，实现了推力

的间歇式释放，并可根据任务需求，合理调节推力

分配以及两级脉冲间隔时间，满足现代战争对导

弹武器系统远射程、强机动性、易可控性、高末端

速度的指标要求。

脉冲隔离装置为双脉冲发动机关键核心技术

之一，根据其结构和材料的不同，可以分为金属膜

片式、陶瓷舱盖式、软质隔层式以及非金属隔塞式

等。目前，针对双脉冲发动机隔离装置的工作过

程，国内外学者相继展开了大量研究。国外Ｎａｕ

ｍａｎｎ、Ｓｔａｄｌｅｒ、Ｓｃｈｉｌｌｉｎｇ、Ｈａｒｏｌｄ、Ｊａｖｅｄ等
［２６］分

别针对脉冲隔离装置结构设计、实验验证、内流场

特性等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国内，王长辉、王伟、

付鹏等［７９］分别对陶瓷舱盖式、金属膜片式和软质

隔层式双脉冲发动机进行了有限元仿真、理论分

析和实验研究。张晓光等［１０］分析了双脉冲发动

机复合喷管绝热材料的传热烧蚀特性。尹自宾

等［１１］通过数值模拟研究了Ⅱ、Ⅲ脉冲工作状态下

脉冲隔离装置结构对双脉冲发动机三维内流场的

影响。刘伟凯等［１２］采用大涡模拟方法研究了隔

舱消融对双脉冲发动机燃烧室内压力振荡的影

响。杨春庆、李映坤等［１３１５］则分别对软质隔层式

和金属膜片式双脉冲发动机的Ⅱ脉冲点火过程进

行了数值模拟研究。

上述研究主要针对金属膜片式和软质隔层式

双脉冲发动机，而对于非金属隔塞式（下文简称为

隔塞式）双脉冲发动机的工作过程研究较少。国

外日本的Ｎｉｓｈｉｉ等
［１６］对设计的隔塞式双脉冲发

动机进行了实验研究，获得了两级脉冲发动机推

力时间曲线。国内李江等［１７］采用Ｘ射线高速实

时荧屏分析技术，展开了隔塞式双脉冲发动机Ⅱ

脉冲点火过程的内视研究。近几年，严登超等［１８］

对隔塞式双脉冲发动机的Ⅱ脉冲点火瞬态过程进

行了仿真研究。梅开等［１９］设计了一种以堵板和

塞子为主体结构的脉冲隔离装置，并通过实验研

究了其承压和打开工作过程。然而，隔塞式双脉

冲发动机Ⅱ脉冲点火工作过程中，Ⅰ脉冲燃烧室

内运动的隔塞会对燃烧室的局部热防护结构产生

影响，同时隔塞易聚集在喷管喉部附近，导致燃烧

室内的压力剧烈升高，从而引发爆炸事故。但是

目前鲜有双脉冲发动机隔塞运动特性的实验和仿

真研究公开报道。

本文以隔塞式双脉冲发动机为研究对象，设

计模拟Ⅱ脉冲点火的冷气冲击实验，对Ⅰ脉冲燃

烧室内隔塞的运动过程进行研究。同时基于嵌套

网格方法对隔塞的运动过程进行数值模拟，分析

隔塞运动过程中的燃烧室内流场演化过程。研究

成果可为隔塞式双脉冲发动机脉冲隔离装置结构

与喷管喉部的匹配设计，以及隔塞对燃烧室／喷管

绝热层的撞击损伤研究奠定基础。

１　实验系统与方法

１１　冷气冲击实验系统

为研究Ⅰ脉冲燃烧室内隔塞的运动过程，本

实验采用冷气冲击系统模拟Ⅱ脉冲发动机点火的

气流冲击，实验系统如图１所示，主要包括高压供

气系统、储气系统、过渡连接系统、实验发动机结

构和测试系统等组成，实验系统的详细设计见文

献［２０］。采用高压氮气罐向储气室中充气，并通

过减压阀调整储气室中的压力，以满足不同模拟

工况的要求。过渡连接系统通过法兰盘连接储气

室和实验发动机，其主要由刻槽金属膜片、撞针、

牵引磁铁闭锁器、活塞、螺纹杆等组成，储气室高

压气体与下游低压气体通过金属膜片隔开。实验

过程中，闭锁器控制撞针顶破金属膜片，储气室中

高压气体瞬间流入实验发动机测试段中，用于模

拟Ⅱ脉冲发动机点火过程中的压力瞬态冲击过

程，真实复现燃烧室内的激波、膨胀波、压缩波等

流动现象。

图２为隔塞式双脉冲实验发动机实验装置和

结构示意图，Ⅱ脉冲燃烧室内设置模拟药柱，用于

模拟发动机点火过程中燃烧室内的自由容积与流

动状态，Ⅰ脉冲燃烧室材料选用有机玻璃，便于观

察隔塞的运动。模拟装药的上游连接冷气冲击系

统的转接段，用来模拟Ⅱ脉冲点火器出口。脉冲

隔离装置由隔板和隔塞组成，其中隔板设置有级

７１２



航　空　动　力　学　报 第３６卷

图１　冷气冲击实验系统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ｃｏｌｄｇａｓｉｍｐａｃｔ

图２　隔塞式双脉冲实验发动机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ｕａｌｐｕｌｓ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ｍｏｔｏｒｗｉｔｈｐｌｕｇ

间孔，级间孔内安装隔塞，当Ⅰ脉冲工作时，隔塞

可以承受Ⅰ脉冲燃烧室内的高压燃气；当Ⅱ脉冲

点火工作时，隔塞被吹出隔板，在Ⅰ脉冲燃烧室内

运动。

１２　测试系统

测试系统主要由高速相机、同步器和计算机

组成，同步器用于控制高速相机的采集时间，且本

文假设隔塞进入视场时为零时刻。高速相机型号

为Ｐｈａｎｔｏｍ公司的６１０Ｌ，其采集最高频率达到

２０００００帧／ｓ，本文实验图片的采样频率为４１６６

Ｈｚ，时间间隔为０．２４ｍｓ。同时，在Ⅰ脉冲燃烧室

内壁面放置坐标纸，为隔塞运动过程的直接定性

观测提供参照；通过相同时间间隔内隔塞的运动

距离，计算得到隔塞的运动速度，每幅图像的隔塞

飞行距离采用基于灰度变化的图像处理技术进行

定位，处理方法精度为０．３ｍｍ。

１３　实验工况

储气室压力为０．５、１．０ＭＰａ和１．５ＭＰａ，脉

冲隔离装置隔板结构如图３所示，隔板外径为８６

ｍｍ，Ⅰ脉冲燃烧室长度为３００ｍｍ，喷管喉径为２３

ｍｍ，其中图３（ａ）为单孔隔板ａ，图３（ｂ）、图３（ｃ）和

图３（ｄ）分别为级间孔分布不同的９孔隔板ｂ、ｃ、

ｄ，图３（ｅ）为安装隔塞的隔板实物图，具体的工况

如表１所示。隔塞直径为６ｍｍ，单孔隔板隔

塞直径为１６ｍｍ，多孔隔板隔塞直径为１１ｍｍ。

图３　隔板结构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ｌａｐｂｏａｒｄ

表１　不同工况下的参数值

犜犪犫犾犲１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犪狊犲狊

工况 高压区压力／ＭＰａ 隔板类型

１ ０．５ ａ

２ １．０ ａ

３ １．５ ａ

４ １．０ ｂ

５ １．０ ｃ

６ １．０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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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１期 张继业等：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隔塞运动特性

隔板材料为４０Ｃｒ，隔塞材料为铝合金，所有隔塞

均由同一胚料加工而成，隔塞与隔板级间孔之间

过盈配合，保证隔板级间孔内表面和隔塞外表面

尺寸公差与加工精度一致，以减小摩擦力散布的

影响。

２　数值模拟方法与计算模型

２１　数值计算方法

隔塞运动过程中流体计算区域不断变化，控

制方程中需考虑网格运动，故采用任意拉格朗日

欧拉（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Ｅｕｌｅｒｉａｎ）描述的可压

缩非定常二维轴对称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



狋
犞

犝ｄ犞＋犛
犉ｃ－犉（ ）ｖ ·狀ｄ犛＝

犞

犎ｄ犞

（１）

式中犝 为守恒变量的一般形式；犉ｃ 为无黏通量；

犉ｖ为黏性通量；犎 为轴对称几何源项；犉ｃ＝犉犻＋

犌犼；犉ｖ＝犉ｖ犻＋犌ｖ犼；狀为控制体表面的法向量；

（犻，犼）表示直角坐标系两个坐标方向（狓，狔）的单位

矢量；犛为控制体面积；犞 为控制体体积；狋为时

间。以上各式的具体形式参考文献［２１］。

采用基于格心多块结构网格有限体积法对流

体控制方程进行求解，其中对流通量离散采用三

阶 ＭＵＳＣＬ（ｍｏｎｏｔｏｎｅ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ｓｃｈｅｍｅ

ｆｏ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ｓ）重构格式和 ＡＵＳＭＰＷ＋

（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ｂｙｐｒｅｓ

ｓ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ｗｅｉｇｈ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格式
［２２］，时间推进采

用双时间步 ＬＵＳＧＳ（ｌｏｗｅｒｕｐｐｅｒ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ＧａｕｓｓＳｅｉｄｅｌ）时间离散方法
［２３］。隔塞的运动采

用嵌套网格方法处理，通过“ｈｏｌｅｍａｐ”方法确定

洞边界［２４］，贡献单元的寻找采用矢量判别法［２５］，

计算方法的验证见文献［２１］。

图４　计算模型与边界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２２　计算模型及边界

将冷气冲击实验系统简化为二维轴对称模

型，以工况３为研究对象，计算模型与边界如图４

所示。计算初始时刻金属膜片上游为高压区域

（１．５ＭＰａ），下游为低压区域（０．１ＭＰａ），温度为

３００Ｋ，气体保持静止，出口设置为压力出口边界

条件，其余表面均设置为绝热无滑移壁面。

图５所示为计算模型网格划分，整个计算域

采用多块结构化网格，壁面处网格进行局部加密

处理，经网格无关性验证后选择的网格单元总数

约为２１．５万。图５中Ⅰ脉冲燃烧室网格为背景

网格（黑色），隔塞表面的贴体网格（红色）覆盖在

Ⅰ脉冲燃烧室的背景网格之上，隔塞运动过程中

贴体网格跟随隔塞运动，通过上述嵌套网格方法

处理物理量的搜寻与传递。隔塞运动规律采用牛

顿第二定律描述，作用在隔塞上的合力由其表面

压力积分得到。

图５　计算网格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ｓｈ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单个隔塞运动特性实验结果分析

图６所示为工况１下隔塞在Ⅰ脉冲燃烧室内

的运动轨迹（本文将隔塞进入视场瞬间定义为狋＝

０ｍｓ，图中水平方向为狓轴方向。从图中可以看

出，隔塞从隔板级间孔喷出后，在Ⅰ脉冲燃烧室内

的飞行姿态与在隔板级间孔中的安装状态保持一

致，且运动方向与燃烧室轴线方向基本平行，未发

生转动、翻覆等复杂刚体运动行为，隔塞运动过程

中与燃烧室壁面未发生碰撞。对于单孔隔板，隔

塞在Ⅱ脉冲高压气体的冲击作用下从隔板级间孔

喷出，随后在Ⅰ脉冲燃烧室中平稳运动。此外，通

过实验观察发现，对于单个中心轴上的隔塞，当其

运动至喷管收敛段时，并未与喷管收敛段壁面发

生碰撞，而是直接从喷管喉道内喷出。

通过相同时间间隔内隔塞的相对位置，计算

得到隔塞的瞬态运动速度，进一步处理得到隔塞

的运动速度随时间变化曲线，不同压力驱动下的

计算结果如图７所示。由图可见，随着驱动压力

９１２



航　空　动　力　学　报 第３６卷

图６　工况１下隔塞的运动轨迹（单位：ｍｓ）

Ｆｉｇ．６　Ｐｌｕｇ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ｆｏｒｃａｓｅ１（ｕｎｉｔ：ｍｓ）

图７　不同工况下隔塞的运动速度历程

Ｆｉｇ．７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ｌｕｇ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ｓｅｓ

的增加，隔塞的初始运动速度升高，这是因为较高

压呼驱动下隔塞表面受力较大，导致加速度升高，

工况１、工况２和工况３中隔塞从隔板级间孔喷

出的瞬时加速度值分别为５１．７９、６７．３４、１１０．５１

ｍ／ｓ２。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隔塞在Ⅰ脉冲燃烧

室中继续飞行，对于驱动压力为０．５ＭＰａ时（工况

１），隔塞的运动速度增加不明显，基本处于匀速运

动状态；当驱动压力为１．０ＭＰａ（工况２）和１．５

ＭＰａ（工况３）时，隔塞运动速度增加较为明显，远

大于０．５ＭＰａ工况下的运动速度值。同时，相对

于１．０ＭＰａ工况，１．５ＭＰａ工况下隔塞运动速度

增加幅度较小，这是由于随着驱动压力的逐渐升

高，隔塞离开隔板级间孔瞬间，高压气体在隔板级

间孔处出现雍塞现象所致。图８所示为狋＝３．６

ｍｓ不同驱动压力下隔塞在Ⅰ脉冲燃烧室内的运

动位置，由图可见，相比于０．５ＭＰａ工况情况，１．０

ＭＰａ和１．５ＭＰａ驱动压力下隔塞的相对位置较

图８　不同压力驱动下隔塞的运动位置（狋＝３．６ｍｓ）

Ｆｉｇ．８　Ｐｌｕｇ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狋＝３．６ｍｓ）

为接近。

３２　单个隔塞运动特性仿真分析

图９所示为工况３下隔塞在Ⅰ脉冲燃烧室运

动过程的马赫数演化历程。由图可见，隔塞从隔

板级间孔喷出后，Ⅱ脉冲燃烧室内的高压气体流

经隔板级间孔后突然释放，急剧压缩初始环境中

的空气，并与运动中的隔塞相互干扰，最终在Ⅰ脉

冲燃烧室前端内形成了复杂的流场结构。从图

９（ａ）和图９（ｂ）可以发现，高压气体从隔板级间孔

释放后，在Ⅰ脉冲燃烧室内逐渐开始膨胀加速，同

时受到运动中隔塞的阻碍作用，高压气体压缩空

气形成的冲击波主要在隔塞周围沿径向传播，在

隔塞后端（靠近隔板级间孔的端面）形成了一个马

赫环。此外，由于隔塞的运动速度远低于气体膨

胀后的流动速度，因此在隔塞后端面上形成了初

始脱体激波。

随着隔塞的持续加速运动，隔塞后端形成的

脱体激波更加明显，并与隔板级间孔下游形成的

马赫盘相互干扰，导致马赫盘产生了畸变。同时，

沿径向传播的冲击波与燃烧室壳体壁面相互作用

产生反射激波，如图９（ｃ）～图９（ｅ）所示。在狋＝

２．５ｍｓ时刻，马赫盘受隔塞运动的影响降至最

低，燃烧室内形成了完整的马赫盘，如图９（ｆ）所

示。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高压气体的持续膨胀

作用，Ⅰ脉冲燃烧室内逐渐形成一系列马赫盘，但

是隔塞与其他马赫盘的相互作用干扰强度逐渐

降低。

图１０所示为狋＝２．１６ｍｓ和狋＝３．８４ｍｓ时刻

隔塞运动位置仿真结果与实验拍摄图像的对比。

从图中可以看出，数值计算得到的隔塞运动位置

与实验结果吻合较好。图１１所示为隔塞的受力

情况以及运动速度的数值仿真结果与实验结果的

对比，由图可知，隔塞喷出隔板级间孔后，受到隔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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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隔塞运动过程中的马赫数演化历程

Ｆｉｇ．９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ｃｈｎｕｍｂｅｒｄｕｒｉｎｇｐｌｕｇｍｏｔｉｏｎ

板级间孔后高速气流的冲击，隔塞所受作用力瞬

间增大，引起了隔塞运动速度的增加。随着隔塞

向下游运动，作用在隔塞上的力逐渐减小，隔塞的

加速度逐渐减小，导致了隔塞的运动速度上升速

率变缓，６ｍｓ后隔塞运动速度约５０ｍ／ｓ。由图１１

中工况３下的隔塞运动速度数值模拟结果与实验

值的对比可知，两者总体趋势一致，但是在初始运

动阶段有一定差异，最大误差为１６．９％，平均误

差为７．９％。这是因为本文计算模型中，未考虑

图１０　隔塞运动位置的仿真结果与实验拍摄图像

对比（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ｌｕｇｍｏ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ｕｎｉｔ：ｍｍ）

图１１　隔塞受力以及运动速度的仿真结果与实验值对比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ｒｃｅａｎ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

ｐｌｕ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隔塞与隔板级间孔之间摩擦力的影响，作用在隔

塞表面的初始压力值较小，隔塞在较小的压力下

就从隔板级间孔喷出，导致隔塞运动速度较小，影

响隔塞喷出后与燃烧室内马赫盘的相互干扰过

程。此外，实际隔塞飞行过程具有一定的偏转角

度，本文数值仿真假设隔塞严格沿着轴线运动，影

响了隔塞合力计算的准确性。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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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多个隔塞运动特性的实验结果分析

随着脉冲隔离装置中隔板级间孔数量的增

加，由于隔板级间孔和隔塞对高压气体流动过程

的干扰，导致Ⅰ脉冲燃烧室中的运动过程异常复

杂。图１２所示为工况４中９个隔塞在不同时刻

的运动轨迹，对于ｂ型隔板结构（如图３（ｂ）所

示），当高压气体流动至隔板表面时，位于轴线和

轴线附近的共计５个隔塞首先喷出，且运动的同

步性较好，而最外圈４个隔塞的喷出存在一定延

迟，约为０．９６ｍｓ，如图１２（ａ）和图１２（ｂ）所示，这

种延迟是由于作用在隔板Ⅱ脉冲一侧的瞬态压力

呈现出中心轴区域高、径向外围区域小的分布特

征所致。随着隔塞在Ⅰ脉冲燃烧室中持续飞行，

其运动姿态和相对位置发生较大改变：隔板中心

的隔塞位于最前端，轴线外圈４个隔塞紧随其后，

最外圈４个隔塞运动位置最靠后，如图１２（ｃ）和

图１２（ｄ）所示。同时，从图中可以发现，对于多个

隔板级间孔的工况，隔塞在运动过程中出现了转

动和翻覆现象，与单个隔塞运动过程相比，其水平

运动能力较弱。

为研究隔板级间孔分布对隔塞运动过程的影

响，图１３所示为工况４、工况５和工况６隔塞在

图１２　工况４条件下隔塞运动轨迹

Ｆｉｇ．１２　Ｐｌｕｇ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ｆｏｒｃａｓｅ４

图１３　工况４、工况５和工况６下隔塞运动轨迹

Ｆｉｇ．１３　Ｐｌｕｇ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ｏｆｃａｓｅ４，ｃａｓｅ５ａｎｄｃａｓｅ６

Ⅰ脉冲燃烧室中的运动过程对比。由图可见，对

于设置有多个级间孔的脉冲隔离装置，隔塞喷出

隔板级间孔后，在燃烧室内的运动速度、姿态和位

置并不一致，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差异越来越

大。这是因为一方面隔塞离开隔板级间孔的时间

不同步，如图１３（ａ）所示，图中明显可以发现中心

轴附近的隔塞首先喷出；另一方面，由于流经隔板

级间孔气流和多个隔塞的干扰，隔塞喷出瞬间燃

烧室内的激波、膨胀波、压缩波相互干扰，流场结

构异常复杂，导致隔塞表面的压力分布不断变化，

引起了隔塞运动姿态的不断变化。另外，多个隔

塞同时运动至喷管喉部会造成堵塞，导致燃烧室

内压力突升，影响发动机的结构完整性，因此隔塞

运动过程中应避免在中心轴附近的大量聚集。通

过对比发现，工况６的隔塞在中心轴附近过度集

中，所以在隔塞式脉冲隔离装置设计时，应当避免

采用如图３（ｄ）所示的级间隔板结构。而工况５

中隔塞在燃烧室内运动过程中分布较为分散，因

此在隔板结构设计时应该采用如图３（ｃ）的级间

孔分布形式，即中心轴设置４个隔塞，外圈分布５

个隔塞。

４　结　论

本文针对隔塞式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设

计并搭建了脉冲隔离装置隔塞运动过程冷气冲击

实验装置，对冷气冲击过程中隔塞的运动特性进

行了实验和仿真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１）对于单孔隔板，隔塞在Ⅰ脉冲燃烧室中沿

轴向平稳运动，未出现明显的转动和翻覆现象；随

着驱动压力的上升，隔塞运动的初始加速度增加，

隔塞在Ⅰ脉冲燃烧室中的运动速度有所增加。

２）采用动态结构嵌套网格方法，对冷气冲击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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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隔塞在燃烧室内的运动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

通过对比隔塞运动位置和速度的数值计算结果与

实验值，验证了基于嵌套网格的流场数值模拟方

法的可靠性。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隔塞运动过程

中流场结构，揭示了隔塞运动规律的形成机制。

３）对于多孔隔板，由于隔板级间孔和隔塞对

燃烧室内流场结构的干扰，导致多个隔塞在Ⅰ脉

冲燃烧室中的运动过程异常复杂，出现转动和翻

覆现象；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隔塞的运动速度、姿

态和位置差异逐渐增大，合理的隔板级间孔设计

可以避免隔塞在喷管喉部处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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