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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动热力学与总体设计

航空发动机进气旋流畸变研究综述 程邦勤，王加乐，冯路宁，尉　洋，王志多，李　军 （２４６５）!!

低速风洞进气道试验柱形分布式引射器优化设计

巫朝君，徐彬彬，张为卓，汤　伟，李　圆 （２４８２）!!!!!!!!!!!!!!!!!!!

非恒定增压式微尺度拉瓦尔喷管流动特性 许　啸，王园丁，张　军，沈　屹，沈　妍 （２４８９）!!!

直升机前飞旋翼桨尖涡定常质量射流控制计算 叶　舟，展凤江，徐国华 （２５０５）!!!!!!!!!

气体介质条件下的热电偶动态特性 杨兆欣，曾　星，张文清 （２５１４）!!!!!!!!!!!!!!

某飞行器推力矢量试验测力装置研制

苗　磊，李耀华，李建强，张　诣，何成军，徐志伟 （２５２１）!!!!!!!!!!!!!!!

高亚声速喷流近场的流声关联 王庆宇，刘琪麟，赖焕新 （２５３２）!!!!!!!!!!!!!!!

燃烧、传热、传质

带三棱锥体群通道流动和传热特性的数值模拟 鲍　锋，侯　昶，江裕荣 （２５４３）!!!!!!!!!

复杂构型水滴收集率的拉格朗日计算方法 任靖豪，易　贤，王　强，刘　宇，李维浩 （２５５３）!!!

采用二维贝叶斯方法求解旋转盘腔导热反问题 杨　阳，曹　楠，陈　航，罗　翔 （２５６２）!!!!!

旋转状态边界层速度场及温度场特性实验 李刚夫，李海旺，由儒全，夏双枝 （２５７３）!!!!!!!

航空活塞发动机用自增压喷嘴喷雾特性试验

楼煌强，魏民祥，刘　锐，季昊成，杨海青，常　诚 （２５８３）!!!!!!!!!!!!!!!

基于５００ＨｚＯＨＰＬＩＦ技术的超声速燃烧室火焰结构

叶家伟，张顺平，于　欣，陈　爽，任虹宇，赵延辉，彭江波，杨顺华 （２５９３）!!!!!!!

结构、强度、振动

基于深度学习的航空发动机不平衡故障部位识别 陈　果，杨默晗，于平超 （２６０２）!!!!!!!!

带非线性支撑的转子有限元模型求解方法 韩兵兵，丁　千 （２６１６）!!!!!!!!!!!!!!!

转子系统挤压油膜阻尼器设计与动力特性 贾胜锡，郑龙席，李胜远，梅　庆 （２６２６）!!!!!!!

黏弹阻尼器拉压疲劳损伤三维成像分析 张宝双，敖　波，丁　阳，江洪流，邬冠华 （２６３５）!!!!



叶轮机械

扩压叶栅角区吸力面造型设计及流动控制机理

李相君，董杰忠，崔义强，鲁　庆，尤付浩 （２６４２）!!!!!!!!!!!!!!!!!!!

风扇／压气机周向模态识别中传感器角度偏差的影响

柴鹏飞，张智伟，孙宗翰，田　杰，欧阳华 （２６５４）!!!!!!!!!!!!!!!!!!!

动力传输

球柱联合转台轴承摩擦力矩特性 张占立，张开哲，王恒迪，张文虎，刘延斌，李云峰 （２６６４）!!!

直升机主减速器传动效率试验方法 王　迪，夏海纯，倪　德，王永红，裴宜钦 （２６７３）!!!!!!

火箭发动机

焊缝补强方式对大直径贮箱箱底承载性能影响

胡正根，湛利华，董曼红，刘观日，李　斌，常志龙 （２６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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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ｉｎｌｅｔｓｗｉｒｌ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ＨＥＮＧＢａｎｇｑｉｎ，　　　!!!!!!!!!

ＷＡＮＧＪｉａｌｅ，ＦＥＮＧＬｕｎｉｎｇ，ＹＵＹａｎｇ，ＷＡＮＧＺｈｉｄｕｏ，ＬＩＪｕｎ （２４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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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ＵＸｉａｏ，ＷＡＮＧＹｕａｎｄ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ＳＨＥＮＹｉ，ＳＨＥＮＹａｎ （２４８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ｒｏｔｏｒｔｉｐｖｏｒｔｅｘｉｎｆｏｒｗａｒｄｆｌｉｇｈｔｕｓｉｎｇｓｔｅａｄｙａｉｒｍａｓｓ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ＹＥＺｈｏｕ，ＺＨＡＮＦ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ＸＵＧｕｏｈｕａ（２５０５）!!!!!!!!!!!!!!!

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ｒｍｏｃｏｕｐｌｅｉｎｇａｓｍｅｄｉｕｍ

ＹＡＮＧＺｈａｏｘｉｎ，ＺＥＮＧＸ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Ｗｅｎｑｉｎｇ （２５１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ｆｏｒ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ｆｏｒａｎ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ｔｈｒｕｓｔｖｅｃｔｏｒｉｎｇｔｅｓｔ

ＭＩＡＯＬｅｉ，ＬＩＹａｏｈｕａ，ＬＩＪｉａｎｑ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ｉ，ＨＥＣｈｅｎｇｊｕｎ，ＸＵＺｈｉｗｅｉ（２５２１）!!

Ｆｌｏｗ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ｎｅａｒ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ｈｉｇｈｓｕｂｓｏｎｉｃｊｅｔ

ＷＡＮＧＱｉｎｇｙｕ，ＬＩＵＱｉｌｉｎ，ＬＡＩＨｕａｎｘｉｎ （２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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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ｏｗａｎｄ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ｐａｓｓａｇｅｗｉｔｈ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ｐｙｒａｍｉｄｓ ＢＡＯＦｅｎｇ，ＨＯＵ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ｒｏｎｇ （２５４３）!!!!!!!!!!!!!!!

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ｆｏｒｃｏｍｐｌｅｘ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ＮＪｉｎｇｈａｏ，ＹＩＸｉａｎ，ＷＡＮＧＱｉａｎｇ，ＬＩＵＹｕ，ＬＩＷｅｉｈａｏ （２５５３）!!!!!!!!!!

Ｕｓｅ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ｓｏｌｖｅｉｎｖｅｒｓｅｈｅａｔ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ｆｏｒｒｏｔａｔｉｎｇ

ｄｉｓｃｃａｖｉｔｙ ＹＡＮＧＹａｎｇ，ＣＡＯＮａｎ，ＣＨＥＮＨａｎｇ，ＬＵＯＸｉａｎｇ （２５６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

ＬＩＧａｎｇｆｕ，ＬＩＨａｉｗａｎｇ，ＹＯＵＲｕｑｕａｎ，ＸＩＡＳｈｕａｎｇｚｈｉ（２５７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ｓｐｒａ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ｅｌ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ｅｄ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ｆｏｒ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ｐｉｓｔ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ｓ

ＬＯＵＨｕａｎｇｑｉａｎｇ，ＷＥＩＭｉｎｘｉａｎｇ，ＬＩＵＲｕｉ，ＪＩＨａｏｃｈｅｎｇ，　　　!!!!!!!!!!!

ＹＡＮＧＨａｉｑ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ｇ （２５８３）

Ｆｌａｍ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ｓｕｐｅｒｓｏｎｉｃ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ｃｈａｍｂ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５００ＨｚＯＨＰＬＩ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ＹＥＪｉａｗｅｉ，ＺＨＡＮＧＳｈｕｎｐｉｎｇ，ＹＵＸｉｎ，ＣＨＥＮＳｈｕａｎｇ，　　　!!!!!!!!!!!!

ＲＥＮＨｏｎｇｙｕ，ＺＨＡＯＹａｎｈｕｉ，Ｐ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ｂｏ，ＹＡＮＧＳｈｕｎｈｕａ（２５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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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ｆａｕｌｔ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ＨＥＮＧｕｏ，ＹＡＮＧＭｏｈａｎ，ＹＵＰｉｎｇｃｈａｏ （２６０２）!!!!!!!!!!!!!!!!!!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ｒｏｔｏｒ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ｕｐｐｏｒｔ

ＨＡＮＢｉｎｇｂｉｎｇ，ＤＩＮＧＱｉａｎ （２６１６）!!!!!!!!!!!!!!!!!!!!!!!!!

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ｑｕｅｅｚｅｆｉｌｍｄａｍｐｅｒｆｏｒｒｏ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

ＪＩＡＳｈｅｎｇｘｉ，Ｚ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ｘｉ，ＬＩＳｈｅｎｇｙｕａｎ，ＭＥＩＱｉｎｇ （２６２６）!!!!!!!!!!!!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ｅｎｓｉｏｎ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ａｔｉｇｕｅｄａｍａｇｅｉｎｖｉｓｃ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ｄａｍｐｅｒ

ＺＨＡＮＧＢａｏｓｈｕａｎｇ，ＡＯＢｏ，ＤＩＮＧ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Ｈｏｎｇｌｉｕ，ＷＵＧｕａｎｈｕａ（２６３５）!!!!

犜狌狉犫狅犿犪犮犺犻狀犲狉狔

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ｄｉｆｆｕｓｅｒｃａｓｃａｄｅｃｏｒｎｅｒｓｕｃｔｉ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

ＬＩＸｉａｎｇｊｕｎ，ＤＯＮＧＪｉｅｚｈｏｎｇ，ＣＵＩＹｉｑｉａｎｇ，ＬＵＱｉｎｇ，ＹＯＵＦｕｈａｏ （２６４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ｅｎｓｏｒａｎｇｌｅ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ｎｆａｎ／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ａｚｉｍｕｔｈａｌｍｏｄ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ＣＨＡＩＰｅｎｇｆｅｉ，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ｗｅｉ，ＳＵＮＺｏｎｇｈａｎ，ＴＩＡＮＪｉｅ，ＯＵＹＡＮＧＨｕａ（２６５４）!!!

犘狅狑犲狉犜狉犪狀狊犻犿犻狊狊犻狅狀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ｔｏｒｑｕ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ｂａｌｌｒｏｌｌｅ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ｔｕｒｎｔａｂｌｅｂｅａｒ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Ｚｈａｎｌｉ，ＺＨＡＮＧＫａｉｚｈｅ，ＷＡＮＧＨｅｎｇｄｉ，　　　!!!!!!!!!!!!!!!

ＺＨＡＮＧＷｅｎｈｕ，ＬＩＵＹａｎｂｉｎ，ＬＩＹｕｎｆｅｎｇ （２６６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ｆｏｒ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ｍａｉｎｇｅａｒｂｏｘ

ＷＡＮＧＤｉ，ＸＩＡＨａｉｃｈｕｎ，ＮＩＤｅ，ＷＡＮＧＹｏｎｇｈｏｎｇ，ＰＥＩＹｉｑｉｎ （２６７３）!!!!!!!!

犚狅犮犽犲狋犈狀犵犻狀犲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ｗｅｌｄ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ｎｂｅａｒ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ｌａｒｇ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ｔａｎｋｂｏｔｔｏｍ

ＨＵＺｈｅｎｇｇｅｎ，ＺＨＡＮＬｉｈｕａ，ＤＯＮＧＭａｎｈｏｎｇ，ＬＩＵＧｕａｎｒｉ，　　　!!!!!!!!!!

ＬＩＢｉｎ，ＣＨＡＮＧＺｈｉｌｏｎｇ （２６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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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气道／发动机匹配问题历来是制约航空发

动机研发的最主要问题之一，进气道为发动机提

供的流场品质会直接影响发动机的性能和稳定工

作状态［１２］。而进气畸变是影响进气道／发动机匹

配的主要影响因素，按照畸变参数，进气畸变可以

分为总压畸变、总温畸变、旋流畸变、静压畸变、平

面波和复合畸变等［３］，就目前研究现状而言，对发

动机性能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前三种畸变类型。

在进气畸变的研究历程中，最初旋流畸变并

不是进气道／发动机相容性评估中的重点。这是

因为早期推进系统结构简单，主要为直进气道，旋

流畸变现象并不明显，研究人员认为总压畸变是

机身与发动机不相容的根本原因，而旋流畸变是

伴随着总压畸变产生的衍生现象［４５］。此外，许多

军用飞行器的发动机带有可以减弱旋流畸变的进

口导流叶片。因此在早期，研究人员对进气畸变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总压畸变或总温畸变。美国机

动车工程师协会（ＳＡＥ）已经分别于１９８３年和

１９７８年颁布了关于燃气涡轮发动机进口总压畸

变和总温畸变研究与评定方法的相关规范———

ＡＲＰ１４２０和 ＡＩＲ１４１９等
［６７］。然而，随着大涵

道比发动机以及翼身融合体构型和Ｓ弯进气道的

出现，旋流畸变逐渐地独立于总压畸变成为进气

道与发动机相容性研究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但值

得关注的是，旋流畸变并非单独存在，在发动机进

口的畸变流场中，旋流畸变与总压畸变、总温畸变

等同时存在。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战斗机对隐身性能的要

求日益突出，以目前最先进的第五代战斗机为例，

其典型的４Ｓ指标
［８］为：高机动性（ｓｕｐｅｒｍａｎｅｕ

ｖ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超声速巡航（ｓｕｐｅｒｓｏｎｉｃｃｒｕｉｓｅ）、隐

身（ｓｔｅａｌｔｈ）、超视距攻击（ｓｕｐｅｒａｖｉｏｎｉｃｓｆｏｒｂａｔ

ｔｌ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为满足上述性

能，Ｓ弯等曲折进气道由于隐蔽性好、雷达反射面

积小等优势而广受设计者青睐，国内外的先进战

斗机广泛采用了Ｓ弯进气道、埋入式进气道以及

ｄｉｖｅｒｔｅｒｌｅｓｓｓｕｐｅｒｓｏｎｉｃｉｎｌｅｔ（ＤＳＩ）等进气道。然

而这些进气道在提高战斗机隐身性、机动性、减轻

战斗机质量的同时，其弊端也不可避免地凸显出

来，进气道出口的旋流畸变会直接威胁到发动机

的稳定工作。例如，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欧洲研制狂

风（Ｔｏｒｎａｄｏ）战斗机便采用了Ｓ弯进气道，在研

制过程中开展了充分的总温、总压畸变评估。在

地面实验时，发动机工作稳定，但试飞过程中，在

特定飞行条件下，发动机发生了喘振，后经调查，

直接原因就是旋流畸变。此外，战斧（Ｔｏｍａｈａｗｋ）

巡航导弹、Ｆ３５Ｂ在试飞和使用过程中也都出现过

因旋流畸变而导致发动机不稳定工作［９１０］。

本文对国内外发动机进气旋流畸变的研究现

状进行了总结，重点对旋流畸变的来源、旋流畸变

的模拟、旋流畸变对压气机和发动机性能影响以

及旋流畸变的抑制等方面进行了归纳和提炼，并

指出当前旋流畸变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下一步

发展趋势。

１　旋流畸变的来源

旋流畸变通常由翼身融合体飞机、埋入式弯

曲型进气道以及机身和地面形成的发动机吸入涡

产生，当发动机进口气流角分布不均匀时会出现

进口旋流畸变。迄今为止，研究已发现十余种不

同的旋流畸变。Ｓ１６委员会于２０１０年编写并颁

布了旋流畸变评价的相关标准———ＡＩＲ５８６８《Ａ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ｉｎｌｅｔｓｗｉｒｌ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１０］，

标准将旋流畸变分为四种主要的类型：整体涡旋

流畸变、对涡旋流畸变、集中涡（缠绕涡）旋流畸变

和横向涡旋流畸变，其中整体涡和对涡旋流畸变

是最常见的形式，在现役绝大多数战斗机进气道

中都会产生。而集中涡和横向涡旋流畸变是较为

特殊的旋流，一般只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如集

中涡一般在地面或近地条件下吸入地面旋涡时产

生。横向涡一般在特殊设计的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或升力风扇进气道中产生。强烈的旋流畸变对于

推进系统性能和稳定性有较大影响［１０１１］。

在介绍旋流畸变的类型之前，需介绍一个重

要的定义：旋流角。将旋流角（γ）定义为发动机进

口气流的周向速度分量与轴向速度分量之比。旋

流角的定义式为

γ＝ａｒｃｔａｎ
犝θ
犝（ ）
狓

（１）

式中犝θ表示气动交界面（ＡＩＰ）上某点周向速度

分量，犝狓 表示ＡＩＰ上某点轴向速度分量。

下面介绍四种主要类型的旋流畸变及其产生

来源。

１１　整体涡旋流畸变

整体涡旋流畸变是进气道旋流畸变的基本形

式之一，在布置有Ｓ型进气道或者做战术机动产

生攻角或侧滑角的飞机中广泛存在。当发动机进

口气流都沿同一方向旋转时就会形成整体涡旋流

畸变。如果气流旋转方向和压气机旋转方向相

同，则称之为正向（或同向）整体涡旋流畸变，如图

６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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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ａ）；反之，如果旋转方向相反则称之为负向（或

反向）整体涡旋流畸变，如图１（ｂ）。其中γ和θ

分别代表旋流角和周向位置。

图１　整体涡旋流畸变周向速度矢量和旋流角周向

分布［１２］

Ｆｉｇ．１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ｅ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ｗｉｒｌａｎｇｌ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ｗｉｔｈ

ｂｕｌｋｓｗｉｒｌ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１２］

整体涡旋流畸变可以由许多进气道外部或内

部机械装置产生，并且此类旋流畸变对外部流动条

件较为敏感。例如，当外部产生的大尺度旋涡被吸

入皮托式进气系统（Ｐｉｔｏｔｓｔｙｌｅｉｎｌｅ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ＩＰ

上就会产生整体涡旋流畸变，如图２所示。这种

大尺度的外部旋涡可能由外部机身部件产生，比

如说翼尖旋涡或者侧滑时机身产生的旋涡。而内

部机械装置产生整体涡旋流畸变是进气系统几何

图２　大尺度旋涡吸入进气道产生整体涡旋流畸变

示意图［１０］

Ｆｉｇ．２　Ｂｕｌｋｓｗｉｒｌｄｉｓｔｒｏ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ｉｎｇｅｓｔｉｎｇ

ａ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ｖｏｒｔｅｘｉｎｔｏｔｈｅｉｎｌｅｔ
［１０］

特征与来流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整体涡

旋流畸变可能在辅助动力装置（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ｐｏｗｅｒ

ｕｎｉｔ，ＡＰＵ）、航海和工业发动机上比较常见的腔

室型进气道中形成发展。以横向流条件下的腔室

型进气道（ｐｌｅｎｕｍｓｔｙｌｅｉｎｌｅｔ）为例，说明进气旋

流畸变在进气室中的发展。如图３所示，横向流

以与旋转轴正交的方向进入腔室型进气道将导致

压气机进口整体涡旋流畸变的形成。

图３　横向流条件下腔室型进气道中整体涡旋流畸变的

形成［１０］

Ｆｉｇ．３　Ｂｕｌｋｓｗｉｒｌ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ｉｎｐｌｅｎｕｍｓｔｙｌｅ

ｉｎｌｅｔｉｎｃｒｏｓｓｗｉｎｄ
［１０］

Ｓ弯进气道是另一种常见的产生整体涡旋流

畸变的进气装置。出于隐身性能的考虑，一些高

性能战斗机和巡航导弹常采用这种进气道。当含

有静压梯度的Ｓ弯气流与转折面相互作用，会产

生与转折面正交的总压梯度，来流经过这一非轴

对称的总压梯度就会产生整体涡旋流畸变。和正

交于转折面的压力梯度相关的旋涡是出口转折面

整体涡旋流畸变产生的必要条件。

导致Ｓ弯进气道整体涡旋流畸变开端的总压

梯度来源于进气道进口处当地的气流分流。图４

给出了横向流条件下一个Ｓ弯进气道沿竖直线垂

直旋转后的示意图。如图所示，由横向流气流分

离（垂直于管道转折面向外）产生的一个低压区导

致了低能流周向迁移到管道转折面的内半径处。

迁移导致了一个顺时针（从前向后看）的整体涡。

相反方向的横向流会产生旋转方向相反的整体

涡。横向流可能产生不同类型的整体涡旋流畸

变，这取决于发动机的旋转方向。

狂风战斗机在试飞中屡次出现发动机不稳定

工作的情况，研究发现导致其不稳定的原因是旋

流畸变。这种战斗机进气道的特点是安装在侧

边，并带有一个水平的转折面，如图５。起飞时高

流动性气流的摄入可能导致底部唇口气流分离，

分离在水平转折面向外方向产生低压区域，当这

一低压低能流通过进气道转折面并向内半径迁移

时，就为整体涡旋流畸变的形成创造了必要条件。

左侧和右侧进气道（从后向前看）将在 ＡＩＰ上产

７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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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横向流条件下垂直转折型进气道产生整体涡旋流畸变示意图
［１０］

Ｆｉｇ．４　Ｉｎｌｅｔｄｕｃｔｗｉｔｈａｔｕｒｎｗｉｌｌ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ａｂｕｌｋｓｗｉｒｌ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ｉｎｃｒｏｓｓｗｉｎｄ
［１０］

图５　狂风战斗机两侧进气道产生异向整体涡旋流

畸变示意图［１０］

Ｆｉｇ．５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ｂｕｌｋｓｗｉｒｌ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ｔｗｏｓｉｄｅｉｎｌｅｔｓｏｆＴｏｒｎａｄｏｆｉｇｈｔｅｒ
［１０］

生整体涡旋流畸变，但是因为进气道转折方向相

反，所以它们各自产生的整体涡旋转方向相反。

由于左侧和右侧发动机沿同一方向旋转，因此一

个进气道将产生负向整体涡旋流，而另一个产生

正向整体涡旋流。

超声速工作时，相同的侧面布局进气道在顶

部唇口分离条件下会产生与起飞时相反的整体涡

旋流畸变。在图５给出的例子中，当底部唇口气

流在大攻角条件分离时，左侧发动机会经历一个

负向的整体涡旋流畸变。如果在超声速飞行时唇

口顶部分离，每个进气道产生的整体涡旋转畸变

方向和图５中给出的相反，这时右侧发动机遭遇

负向整体涡旋流畸变。

１２　对涡旋流畸变

从产生旋流畸变的条件和实际情况来看，对

涡旋流畸变是最常见的旋流畸变类型。对涡旋流

畸变的形成可以从压力梯度和动量的角度解释。

如图６上方Ａ区域所示，能量分布均匀的理想流

体经过弯道，静压随着转折半径的增加而增加，以

此来平衡朝着壁面外侧的离心力，同时壁面外侧

流体的速度相应减小。相反壁面内侧静压降低，

同时流体速度相应增大。

由于从壁面到核心区流体速度从零变化到最

大值，因此实际上流体经过弯道时伴随着不均匀

的动量分布。加速移动的核心流在离心力和压力

作用下导致核心区向着弯道外侧偏离。靠近弯道

外侧的流体必须和逆压梯度达到协调，如图６上

方Ａ区域所示。靠近外侧的近壁面低能流体不

能穿过逆压梯度，转而移向弯道内侧的低压区域。

低能流向弯道内侧移动，高速核心流向弯道外侧

移动，这两者结合建立了两个二次流单元，如图６

下方Ｂ区域所示。

８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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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弯道中对涡旋流畸变形成的示意图
［１０］

Ｆｉｇ．６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ｉｒｅｄｓｗｉｒｌｄｉｓｔｒｏｔｉｏｎｉｎ

ａｄｕｃｔｂｅｎｄ
［１０］

流体经过一个转折面将产生一组对涡旋流畸

变（每转一组），流体经过两个转折面将产生两组

对涡旋流（每转两组）。每转一组对涡旋流表示经

过一个旋转周期，每个风扇／压气机叶片遭遇一组

对涡旋流；每转两组对涡旋流表示经过一个旋转

周期，每个叶片遭遇两组独立的对涡旋流。图７

给出了每转一组对涡和每转两组对涡的横截面示

意图及其旋流角的周向变化。

图７　对涡旋流畸变的速度投影矢量图
［１２］

Ｆｉｇ．７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ｅｃｔｏｒ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ｗｉｔｈ

ｐａｉｒｅｄｓｗｉｒｌ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１２］

另一种常见的对涡旋流畸变来源是腔室型进

气道，这种进气道在 ＡＰＵ上比较常见。图８给

出了一个典型的腔室型进气道，可以看到腔室聚

集气流并使其沿管道侧壁偏转，最终驱使气流进

入压气机喇叭口，图中腔室上部开放入口的箭头

指示了来流的方向。

对涡旋流畸变根据上游进口几何条件和气流

条件可能会有不同的形式，这表现为旋流角沿周

图８　由腔室型进气道产生的对涡旋流畸变
［１２］

Ｆｉｇ．８　Ｐｌｅｎｕｍｓｔｙｌｅｉｎｌｅ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ｐａｉｒｅｄ

ｓｗｉｒｌ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１２］

向的分布情况，如旋流角的周向平均值是否为

零。在横截面周向速度矢量上这种不同表现为

周向速度矢量是否成轴对称。一般情况下，根

据环面某一半径处的旋流角周向分布还不足以

确定整个环面的旋流情况，需要从叶根到叶尖

选择不同径向位置进行旋流角测量，进而确定

整个环面的旋流情况，如图９。此外，受上游几

何或者横向流条件影响，对涡旋流畸变可能会

转变为整体涡旋流畸变。

上文描述了一些能产生显著对涡旋流畸变的

图９　环面对涡旋流畸变模式示意图
［１２］

Ｆｉｇ．９　Ｐａｉｒｅｄｓｗｉｒｌ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ｒｉｎｇｓ
［１２］

９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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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气装置，如Ｓ弯进气道、腔室型进气道等。除此

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可以产生旋流畸变的情况，如

横截面为圆形的直进气道在风扇或者压气机前的

ＡＩＰ也可能发展出对涡旋流畸变。当发动机上游

气流带有总压畸变时，该气流在进入压气机之前

会发生重新分布。这是因为压气机进口需要一个

依赖于出口条件的特定换算流量分布。气流重新

分布的过程导致发动机入口气流发生偏转，此时

如果上游总压畸变是非轴对称的，就会产生弱对

涡旋流畸变。

１３　集中涡旋流畸变

地面进气旋流会引起一些问题，如发动机吸

入异物和稳定裕度损失，因此地面进气旋流也成

为许多研究的课题之一［１３１６］。集中涡是一种分布

较为紧密的旋涡，它可以由许多机械装置产生。

同整体涡和对涡旋流畸变相比，它的作用范围较

小。通常来说，集中涡旋流畸变会伴随周向总压

畸变，严重的低压区会导致发动机喘振。同时由

于进口条件的影响，进口旋流的位置非常不稳定，

因此集中涡旋流畸变通常是时变的。飞行器边条

翼上游或扩展翼前缘产生的翼尖涡以及吸附于地

面或者机身的旋涡等都是常见的集中涡旋流畸变

来源。

在地面或近地工作时，发动机中形成的旋涡

被称为地面进气旋涡或地面旋涡。一般而言，

地面进气旋涡的形成需要三个必要条件：聚集

气流的进气装置、附着旋涡的地面驻点和来流

涡量。以地面工作的飞机为例，进气道提供了

聚集气流的装置，跑道表面提供了旋涡附着点，

地面的边界层气流提供了需要的来流涡量。另

外，集中涡也可能附着于除地面外的其他表面。

如图１０，对于安装在机身的发动机，虽然其进口

相对远离地面，但是较为靠近机身表面，在飞行

器静止或近静止工作状态时，机身与进气道之

间或者机翼表面上游与进气道之间可能形成集

中涡旋流畸变。

图１０　装于机身的发动机产生的集中涡示意图
［１０］

Ｆｉｇ．１０　Ｅｎｇｉｎ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ｓｔｉｇｈｔｌｙｗｏｕｎｄｐａｉｒｅｄｖｏｒｔｅｘ
［１０］

研究表明集中涡旋流畸变的形成依赖于周围

环境的涡源、相对风向、风强度和邻近进气道的地

平面驻点。风吹过地面或者到达进口的气流有一

个垂直或水平速度分量会在发动机远上游形成剪

切气流，远上游的剪切气流实际上就是一种旋涡。

地面旋涡可以在无风、迎风、侧风和顺风条件下形

成，其大小和范围受风向的影响。一般情况下，侧

风条件下产生的旋涡强度明显高于无风条件。此

外，风向和速度也会影响ＡＩＰ上集中涡旋流畸变

的位置［１７］。

１４　横向涡旋流畸变

布局短直进气道的发动机在遭遇横向流时可

能会产生横向涡旋流畸变，在升力风扇、涡桨和涡

轴发动机上比较常见，它有别于对涡旋流畸变。

对涡旋流畸变旋流角大小和方向沿径向可能有较

大变化（图９），而横向涡旋流畸变旋流角大小和

方向沿径向的变化较小（图１１）。横向涡比值可

以用进气旋流周向速度与轴向速度之比来表示

（即旋流角的正切值）。

图１１　环面横向涡旋流畸变模式示意图
［１２］

Ｆｉｇ．１１　Ｃｒｏｓｓｆｌｏｗｓｗｉｒｌ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ｒｉｎｇｓ
［１２］

０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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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旋流畸变的评定

在发动机的研制过程中，对发动机进行稳定

性评估的主要目的是对飞行包线内所有可能出现

的进气畸变进行测试评估，在最严重的畸变条件下

实现可接受的发动机稳定工作范围，保证推进系统

在整个飞行包线内稳定工作，在发动机的整个生命

周期内不会出现重大的稳定性问题［３，１８１９］。为实

现这个目的，采用适当的畸变评价指标对畸变特

征进行捕捉进而评估畸变对发动机的影响是十分

必要的。文中第１节中介绍到旋流畸变主要分为

整体涡旋流畸变、对涡旋流畸变、集中涡旋流畸变

和横向涡旋流畸变四类主要类型，采取的旋流畸

变评价指标应能辨别出不同的旋流流场，并能评

判旋流强度等信息。

在早期，国内外针对畸变流动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压力畸变，因此当时提出的发动机综合畸变

指数也是基于压力这一参数提出的，例如俄罗斯

提出的发动机进口流场的综合畸变指数（犠），要

求进气道实验所获得的最大畸变指数低于规定

值。我国军标也有动态畸变指数、稳态畸变指数

以及综合畸变指数等，相应的欧美国家也有各自

的畸变指数。而随着Ｓ弯等弯折较多的进气道出

现后，研究人员发现仅仅依赖基于压力、温度等参

数所建立的畸变指数无法很好地解决新的问题，

因此针对旋流畸变问题，国内外前后提出了多种

评定方式和评价体系。

Ａｕｌｅｈｌａ
［２０］在表征旋流特性时用了珋τ８７这一参

数，其意为位于径向位置为０．８７犚ｍａｘ处的气流切

向流动角的平均值，犚ｍａｘ为进气道出口半径。郭

荣伟等也于１９８２年仿照压力畸变评价指标犇犆６０

建立了旋流指数犛犆６０
［２１２２］

另外还有一些研究人员根据研究的不同装备

提出了相应的评价指标，但得到普遍认可和关注

的主要有以下两种评价指标。

２１　基于珔τ８７的评价指标

彭成一等［２３］认为在旋流畸变领域，整体涡旋

流畸变是影响发动机稳定性的最主要旋流类型，

但研究人员对普遍存在的对涡旋流也相当关心，

结合狂风战斗机进气道／发动机相容性问题解决

经验，选取０．８７犚ｍａｘ处进行参数测量和相关评定。

其中整体涡强度用珋τ８７表示，珋τ８７为τ８７的平均值，τ８７

为０．８７犚ｍａｘ处的切向分速与管道流速的比值，此

比值由气流切向角δ决定，即ｔａｎδ。计算分析中，

为了分析方便起见，直接采用δ来表征珋τ８７的

数值。

旋流畸变评价指标为

整体涡指数

犛ｃｂ＝
珋τ８７

τ８７ ｍａｘ

（２）

　对涡强度

τｃｔ＝
τ８７，ｍａｘ－τ８７，ｍｉｎ

２
（３）

　对涡指数

犛ｃｔ＝
τ８７，ｍａｘ－τ８７，ｍｉｎ

２τ８７ ｍａｘ

（４）

式中犛ｃｂ与犛ｃｔ的意义在于它们鲜明地给出了旋流

流场在纯整体涡状态和纯对涡状态之间所居的位

置，即：纯整体涡时，犛ｃｂ＝１，犛ｃｔ＝０；纯对涡时，

犛ｃｂ＝０，犛ｃｔ＝１。

上文中的评价指标和测量位置的选取参考了

狂风战斗机的研制经验，但对于不同的发动机类

型，若仍选取０．８７犚ｍａｘ位置进行测量，其可靠性和

准确性便无法保证。

２２　犃犐犚５６８６

Ｓ１６委员会于２０１０年所公布的标准 ＡＩＲ

５６８６
［１０］给出了最新的旋流畸变评价指标体系，也

是当前最具权威和普适性的一套标准，为建立统

一的旋流畸变评价体系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ＳＡＥ
［２４２６］提出通过将畸变评价指标与压气机

的性能变化相关联，以量化畸变对特定类型发动

机性能和稳定性的影响，为日后新型发动机的设

计研究提供参考。这就要求畸变评价指标必须能

够捕捉到畸变的所有关键特征，并且独立于特定

类型的进气道、机身以及发动机。在建立了某类

畸变的全面数据信息后，其他类型畸变的信息也

可以类似地推断出来，这就使得一种发动机的研

发经验可以用于其他相似类型发动机的研发过

程，进而大大节约了研发成本。

ＳＡＥ提出的旋流畸变评价标准是在旋流角

的基础上，采用三个指标和两个子参数对旋流畸

变进行评价。三个指标分别为旋流扇区、旋流强

度和旋流方向，一个子参数为周向范围［２７］。

从ＡＩＰ的测环上可以得到测环上的旋流角

分布例如图１２所示。

１）旋流扇区

测环上旋流扇区的计算式为

犛＋ｓ犻，１ ＝
１

θ
＋
犻，１∫
θ
＋
犻，１

γ（θ）犻ｄθ （５）

１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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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测环上旋流角分布
［２７］

Ｆｉｇ．１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ｗｉｒｌａｎｇｌｅ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ｒｉｎｇ
［２７］

犛＋ｓ犻，２ ＝
１

θ
＋
犻，２∫
θ
＋
犻，２

γ（θ）犻ｄθ （６）

犛－ｓ犻，１ ＝
１

θ
－
犻，１∫
θ
－
犻，１

γ（θ）犻ｄθ （７）

犛－ｓ犻，２ ＝
１

θ
－
犻，２∫
θ
－
犻，２

γ（θ）犻ｄθ （８）

　图１２表示该环线上有两个正旋流扇区和两

个负旋流扇区，旋流扇区定量地表示正向旋流角

在该环线上的平均值犛＋ｓ 和负向旋流角在该环线

上的平均值犛－ｓ 。

２）旋流强度

测环上旋流强度的计算式为

犐ｓ（犻）＝


犿

犽＝１
（犛＋ｓ犻，犽·θ

＋
犻，犽）＋

犿

犽＝１
（犛－ｓ犻，犽 ·θ

－
犻，犽）

３６０

（９）

　旋流强度犐ｓ 描述了在给定环线上由旋流造

成的周向流动偏离轴向流动的畸变水平。

３）旋流方向

测环上旋流方向的计算式为

犇ｓ（犻）＝


犿

犽＝１
（犛＋ｓ犻，犽·θ

＋
犻，犽）＋

犿

犽＝１
（犛－ｓ犻，犽·θ

－
犻，犽）


犿

犽＝１
（犛＋ｓ犻，犽·θ

＋
犻，犽）＋

犿

犽＝１
（犛－ｓ犻，犽 ·θ

－
犻，犽）

（１０）

　旋流方向表征了在给定环线上旋流的整体趋

势，标准正向整体涡旋流畸变的旋流方向为１，标

准对涡旋流畸变的旋流方向为０。

４）旋流组数

测环上旋流组数的计算式为

犘ｓ（犻）＝


犿

犽＝１
（犛＋ｓ犻，犽·θ

＋
犻，犽）＋

犿

犽＝１
（犛－ｓ犻，犽·θ

－
犻，犽）

２·ｍａｘ｛犛＋ｓ犻，犽·θ
＋
犻，犽，犛

－
ｓ犻，犽·θ

－
犻，犽 ｝犽＝１，…，犿

（１１）

　旋流组数表示在给定环线上正向和负向旋流

区域的相对组数。标准整体涡旋流的旋流组数为

０．５，标准对涡旋流的旋流组数为１。

相比于珋τ８７旋流评价指标，ＡＩＲ５６８６给出的

评价指标更具普适性，但仍存有缺陷。对进气畸

变进行评定时通常需要提取压气机前 ＡＩＰ各测

环上的流场畸变信息，对于总压畸变，ＡＩＰ通常设

置在压气机进口前１．５倍外径处
［７］；对于旋流畸

变，ＳＡＥ对ＡＩＰ的选取进行了广泛测试，但由于

进气系统气动条件较为复杂，ＡＩＰ位置的选取仍

存在争议，需要根据特定的机身、进气道和发动机

的构型进行选取［１０］。

３　旋流畸变的模拟方法

在进行旋流畸变对发动机性能和稳定性影响

的实验研究时，一些小型飞行器或发动机可以直

接在风洞中模拟在飞行条件下由机身或进气道产

生的旋流畸变，但对于大型飞行器，在地面实验条

件下模拟实际飞行条件下形成的旋流畸变难度较

大，成本较高，有些甚至在地面实验条件下无法实

现。因此，为了降低地面实验的难度和成本，研究

人员通常会设计旋流畸变发生器模拟旋流畸变，

将发动机与旋流畸变发生器相连接，通过发动机

进口前的旋流畸变发生器产生旋流，测试发动机

性能和稳定性的变化情况，旋流畸变发生器的一

般设计过程为：由进气道出口目标旋流场选择合

理的旋流畸变发生器的类型，迭代设计旋流畸变

发生器并采用数值模拟进行大量的数值实验，然

后进行缩比模型吹风实验而最终完成旋流畸变模

拟器的设计或进一步修改。

已有的旋流畸变发生器主要包括以下四种

类型。

３１　转向叶片法

狂风战斗机研制后不久，Ｇｅｎｓｓｌｅｒ等
［２４］就提

出了为发动机地面实验设计旋流畸变发生器的两

种方法。其中一种方法是采用类似于发动机进口

导流叶片的转向叶片来产生旋流，图１３展示了这

种类型的旋流畸变发生器，其中图１３（ａ）能够产

生整体涡旋流畸变，图１３（ｂ）能够产生对涡旋流

畸变。

采用这种旋流畸变发生器产生的整体涡和对

涡旋流畸变与所需求的旋流场在形状上能够大致

匹配，但是在流场细节上，例如旋流角在截面上的

分布仍与目标旋流场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在

对涡旋流场中尤为明显。作者认为这是由于旋流

２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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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叶片式旋流畸变发生器
［２４］

Ｆｉｇ．１３　Ｖａｎｅｔｙｐｅｓｗｉｒｌ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２４］

畸变发生器采用直叶片的缘故，尤其是在大角度

旋流区域，如果采用弯曲型叶片则能够更加准确

地模拟所期望的旋流场。但以当时的制造工艺很

难精确实现弯曲型叶片的几何结构细节，而现代

的数字化制造工艺则更适合这种复杂几何结构的

转向叶片。

继Ｇｅｎｓｓｌｅｒ之后，Ｆｌｉｔｃｒｏｆｔ等
［２８］和 Ｇｏｖａｒｄ

ｈａｎ等
［２９］采用相似的旋流畸变发生器研究了整

体涡旋流畸变对压气机性能的影响。与之前的研

究类似，他们并没有生成在实际中由机身和进气

道产生的特定类型的旋流畸变，而是设计了两种

最大旋流角分别为８°和１０°的整体涡旋流发生

器，由于研究的重点在于风扇性能的变化情况，所

以并没有对旋流畸变发生器产生的旋流场进行量

化分析。

在国内，研究人员也基于转向叶片法模拟整

体涡和对涡等旋流结构。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的

姜健、邓小宝、叶飞等［２５，３０３１］设计了一种叶片式旋

流畸变发生器，通过改变叶片构型和布局能够产

生不同强度的整体涡、对涡以及偏移对涡。屠宝

锋等［３２］设计了一款可调叶片式旋流畸变发生器，

通过改变叶片组数和叶片出口转角来改变旋流的

种类和强度。空军工程大学的李军团队［３３３４］也基

于叶片式旋流畸变发生器开展了不同结构的旋流

模拟。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得知，转向叶片法制作简

单，对工艺要求较低，在当时加工工艺较低的背景

下，较好地实现了整体涡和对涡旋流的模拟。但

采用转向叶片仅能够生成一般样式的整体涡和对

涡旋流，这种方法不适用于产生更为复杂的旋流

畸变场，例如在实际飞行中由机身和进气道产生

的特定结构形式的旋流畸变流场。

３２　三角翼法

Ｇｅｎｓｓｌｅｒ等
［２４］的研究表明，具有一定攻角的

三角翼能够产生对涡旋流，对涡旋流的强度与三

角翼的攻角相关。如图１４所示，Ｐａｚｕｒ和Ｓｃｈｍｉｄ

等［３５３６］在风洞中设置三角翼并通过改变攻角产生

了不同强度的对涡旋流，进而研究了对涡旋流畸

变对压气机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对涡旋流畸变

使压气机的性能下降，效率降低。

图１４　三角翼式旋流畸变发生器
［３５］

Ｆｉｇ．１４　Ｄｅｌｔａｗｉｎｇｓｗｉｒｌ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３５］

三角翼式旋流畸变发生器与转向叶片法相

比，结构更加简单，能够方便地调节对涡的强度和

位置，并且加工制造的成本低、周期短。但其弊端

也十分突出，这种类型的旋流畸变发生器生成的

旋流种类比较单一，只适用于产生对涡旋流，不能

模拟出在实际飞行中产生的复杂结构形式的旋流

类型。

３３　旋流腔法

另一种产生旋流畸变的方法是使用旋流发生

管道，又称之为旋流腔。旋流腔的原理是使气流

从一定的角度进入旋流腔，通过改变腔室调节板

的数量、尺寸和位置在腔室出口产生不同类型的

旋流畸变，其中一种整体涡腔室型旋流畸变发生

器的结构如图１５所示。

图１５　腔室型旋流畸变发生器
［３７］

Ｆｉｇ．１５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ｗｉｒｌ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３７］

如图１６所示，通过改变旋流腔的进气方式可

以得到不同类型的旋流畸变。Ｓｈｅｏｒａｎ和Ｂｏｕｌ

３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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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腔室型旋流畸变发生器的工作原理
［３７］

Ｆｉｇ．１６　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ｃｈａｍｂｅｒｓｗｉｒｌ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３７］

ｄｉｎ等
［３７３８］对设计的旋流腔进行ＣＦＤ数值模拟，

得到了几种不同类型的旋流畸变，包括整体涡、对

涡及偏移对涡旋流畸变。

在此之后，Ｄａｖｉｓ等
［３９］拟采用腔室型旋流畸

变发生器与Ｆ１０９涡扇发动机联合实验以测试旋

流畸变对发动机的影响，但由于旋流腔产生的旋

流畸变控制难度很大，因此仅进行了腔室型旋流

畸变发生器的测试，最终放弃了与Ｆ１０９发动机

的联合实验。

在国内，空军工程大学的程邦勤团队［４０］利用

腔室型旋流畸变发生器模拟不同强度的整体涡和

对涡旋流畸变，并开展了旋流畸变对压气机性能

影响的相关研究。

腔室型旋流畸变发生器的优点在于可以通过

改变进气方式和调节挡板产生多种不同类型的旋

流，并且腔室型结构在发动机前没有类似于转向

叶片和三角翼这种易断裂和吸入发动机的不稳定

结构。但是腔室型旋流畸变发生器仍然只能产生

一般结构形式的旋流畸变场，不能模拟出在实际

飞行中产生的复杂结构形式的旋流类型，并且只

能对产生的旋流场进行粗略调整，不能对流场细

节进行精确控制。

３４　畸变网法

Ｈｏｏｐｅｓ等
［４１］基于叶片法设计了旋流畸变网

式的旋流畸变发生器。Ｎｅｌｓｏｎ等
［４２］利用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ｍａｇｅｖｅｌｏｃｉｍｅｔｒｙ（ＰＩＶ）技术对采用畸变网法设

计的旋流畸变发生器进行了流场测量，证明了该

方法的有效性。可根据目标图谱设计相应的畸变

网，结构稳定，模拟精度高。这种旋流畸变网的突

破性在于可以模拟任意结构样式的旋流图谱，打

破了以往旋流畸变发生器只能模拟整体涡和对涡

旋流的局限性。国内，空军工程大学的张磊等［４３］

也开展了相关研究，图１７是根据某型Ｓ弯进气道

出口旋流图谱以及某型翼身融合体布局飞机发动

机进口旋流设计的旋流畸变网。

图１７　畸变网式旋流畸变发生器
［４３］

Ｆｉｇ．１７　Ｓｔｒｅａｍｖａｎｅｓｗｉｒｌ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４３］

虽然旋流畸变网法结构稳定，模拟精度高，控

制简单，但是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旋流畸变网设计过程繁琐，需根据目标

流场反复调整叶片稠度、弦长以及安装角等叶型

参数。为提高设计效率，缩短设计时间成本，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的叶飞［４４］基于紊流涡模型以及线

性叠加理论建立了旋流模拟理论模型，并编写了

软件，输入旋流涡数量及相关旋流参数，即可较为

准确地设计旋流畸变网。空军工程大学的王加乐

等［４５］基于所设计的可控扩散叶型（ＣＤＡ叶型）叶

型，探究了叶片稠度、ＡＩＰ位置、安装角增量、马赫

数以及圆形旋流畸变网的直径等参数对叶片生成

旋流的影响，并拟合出计算公式，有效缩短了设计

时间。

其二，每个旋流畸变网仅能模拟一个流场，而

进气道在实际飞行中会随着飞机飞行姿态、飞行

状态的变化产生大量的不同结构、不同强度的流

场，若采用旋流畸变网来复现这些流场，必定需要

设计大量的旋流畸变网，通过更换不同的旋流畸

变网来实现不同的畸变流场模拟，若通过旋流畸

变网模拟一个飞行包线进气道出口的所有流场，

其模拟效率极低，每个旋流畸变网的利用程度极

低，造成资源过度浪费，还要在实验台更换不同的

旋流畸变发生器来模拟不同的目标流场，在实验

时要频繁开关电动机或者频繁开车、停车，每次实

验前调整校核实验台状况。如何构建一个模拟精

度高、利用率高、适用性强的虚拟／模拟进气模型

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４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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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流畸变发生器通常安装在压气机前的圆形

管道，当气流流经旋流畸变发生器后，会产生强度

较大的旋涡，流场紊流度很高，随着产生的涡系结

构向下游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涡系的掺混

作用及管道附面层的阻滞作用，旋流强度将会降

低，流场紊流度会降低，流场将更趋于均匀，因此

在旋流畸变发生器下游的流场是变化的，这便要

求在旋流畸变发生器下游选定一个合理而稳定的

截面作为ＡＩＰ，在设计旋流畸变发生器时，应将目

标流场与ＡＩＰ的旋流场进行对比，在过去的研究

中虽然对ＡＩＰ的选取位置仍存有争议，但较普遍

地认为ＡＩＰ选取在旋流畸变发生器下游１倍管

径附近是较为合理的。

设计完旋流畸变发生器后，如何评价其性能

的优劣也是研究人员关注的一个问题。首先应对

比目标流场与ＡＩＰ流场的整体图谱，主要对比速

度矢量场与旋流角云图的相似程度。其次应在流

场中设置测环（图１１），在测环的基础上，对比分

析旋流角以及相关的旋流畸变评价指标，深层次

地对比流场的相似程度，进而评判旋流畸变发生

器的性能。

４　旋流场的测量

旋流畸变研究离不开旋流场的测量，无论是

进气道出口旋流场或者是模拟器下游的旋流场，

都必须进行旋流测量。与压力场、温度场的测量

相比，旋流测量相对繁杂一些。目前传统的办法

是多孔探针测量，例如最常用的五孔探针，这是一

种非常实用、非常麻烦而技术含量又不高的测量

方法，牵涉到小直径的多孔探针和探针耙研制、校

准、实际测量等一系列繁琐的工作，当然也可以采

用热线或其他可能的电子测量仪来测量。

本文重点介绍当前应用最广泛的五孔探针测

量方法。一种五孔探针如图１８所示
［４６］。

五孔探针是高效测量三维流场的有力工具，

五孔探针根据使用方法可分为三类：全对向测

量、半对向测量以及不对向测量。其中全对向

测量要求探针中间的孔要完全对准气流，这是

不容易做到的，因此很少采用此种测量方法。

半对向测量的探针尾部带有角度盘，气流角α可

以通过该盘读出，实验中仅需测量偏转角β和气

流速度大小。但该方法不利于将数据统一集成

处理，当测量点较多，需测量的流场较为复杂

时，大多采用不对向测量的方法。下面介绍两

种不对向测量方案。

图１８　五孔探针
［４６］

Ｆｉｇ．１８　Ｆｉｖｅｈｏｌｅｐｒｏｂｅ
［４６］

４．１　不对向测量方案一

首先，根据探针标定的五个孔的数据，可计算

获得俯仰角系数犓α 和偏航角系数犓β，基于犓α、

犓β和α、β可绘制特性网图犓α、犓β＝犳（α，β），即可

根据测量数据计算获得的犓α、犓β 在特性网图中

查到α和β。

图１８展示了一种五孔探针的结构示意图，在

探头上有五个孔，分别标为１～５号，对应的探针

尾部接头的长度由短至长，测得的压力值编为

狆１～狆５。其中犓α、犓β计算式如下：

犓α ＝
狆３－狆１

（狆２－狆１）－（狆２－狆３）
（１２）

犓β＝
狆５－狆４

（狆２－狆４）－（狆２－狆５）
（１３）

获得犓α、犓β 便可在五孔探针特性网图犓α、

犓β＝犳（α，β）中查找相应的α和β。进一步计算速

度系数犓ｖ。

犓ｖ＝
ρ狏

２／２

狆２－狆３
（１４）

根据α和β可从五孔探针的速度特性图犓ｖ＝

犳（α，β）中查找 犓ｖ 值，再由公式可计算获得

ρ狏
２／２，其中ρ代表当地大气密度，狏代表当地气

流速度。

根据狆１～狆５ 可计算获得犓１。

犓１ ＝
狆１－狆３

狆２－（狆１＋狆３＋狆４＋狆５）／４
（１５）

　根据犓１ 和α可在总压特性图中查出总压系

数犓０，这样便可计算获得总压狆０，再根据动压头

便可计算获得静压，最终获得总压狆０、静压狆ｓ以

及α、β。

犓０ ＝
狆２－狆０

狆２－（狆１＋狆３＋狆４＋狆５）／４
（１６）

狆ｓ＝狆０－ρ狏
２／２ （１７）

５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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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不对向测量方案二

方案的测量思路为，根据五个孔测量的压力，

计算获得犓α、犓β，便可在五孔探针特性网图犓α、

犓β＝犳（α，β）中查找相应的α和β。根据α和β在

五孔探针的总压特性图上犓０＝犳（α，β）上查到总

压系数，计算总压，再根据α和β从五孔探针的速

度特性图上犓ｖ＝犳（α，β）查得动压系数，计算获得

动压，最终获得静压。

俯仰角系数

犓α ＝
狆３－狆１

狆２－（狆１＋狆３＋狆４＋狆５）／４
（１８）

　　偏航角系数

犓β＝
狆５－狆４

狆２－（狆１＋狆３＋狆４＋狆５）／４
（１９）

　　总压系数

犓０ ＝
狆０－狆２

狆２－（狆１＋狆３＋狆４＋狆５）／４
（２０）

　　动压系数

犓ｄ＝
狆０－狆ｓ

狆２－（狆１＋狆３＋狆４＋狆５）／４
（２１）

　　速度系数

犓ｖ＝
（狆１＋狆３＋狆４＋狆５）／４

狆２
（２２）

　　五孔探针往往配合压力传感器与数据采集卡

使用，五孔的压力通过压力传感器转为电信号，通

过数据采集卡传输到计算机端，研究人员就可利

用自行编写的程序批量处理数据，进而获得气流

的俯仰角α、偏航角β、总压以及静压，进而获得速

度的大小和方向。

探针使用前均需在风洞中进行标定或校准，

一种校准风洞如图１９所示。风洞实验系统为一

闭环系统。首先，压力传感器将实验段中气流的

总静压差转化为电流信号，经模数转换后输送给

计算机。计算机根据当前的大气密度以及压力传

感器传来的信号，运算得到当前的风速。然后，计

算机计算实际风速与设定风速的差值，并确定变

频器的输出电压频率。最后，电动机根据变频器

图１９　风洞校准系统
［４６］

Ｆｉｇ．１９　Ｗｉ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４６］

输入的电压频率以某一转速运转。经过不断的反

馈调整后，该风洞系统就可以得到给定的风速。

在实验中，首先调节风速，使风速处于稳定运

行状态，并测量此时实验段中气流的总压狆０ 和静

压狆ｓ；然后，调节转动结构使得探针处于不同的α

和β下，记录与探针五个孔相连接的压力传感器

的输出电压；根据回归系数可以得到与传感器输

出电压相对应的探针的五个孔的压力值。最后，

画出相应的特性曲线。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三孔探针还是五孔探

针，均存在一个测量范围，当前的标定技术手段，

在±２５°的范围中，测量误差较小，当测量的角度

超出此范围，将会产生较大的误差。

５　旋流畸变对压气机性能的影响

迄今为止，国内外研究人员主要探究了旋流

畸变对单级压气机或单转子性能的影响。而所研

究的旋流类型大多为整体涡和对涡旋流畸变。

随着计算机性能的提高，研究人员能够绘制

十分精细的网格，采用ＣＦＤ技术对压气机进行整

级数值模拟，因此做了很多关于进气畸变的ＣＦＤ

数值模拟研究。Ｈａｈ等
［４７］进行了关于动态总压

畸变对跨声速压气机转子影响的非定常数值模拟

研究。Ｇｏｒｒｅｌｌ等
［４８］和 Ｈａｈ

［４９］采用 ＬＥＳ（ｌａｒｇｅ

ｅｄｄ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模型探究了总压畸变对压气机

性能的影响。但至今为止，仍然缺少对旋流畸变

的高精度数值模拟研究，主要进行了一些低阶数

值模拟分析。Ｄａｖｉｓ、Ｎｉｃｈｏｌａｓ等
［５０５２］做了Ｆ１０９

风扇对整体涡旋流畸变响应的ＲＡＮＳ（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ａｖｅｒａｇｅ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数值模拟计算。Ｃｏｕｓｉｎ

等［５３］用平行压气机理论解释了整体涡和对涡旋

流畸变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Ｓｈｅｏｒａｎ等
［５４］采用

设计得到的腔室型旋流畸变发生器与ＡＳＥ１２０低

压压气机级进行高精度联合数值模拟，采用滑动

６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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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法和转子冻结法探究了整体涡和对涡旋流畸

变对压气机级气动性能的影响，研究表明，负向整

体涡旋流畸变作用下，压气机的压比上升，效率下

降，正向整体涡旋流畸变的影响则相反，此外，由

于对涡旋流畸变中同时存在正向和负向旋流部

分，压气机的效率降低，但压比和流量的降低程度

比正向整体涡旋流畸变要小。

在国内，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刘华、屠宝锋

等［５５５８］通过设计叶片式旋流畸变发生器模拟旋

流，采用数值仿真以及旋流畸变发生器与压气机

直连的实验方法，研究了整体涡和对涡旋流畸变

对跨声速压气机气动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旋

流畸变会导致压气机稳定裕度降低，正向整体涡

旋流使压比和堵塞点流量降低，效率增大，负向整

体涡旋流使压比和堵塞点流量增大，效率降低，对

涡旋流使压气机的压比、流量和效率均降低。空

军工程大学的程邦勤团队［１１，５９６１］在数值仿真中通

过直接设定压气机进口边界条件模拟整体涡旋流

和对涡旋流，研究了旋流畸变条件下压气机的气

动响应。空军工程大学的李军团队［３３３４］开展了Ｓ

弯进气道与高亚声速压气机的联合仿真，初步研

究了进气道出口旋流对压气机稳定性的影响，结

果表明Ｓ弯进气道出口形成的局部对涡旋流结构

会影响转子叶片的部分叶顶区域，使压气机失速

边界右移。并基于低速轴流压气机实验台开展了

整体涡和对涡旋流畸变对压气机性能影响的实

验，结果表明对涡旋流对压气机稳定性影响较大，

对于性能影响较小。正向整体涡会降低增压能

力，但同时增强压气机稳定性。负向整体涡会同

时降低压气机稳定性和增压能力，危害较大。

６　旋流畸变的抑制

由于对旋流畸变的研究相对较晚，且评价体

系不统一，对旋流畸变的限制措施，均来源于具体

的装备型号在研究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因此，单

对旋流畸变这一参数尚未建立起统一的限制标

准，也未纳入到综合畸变指数的限制标准中。

由于旋流畸变会对发动机性能和稳定性造成

严重影响，基于各型飞机和发动机的研发经验，业

界内主要采用以下三种方法来减弱旋流畸变对发

动机的影响。

１）进口导流叶片：通常，设计人员会在发动

机进口设置进口导流叶片来调节进气方向，减弱

旋流畸变对压气机的影响［６２］。虽然进口导流叶

片能够降低发动机进口的旋流畸变程度，但同时

也伴随着一些问题，例如噪声增大、发动机的质量

和长度增大以及导流叶片结冰等。

２）压气机叶片构型调整：Ｇｏｕｔｉｎｅｓ等
［６３］的

研究表明当压气机前两级采用更低展弦比的转子

叶片时，压气机对旋流畸变的敏感度降低，稳定裕

度增大１％，并且减小压气机的级间间隙会降低

级间旋流畸变的传递量，但这会导致叶片下游流

场的湍流程度增大。

３）流动控制技术：流动控制技术主要应用于

减弱Ｓ弯进气道出口畸变水平，分为主动和被动

流动控制技术，例如附面层抽吸装置的原理是利

用主动流动控制技术吸除进气道壁面附面层内的

低能流体，对进气道内部流动进行重塑以改善出

口畸变水平［６４］。常用的被动流动控制技术是在

Ｓ弯进气道内表面流动分离点附近设置涡流发生

器，使主流与附面层内低能流体相互掺混，抑制通

道内的横向二次流，使得出口畸变水平得到

改善［６５６６］。

在旋流畸变产生机理及旋流畸变的抑制研究

方面，主要集中于探究Ｓ弯进气道出口对涡旋流

畸变的产生机理，以及利用流动控制技术对Ｓ弯

进气道内部流场进行优化控制以改善进气道出口

旋流畸变水平。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的田晓平

等［６７］对某型Ｓ弯进气道内部流动细节进行了研

究，得到了Ｓ弯进气道出口对涡旋流的产生和发

展机理。张晓飞等［６８］对不同飞行条件下的Ｓ弯

进气道出口流场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进气

攻角不对Ｓ弯进气道产生的出口对涡旋流产生影

响，但随着侧滑角增大，对涡旋流逐渐向整体涡旋

流转变。徐诸霖等［６９］采用ＳＡＥ提出的的旋流畸

变评价指标，基于五孔探针旋转测量段研究了某

型大Ｓ弯进气道的旋流畸变特性，结果表明该旋

流畸变评价指标能够有效识别Ｓ弯进气道出口的

对涡旋流结构。在对旋流畸变的抑制方面，哈尔

滨工业大学的刘雷等［７０７３］设计了一种半埋入式Ｓ

弯进气道，采用附面层抽吸和吹除装置研究了主

动流动控制技术对Ｓ弯进气道内部流场的优化作

用，通过数值模拟方法对附面层抽吸以及吹除控

制机理做了详细分析，对比了不同控制方案下的

控制效果，结果表明采用附面层吹除和抽吸装置

能显著提升Ｓ弯进气道气动性能，进气道出口旋

流畸变水平得到明显改善。在被动流动控制方

面，田晓平等［７４７５］通过在Ｓ弯进气道内表面加装

不同构型的涡流发生器抑制进气道内部流动分

离，改善了进气道的气动性能，大幅减弱了进气道

７７４２



航　空　动　力　学　报 第３５卷

出口旋流畸变水平。

７　旋流畸变的研究发展趋势

目前国内外对于旋流畸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两个方面：一是旋流场的模拟，即旋流畸变发生器

的设计。前期研究人员主要将精力集中于模拟整

体涡和对涡这两种通用结构的旋流，对于飞机在

实际飞行中机体内部真实的旋流场模拟较少。二

是探究旋流畸变对压气机／发动机性能的影响。

由于研究人员设计的旋流畸变发生器主要模拟整

体涡和对涡旋流畸变，因此在探究旋流畸变对压

气机／发动机性能时，绝大多数是基于整体涡和对

涡旋流畸变开展研究。

下一步应重点开展如下工作：

１）要在整体涡和对涡旋流畸变的模拟经验

之上，模拟发动机前真实的旋流场，目前来看，旋

流畸变网可很好地实现研究需要。

此外，要着手设计可变旋流畸变发生器，即利

用一个可调可变式旋流畸变发生器模拟多个目标

流场，避免实验过程中频繁开关实验设备，也提高

资源利用率。

２）探究旋流畸变对发动机整机性能的影响

机理，为有效扩稳打下基础。

当前研究人员已初步探究了旋流畸变对单级

压气机性能的影响，随着计算机性能的不断提升，

应利用ＣＦＤ技术充分探究流场的流动细节，发掘

旋流影响压气机性能的作用机理。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旋流畸变对多级压

气机以及发动机整机性能的影响，注重研究的全

局性。

３）要利用多种途径开展旋流进气条件下的

压气机／发动机扩稳研究。

仅仅认识到旋流畸变对压气机／发动机性能

作用的机理是不够的，要在此基础上开展相应的

扩稳研究，在以往主动流动控制和被动流动控制

的研究基础之上，结合旋流畸变对压气机的作用

机理，探究更加高效、工程应用性更好的扩稳

方法。

４）建立统一的旋流畸变评价指标，并纳入到

综合畸变指数系统中。

应尽快建立一套权威的旋流畸变评价体系，

并与压力畸变、温度畸变等其他畸变评价体系相

统一，形成新的综合畸变评价体系，这对新机研发

是十分有利的。就目前的技术发展水平，Ｓ１６委

员会于２０１０年所公布的标准ＡＩＲ５６８６是最具权

威性和适用性的评价体系。

５）从进气道气动设计角度出发，探寻在保持

同等水平总压恢复和压力场畸变的条件下，将抑

制、甚至消除旋流畸变作为一个设计目标，探索这

种小畸变进气道的设计方法。

８　结　论

相对于总温畸变和总压畸变而言，对旋流畸

变展开研究的时间较晚，而随着先进战斗机的机

身布局和进气道结构日趋复杂，旋流畸变越来越

成为进气道／发动机相容性的主要影响因素，认清

旋流畸变的产生机理、旋流对发动机性能和稳定

性的作用机理，进而对旋流进行有效抑制和消除，

是研究旋流畸变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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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ＮＧＸｉａｏｂａｏ，Ｊ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ＱＵＪｉｙｕｎ，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ｌｅｔｓｗｉｒｌｂｙｗｉｎｄｔｕｎｎｅｌ

ｔｅｓｔ［Ｊ］．ＧａｓＴｕｒｂｉｎ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９，２２

（４）：５１５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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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０３３，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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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Ｔ２０１１４５５５３，２０１１．

［５３］　ＣＯＵＳＩＮ Ｗ，ＤＡＶＩＳＭ．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ｎｌｅｔｄｉｓｔｏｒ

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ｔ１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Ｒ］．ＡＳＭＥ Ｐａｐｅｒ

ＧＴ２０１１４５０６７，２０１１．

［５４］　ＳＨＥＯＲＡＮＹ，ＢＯＵＬＤＩＮＢ，ＫＲＩＳＨＮＡＮＰ．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ｓｗｉｒｌ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Ｔｕｒｂ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２，１３４（４）：２４５３２４６４．

［５５］　刘华，屠宝锋，胡骏，等．旋流畸变对压气机失速发展过程

影响的试验研究［Ｊ］．推进技术，２０１７，３８（１０）：２３０７２３１３．

ＬＩＵＨｕａ，ＴＵＢａｏｆｅｎｇ，ＨＵＪｕｎ，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

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ｓｔａｌ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ｉｎｌｅｔ

ｓｗｉｒｌ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７，３８（１０）：２３０７２３１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６］　屠宝锋，胡骏，张凯，整体涡对跨声速单转子性能和稳定性

影响［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１６，３１（９）：２２３３２２３８

ＴＵＢａｏｆｅｎｇ，ＨＵ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Ｋａｉ．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ｕｌｋｓｗｉｒｌ

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ｒａｎｓｏｎｉｃｓｉｎｇｌｅｒｏｔｏｒ［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６，３１（９）：２２３３２２３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７］　屠宝锋，胡骏．旋流畸变影响低速轴流压气机数值模拟研

究［Ｊ］．推进技术，２０１６，３７（９）：１６５０１６５６．

ＴＵＢａｏｆｅｎｇ，ＨＵＪｕ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ｗｓｐｅ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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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ｌｓ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３７（９）：１６５０１６５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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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屠宝锋，胡骏，张凯．对涡旋流影响压气机转子性能和稳定

性的研究［Ｊ］．推进技术，２０１６，３７（４）：６４１６４５．

ＴＵＢａｏｆｅｎｇ，ＨＵ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Ｋａｉ．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ｗｉｎｓｗｉｒ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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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３７（４）：６４１６４５．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９］　纪振伟，程邦勤，张磊，等．整体涡旋流畸变下转子的流场

分析［Ｃ］∥第３届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论文集．北京：中

国航空学会，２０１７：２９７３０２．

［６０］　程邦勤，纪振伟，胡伟波，等．对涡旋流畸变对单级跨声速

压气机性能影响的数值研究［Ｊ］．推进技术，２０１７，３８（８）：

１７７７１７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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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张磊，程邦勤，纪振伟．整体涡旋流畸变下的压气机失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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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ｉｎｇｅｓｔｉｎｇｄｉｆｆｕｓｅｒｓｗｉｔｈａｃｅｎｔｅｒｌｉｎｅｏｆｆｓｅｔ［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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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田晓平，潘鹏飞，田琳．某Ｓ型进气道流动分离数值模拟

［Ｊ］．工程与试验，２０１５，５５（３）：１５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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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Ｔｅｓｔ，２０１５，５５（３）：１５１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８］　张晓飞，姜健，符小刚．Ｓ弯进气道旋流畸变数值模拟及特

性分析［Ｊ］．燃气涡轮试验与研究，２０１２，２５（３）：２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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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ｄｕｃｔｉｎｌｅｔ［Ｊ］．ＧａｓＴｕｒｂｉｎ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２５（３）：２１２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９］　徐诸霖，达兴亚，范召林．基于五孔探针的大Ｓ弯进气道旋

流畸变评估［Ｊ］．航空学报，２０１７，３８（１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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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ｔａ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ｅｔ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７，３８（１２）：１

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０］　刘雷，陈浮，宋彦萍，等．大量附面层吸入Ｓ弯进气道内吹

气控制［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１５，３０（１０）：２４９９２５０６．

ＬＩＵＬｅｉ，ＣＨＥＮＦｕ，ＳＯＮＧＹａｎ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Ｂｌｏｗ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Ｓｓｈａｐｅｄｉｎｌｅｔｗｉ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５，３０（１０）：２４９９

２５０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１］　刘雷，陈浮，宋彦萍，等．Ｓ弯进气道内附面层抽吸控制对

风扇级性能的影响［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１６，３１（７）：１６７７

１６８４．

ＬＩＵＬｅｉ，ＣＨＥＮＦｕ，ＳＯＮＧＹａｎ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Ｓ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ｉｎＳｓｈａｐｅｄａｉｒｉｎｔａｋｅ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ｆａｎｓｔａｇ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

２０１６，３１（７）：１６７７１６８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２］　刘雷，宋彦萍，陈焕龙，等．半埋入式Ｓ弯进气道设计及其

优化［Ｊ］．推进技术，２０１４，３５（１０）：１３０４１３０９．

ＬＩＵＬｅｉ，ＳＯＮＧＹａｎｐｉｎｇ，ＣＨＥＮ Ｈｕａｎｌｏ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ｌｆｆｌｕｓｈｍｏｕｎｔｅｄＳｓｈａｐｅｄｉｎｌｅ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３５（１０）：１３０４

１３０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３］　刘雷，宋彦萍，陈焕龙，等．Ｓ弯进气道优化对其内流场及

性能影响研究［Ｊ］．工程热物理学报，２０１５，３６（１）：５０５４．

ＬＩＵＬｅｉ，ＳＯＮＧＹａｎｐｉｎｇ，ＣＨＥＮＨｕａｎｌｏｎｇ，ｅ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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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ｌ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ｍ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１５，３６（１）：５０５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４］　田晓平，潘鹏飞，田琳．利用涡流发生器抑制Ｓ弯进气道旋

流畸变的数值模拟研究［Ｊ］．航空科学技术，２０１５，２６（４）：

１６２３．

ＴＩＡＮ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ＰＡＮＰｅｎｇｆｅｉ，ＴＩＡＮ Ｌ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Ｓｄｕｃｔｉｎｌｅｔｗｉｔｈｖｏｒｔｅｘｇｅｎ

ｅｒａｔｏｒｓ［Ｊ］．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２６

（４）：１６２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５］　田晓平，潘鹏飞，李密．Ｓ形进气道流动控制数值模拟研究

［Ｊ］．航空科学技术，２０１７，２８（５）：４２４６．

ＴＩＡＮ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ＰＡＮＰｅｎｇｆｅｉ，ＬＩＭｉ．Ｎｕｍｂｅ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Ｓｉｎｌｅｔ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Ｊ］．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２８（５）：４２４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编辑：李岩梅、陈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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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速风洞进气道试验柱形分布式

引射器优化设计

巫朝君，徐彬彬，张为卓，汤　伟，李　圆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低速空气动力研究所，四川 绵阳６２１０００）

摘　　　要：为适应低速风洞发动机进气道试验的大流量模拟的迫切需要，介绍了适用于４ｍ量级低速风洞

的柱形分布式引射器的设计方案。通过 ＡＮＳＹＳＣＦＸ软件采用有限体积法对引射器内流场进行了数值模

拟，重点优化了引射器的引射面积比、离散的喷嘴分布方式和喷嘴出口设计点总压、马赫数等参数。综合考虑

引射器在风洞中的使用条件限制和吸入流量技术指标要求，完成了引射器设计。优化后的引射器方案解决了

小体积、大吸入流量需求之间的矛盾。在ＦＬ１４风洞的验证试验表明，优化后引射器的最大吸入流量达到

９．０７ｋｇ／ｓ，满足４ｍ量级低速风洞进气道试验大流量模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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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进气道风洞试验是获取进气道／发动机

匹配特性的重要手段，进气道的进气流量是进气

道风洞试验需要模拟的重要参数。低速风洞试验

中进气道的进气流量不能靠冲压方式完全得到，

主要借助真空泵吸气或引射器引射等方法来实现

进气流量的充分模拟［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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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速风洞进气道试验流量模拟的方法在不同

风洞中有所不同。在欧美等航空发达国家，使用

真空泵吸气法相对较多。ＧｅｒｍａｎＤｕｔｃｈ Ｗｉｎｄ

Ｔｕｎｎｅｌｓ的ＬＬＦ（ｌａｒｇｅｌｏｗｓｐｅｅｄｆａｃｉｌｉｔｙ）风洞和

Ｇｅｒｍａｎ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Ｃｅｎｔｅｒ的 ＮＷＢ 低速风洞

（ｌｏｗｓｐｅｅｄｗｉ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ｉｎ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主要采

用真空泵吸气法实现进气道试验的流量模拟。其

中ＬＬＦ风洞通过８台真空泵的吸气管组合，可实

现多路进气流量的同时模拟［３］。ＮＷＢ风洞采用

两台真空泵吸气的方法，可对两路进气道实现从

０．８～４．３ｋｇ／ｓ的进气流量模拟
［４］。美国波音公

司的Ａ风洞采用一台真空泵、Ｂ风洞则采用一套

涡轮喷气发动机为进气道试验提供流量模拟［４］。

俄罗斯中央空气流体动力学研究院的Ｔ１０１风洞

和恰普雷金航空研究所的Ｔ２０３风洞用的是引射

器引射方法实现进气流量模拟［４］。国内主要有真

空泵吸气和引射器引射两种方法。中国航空工业

气动力研究院ＦＬ８风洞采用引射器引射方法实

现进气流量模拟［５］。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ＮＨ２

风洞采用１１台真空泵的吸气管组合
［６］，可实现大

于４．０ｋｇ／ｓ的流量模拟能力。中国空气动力研究

与发展中心低速空气动力研究所（下文简称为低

速所）用的是真空泵吸气法［７］和引射器引射法［８］。

其中，真空泵吸气法用于ＦＬ１３大型低速风洞，４

台真空泵组合可达到最大９．０ｋｇ／ｓ的吸气能力；

引射器引射法主要用于４ｍ量级低速风洞，原有

的环缝式引射器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研制的，最大

吸气能力为５．０ｋｇ／ｓ
［９］，可调节流量为０．１～３．０

ｋｇ／ｓ，能够满足在４ｍ量级风洞开展配置涡喷发

动机或小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飞机进气道试验流

量模拟需求。

随着大型运输机自主研制进程的深入，大涵

道比涡扇发动机被广泛使用，开展这类飞机的进

气道／发动机匹配特性风洞试验研究是自主研制

发动机短舱必须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打破航

空发达国家技术封锁的需要。从研制成本和技术

风险的角度讲，在研制选型阶段，在４ｍ量级风洞

开展发动机短舱进气道试验是十分必要的。由于

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进气流量比涡喷发动机或

小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进气流量有较大幅度增

加［１０］，在４ｍ量级风洞开展发动机短舱进气道试

验需要模拟的进气流量也相应增加，低速所原有

的环缝式引射器已满足不了其流量模拟需求。

为更好地满足大涵道比发动机短舱进气道低

速风洞试验需求，本文通过理想气体一维管道流

动理论分析，采用数值模拟并结合工程经验的方

法优化了引射器的设计参数，研制了适用于低速

风洞进气道试验的柱形分布式引射器。

１　引射器的技术要求

根据在４ｍ量级低速风洞中进行大涵道比涡

扇发动机短舱进气道试验需求，对引射器的技术

要求包括：

１）引射器装置和模型的总阻塞度应小于

５％
［１１］。

２）引射器内径不大于２５０ｍｍ，长度不大于

１０００ｍｍ。

３）试验风速为７０ｍ／ｓ时，引射器最大吸入

流量不低于８．５ｋｇ／ｓ。

２　初步设计方案

在低速所的低速风洞进气道试验中，引射器

装置通常置于风洞内且需要远离模型，模型与引

射器之间通过吸气管连接（见图１），吸气管道长、

弯道多，造成压力损失严重，需要引射器有较高的

引射性能才能满足需求。

图１　引射器在进气道试验中的使用

Ｆｉｇ．１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ｊｅｃｔｏｒｉｎｉｎｌｅｔｔｅｓｔ

低速风洞使用的传统环缝式引射器的原理如

图２所示。这种引射器技术比较成熟，结构简单，

其局限性是起喷嘴功能的环缝位于混合室壁面，

引射流与吸入流间的接触面有限，且引射流与壁

面的摩擦造成较大的能量损失［１２］，一定程度限制

了环缝引射器引射系数犆ｊ（定义为吸入流与引射

流的流量之比）的提高。相同工作条件下，在不增

图２　环缝式引射器原理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ａｎｎｕｌａｒｅｊｅｃｔｏｒ

加引射器本体体积的前提下，其引射性能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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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的裕度较小；要进一步提高吸入流的流量，须

增加引射器的环缝级数［１３］或径向尺寸［１４］，但这会

增加引射器装置在风洞中的堵塞度。

根据低速风洞对引射器的技术要求，以及发

动机进气道短舱设计方面的经验和应用效果［１５］，

初步确定新研制的引射器采用柱形分布式结构方

案（图３），引射器由４部分组成：引射器柱形混合

室、环形驻室、微型引射喷嘴（简称为喷嘴）组合驻

室、离散分布的微型喷嘴。若干个出口面积相当

的微型喷嘴组成一个喷嘴耙，共用一个喷嘴组合

驻室。喷嘴耙沿周向等间距分布，每个喷嘴耙上

的喷嘴沿径向按等环面积分布。离散式分布的喷

嘴布局可有效增加引射流和吸入流的接触面积，

利于两股气流的掺混过程，有效提高引射效率并

缩短混合室的长度［１６］。根据文献［１７］研究表明，

多喷嘴引射器的混合室长度是面积相当的中心型

引射器混合室长度的１／（犖１
／２）倍（犖 为喷嘴个

数），据此初步确定引射器总长度为８００ｍｍ，混合

室长度为６００ｍｍ，内径为２５０ｍｍ。此尺寸可满

足引射器装置和模型的总阻塞度应小于５％的

要求。

图３　柱形分布式引射器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ｃｏｌｕｍｎｉｆｏｒｍ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ｅｊｅｃｔｏｒ

３　引射器数值模拟与优化

３１　计算方法

在初步方案基础上，采用一维控制体对引射

器性能进行理论分析，柱形分布式引射器工作原

理见图４。进行理论分析时，忽略引射流和吸入

流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并作以下假设［１８］：①引射

流和吸入流均为完全理想气体；②所有流动是等

熵流动；③不计混合过程壁面对混合气流的摩擦；

④引射流和吸入流在混合室出口充分混合。

引射器的引射系数计算由混合室入口、出口

截面之间的连续方程得到。

连续方程

犿
·

４ ＝犿
·

ｊ＋犿
·

ｅ （１）

　　由气体管道流动理论
［１９］，流量犿

·
可表达为

犿
·
＝犮
狆ｔ犃狇（λ）

犜槡 ｔ

（２）

　　根据引射系数的定义

犆ｊ＝
犿
·

ｊ

犿
·

ｅ

＝
狆ｔｊ
狆ｔｅ
·犃ｊ
犃ｅ
·狇
（λｊ）

狇（λｅ）
· 犜ｔｅ
犜ｔ槡ｊ

（３）

狇（λ）＝
κ＋１（ ）κ

１
κ－１

·λ· １－
κ－１

κ＋１
λ（ ）２

１
κ－１

（４）

式中犃为管道流动中任一处管道横截面面积，狆ｔ

和犜ｔ分别为该截面处的总压和总温，犜ｔｅ和犜ｔｊ分

别为引射流总温和吸入流总温，犿
·

４ 为引射器出口

气流总流量，犿
·

ｅ为引射流量，犿
·

ｊ为引射器吸入流

量，犃ｅ和犃ｊ分别为图４中①截面上引射流流通

面积与吸入流流通面积，狆ｔｊ为吸入流总压，狆ｔｅ为

引射流总压（即喷嘴出口总压），犮＝０．０４０４２为常

数，κ为等熵指数，狇（λ）为流量函数，λ为速度

系数。

图４　引射器工作原理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ｅｊｅｃｔｏｒ

由上述公式可见，影响引射系数的因素主要

是吸入流与引射流之间的总压比、流通面积比（图

４中的引射流面积犃ｅ与吸入流面积犃ｊ之比）、流

速和总温比。由于吸入流的总压、总温与环境压

力和温度基本一致，吸入流流通面积受引射器内

径限制可调范围较小，引射流由具有恒温设备的

高压气源提供，可忽略其温度变化；因此，结合引

射器在低速风洞中的使用条件，对引射器的性能

优化主要考虑对面积比、喷嘴分布方式、喷嘴出口

总压和喷嘴流速的优化配置。

采用 ＡＮＳＹＳＣＦＸ商用软件对引射器内部

流场进行计算，计算使用基于有限元的有限体积

法。计算模型为ＳＳＴ（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ｓ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犽ε

湍流模型，流动介质状态方程为理想气体状态方

程。计算网格为ＩＣＥＭＣＦＤ软件生成的四面体

网格，对喷嘴耙和喷嘴进行加密处理，网格数量控

４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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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１０００万以内。为提高计算效率，计算模型

采用半模，包括引射器内壁、喷嘴耙以及喷嘴等。

考虑引射器在低速风洞中的使用环境情况，

选择参考压力为９５ｋＰａ。在引射器入口、喷嘴口

和引射器出口设置边界条件（见图５），引射器内

流边界分为压力进口边界、压力出口边界和壁面

边界。其中，引射器入口边界条件为：总压为９５

ｋＰａ，总温为３００Ｋ；喷嘴口的边界条件为：速度为

超声速，总、静压的设定值依据计算时选择的不同

马赫数来设定，总温为３００Ｋ；引射器出口的边界

条件为：模拟风洞试验环境，风速为７０ｍ／ｓ，静压

为９２．３ｋＰａ，总温为３００Ｋ；引射器内壁面为无滑

移绝热壁面条件；对称面采用对称边界条件，不设

置任何参数。

图５　计算边界条件

Ｆｉｇ．５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３２　引射面积比优化

确保引射器内径不大于２５０ｍｍ的前提下，

引射面积比主要通过优化喷嘴出口尺寸、喷嘴数

量来确定。在满足喷嘴和喷嘴组合驻室在引射器

内流道内的堵塞度不超过５％前提下
［１１］，结合工

程使用经验，选择３种尺寸的喷嘴进行对比研究。

选择布置１２组喷嘴耙，每组１０个共１２０个微型

喷嘴，喷嘴直径分别为４．０、４．４、５．０ｍｍ，对应引

射面积比为０．０３、０．０４、０．０５（见表１）。在系列相

同的喷嘴出口总压下进行比较计算，设定喷嘴出

口具有相同的马赫数２．５。

图６给出了系列喷嘴出口总压下，不同引射

面积比时的引射系数犆ｊ计算结果。在相同的喷

嘴出口总压时，随着引射面积比增加，引射系数

犆ｊ逐渐降低；在喷嘴出口总压为２ＭＰａ时，引射

面积比为０．０３的喷嘴引射系数约为３．３，引射面

积比为０．０４和０．０５时的喷嘴引射系数约为２．５

和２．０，远小于引射面积比为０．０３的喷嘴引射系

数。这是由于引射流在喷嘴出口处达到超声速，

引射流向外膨胀扩张，挤压了吸入流的流线方向，

缩小了吸入流的有效流通面积；引射面积比越大

时，引射流向外膨胀占据的空间越大，引射流与吸

入流掺混不充分的情况越明显，进而影响了引射

性能。因此，在相同的喷嘴数量下可选择引射面

积比０．０３为设计值。

表１　喷嘴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狀狅狕狕犾犲

喷嘴耙组数 喷嘴个数 喷嘴直径／ｍｍ 引射面积比

１２ １２０ ４．０ ０．０３

１２ １２０ ４．４ ０．０４

１２ １２０ ５．０ ０．０５

１０ １００ ４．３ ０．０３

８ ８０ ４．８ ０．０３

图６　引射面积比对引射系数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ｊ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ｒａｔｅｏｎｅｊ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３３　引射喷嘴的分布优化

文中第３．２节提到引射流与吸入流的掺混程

度影响引射器的引射性能，那么在相同引射面积

比情况下，喷嘴的空间分布情况也将对引射性能

产生影响。在保持引射面积比为０．０３前提下，选

择喷嘴组为８组、１０组、１２组沿周向等间距分布

方式，对应喷嘴数量为８０、１００个和１２０个３种不

同空间分布情况（见表１）进行比较研究。由于喷

嘴数量不同，因此通过调整喷嘴直径来保证３种

喷嘴组具有相同的引射面积比（０．０３）。计算条件

为相同的引射面积比和喷嘴出口总压，喷嘴出口

马赫数为２．５，通过比较不同喷嘴出口总压下的

引射性能得到最优的喷嘴耙空间分布方式。

喷嘴分布按照环面积相等的基本原则分布，

但由于引射器柱形腔体壁面对附近喷嘴的影响，

会造混合室内气流局部掺混不均匀、出口流速分

５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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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不均匀的现象。为使混合室内两股气流掺混更

加充分，对以上３种分布方式的喷嘴位置进行了

优化，在环面积相等分布的基础上，将喷嘴向柱形

腔体中心调整，并进行数值模拟反复优化，寻找喷

嘴最佳的分布位置。

图７和图８为喷嘴分布位置优化后柱形混合

室内气流的马赫数分布情况。可以看出柱形混合

室内下游位置和出口位置处气流的马赫数分布均

匀，表明引射流与吸入流得到了较充分掺混。计

算结果如图９所示，从吸入流量结果看，相同引射

面积比、喷嘴出口总压和马赫数下，喷嘴为１２

组×１０点的分组方式优于其他两组。这是因为

按照１２组喷嘴耙分布时，喷嘴在引射面上分布密

度更大，利于引射流和吸入流充分掺混，对提引射

效率有积极作用。因此，在引射面积比为０．０３基

础上，确定１２组×１０点喷嘴分布方式为较好的

结构布局。

图７　引射器对称面马赫数分布

Ｆｉｇ．７　Ｍａｃｈｎｕｍｂ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ｐｌａｎｅ

ｏｆｅｊｅｃｔｏｒ

图８　柱形混合室出口马赫数分布

Ｆｉｇ．８　Ｍａｃｈｎｕｍｂ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ｔｏｕｔｌｅｔｏｆ

ｃｏｌｕｍｎｉｆｏｒｍｍｉｘｉｎｇｃｈａｍｂｅｒ

图９　喷嘴分布对吸入流量的影响

Ｆｉｇ．９　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ｍａｓｓ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ｎｏｚｚｌ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３４　喷嘴出口总压优化

在确定喷嘴为１２组×１０点分布方式、引射

面积比为０．０３基础上，考虑到引射器工作的安全

性及风洞中能够提供引射流的可用压力范围，选

择喷嘴出口总压为２～５ＭＰａ之间的６种工况进

行数值模拟对比研究，以确定喷嘴出口总压的设

计点值；计算时设定喷嘴出口且具有相同的马赫

数２．５。

图１０给出了喷嘴出口总压变化时引射器性

能的计算结果。从吸入流量和引射系数随喷嘴总

压变化趋势看，两者是矛盾的关系。考虑到引射

器用于进气道试验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尽量高的吸

入流量，因此把提高吸入流量作为首要优化目标，

图１０　喷嘴出口总压对引射性能的影响

Ｆｉｇ．１０　Ｅｊｅｃ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ｔｏｔ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ｎｏｚｚｌｅｏｕｔｌｅｔ

其次考虑引射效率。从图１０可见，喷嘴出口总压

增大到３．５ＭＰａ时，吸入流量达到最大值为９．３０

ｋｇ／ｓ，此时的引射系数约为２．１；继续增大喷嘴出

口总压，吸入流量和引射系数都减小。这是因为

喷嘴处于超临界状态，引射流在柱形混合室内不

６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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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充分膨胀，形成壅塞，抑制了吸入流的流动，引

射效率降低，表现为引射系数减小。但喷嘴出口

总压降为３．０ＭＰａ时，吸入流量约为９．２７ｋｇ／ｓ，

引射系数约为２．４；与前者相比，喷嘴出口总压降

低０．５ＭＰａ，吸入流量仅减小３‰，引射系数增大

０．３。因此，兼顾引射效率和能耗比的合理性，确

定喷嘴出口设计点总压为３．０ＭＰａ。

３５　喷嘴出口马赫数优化

在喷嘴直径确定前提下，喷嘴的喉道尺寸与

喷嘴出口马赫数直接相关［２０］，影响喷嘴出口设计

点总压；由式（３）和式（４）知喷嘴出口马赫数又对

引射系数影响很大。因此，在确定引射面积比为

０．０３、喷嘴分布方式以及喷嘴出口设计点总压为

３．０ＭＰａ情况下，结合工程使用经验，选择喷嘴出

口马赫数为２．０～３．０之间的５种工况进行对比

研究，优化出喷嘴出口设计点马赫数。

图１１给出了喷嘴出口马赫数变化时引射器

性能的计算结果。从吸入流量变化趋势看，随喷

嘴出口马赫数增大，吸入流量先增大后减小，其最

大值出现在喷嘴出口马赫数为２．３～２．５之间，对

应的引射系数在２．０～２．４之间。在优先保证吸

入流量最大的前提下，考虑到喷嘴出口设计点总

压为３．０ＭＰａ时对应的引射系数为２．４，因此确

定喷嘴的出口设计点马赫数为２．５。

图１１　喷嘴出口马赫数对引射性能的影响

Ｆｉｇ．１１　Ｅｊｅｃ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Ｍａｃｈ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ｎｏｚｚｌｅｏｕｔｌｅｔ

４　引射器方案确定和验证试验

通过数值模拟和优化，综合考虑引射器使用

条件和加工工艺水平，确定引射器的最终结构方

案和参数如下：

１）总体上为柱形分布式引射结构方案，内径

为２５０ｍｍ，长度为８００ｍｍ，混合室长度６００ｍｍ。

２）引射面积比为０．０３，喷嘴出口设计点总压

为３．０ＭＰａ、马赫数为２．５。

３）喷嘴为１２组×１０点分布方式，共１２组喷

嘴耙、１２０个微型喷嘴，喷嘴直径为４ｍｍ。

在ＦＬ１４风洞进行了验证试验，试验模型为一

喇叭型整流模型（见图１２）；引射流由具有恒温设

备的高压气源提供，可用压力范围为０．１～６ＭＰａ，

控制精度为±０．１％；试验来流速度为７０ｍ／ｓ。

试验结果与计算结果如图１３所示。从吸入

流量来看，在喷嘴出口总压小于设计点总压阶段，

试验值与计算值随喷嘴出口总压增加的变化趋势

基本一致，试验值略低于计算值；在喷嘴出口总压

设计点，吸入流量的试验值约为９．０７ｋｇ／ｓ，较计

算值９．２７ｋｇ／ｓ约小２．２％，满足引射器吸入流量

不低于８．５ｋｇ／ｓ的设计指标。虽然试验值略低于

计算结果，但考虑到数值模拟的条件比较理想化，

从工程应用角度上看，试验值和计算值之间的误

差是可以接受的，因此通过适当简化条件下的数

值模拟对引射器的设计优化有重要实际意义。

图１２　验证试验

Ｆｉｇ．１２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

图１３　试验与计算对比情况

Ｆｉｇ．１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ｅｓｔａｎ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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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　论

通过对引射器内流场的数值模拟，对引射面

积比、喷嘴分布方式和喷嘴设计点参数等进行了

优化，使得引射器性能有了明显的提高。

１）新设计的柱形分布式引射器最大吸入流

量达到９．０７ｋｇ／ｓ，满足８．５０ｋｇ／ｓ的设计指标。

２）柱形分布式引射器解决了小体积、大吸入

流量需求之间的矛盾，是结构相对简单、引射性能

比较好的一种引射器，可提高低速风洞进气道试

验的流量模拟能力。

３）从试验值和计算值之间的误差来看，通过

适当简化条件下的数值模拟对引射器的设计优化

有实际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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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微尺度喷流在航天器运动状态切换时出现的非恒定增压变化，采用直接模拟蒙特卡洛

（ＤＳＭＣ）方法对阶跃式增压和线性式增压两种模式下的微尺度拉瓦尔喷管流场进行了模拟，并对其变化过程

中的流动特性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显示：阶跃式增压会导致流动特性出现较大幅值的峰谷式波动，而线性

式增压下的流动特性则呈现出线性变化的特点；黏性力对微尺度喷流的非恒定增压变化产生了重要的黏滞

作用，在喉部扩张段至出口的流场中尤为明显；在设定的条件下，阶跃式增压过程中喷流产生的总冲量较线性

式增压高５９．５％，质量流量高７４．７％，单位工质提供的冲量低约８．６％，波动性也高于线性式模型，阶跃式增

压适用于系统需要较大推力改变运动状态且推进剂充足的情况，而线性式增压在系统精确微调或需要推进

剂产生更高效能时具有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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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ｐａｃｅ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１１１２，Ｃｈｉｎａ；

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ＳｐａｃｅＥｎｇｉｎ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１１１２，Ｃｈｉｎａ；

４．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ｔｈｅｕｎｓｔｅａｄ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ｏ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ｌｅｊｅｔ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ｐａｃｅ

ｃｒａｆｔｍｏ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ｗａｓｓｗｉｔｃｈｅｄ，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ｌｅＬａｖａｌｎｏｚｚｌｅｆｌｏｗｉｎｔｈｅｓｔｅｐｐｅ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ｂｏｏｓｔａｎｄｌｉｎｅａ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ｏｏｓｔｍｏｄｅｓ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ｂｙｄｉｒｅｃ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ＤＳＭＣ）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ｗａｓｄｏｎ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ｓｔｅｐｔｙｐ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ｏｏｓｔｃｏｕｌｄｃａｕｓｅａｌａｒｇ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ｐｅａｋｖａｌｌｅｙ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ｕｎｄｅｒｌｉｎｅａ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ｏｏｓｔ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ｌｉｎｅａｒ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ｖｉｓｃｏｕｓｆｏｒｃｅｐｌａｙｅｄａｎｉｍｐ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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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ｕｎｓｔｅａｄ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ｏｏｓｔｏｆ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ｌｅｊｅｔ，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ｉｎｔｈｅ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ｆｒｏｍ

ｔｈｅ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ｏａｔｔｏｔｈｅｏｕｔｌｅｔ；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ｉｍｐｕｌｓｅ，ｍａｓｓ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ｌｅｊｅ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ｕｌｓ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ｂｙｕｎｉ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ｄｉｕｍ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ｓｔｅｐｐｅ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ｏｏｓ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ｗａｓ５９．５％，７４．７％ｈｉｇｈｅｒ，ａｎｄ８．６％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ｌｉｎｅａ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ｏｏｓ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ｔｅｐｐｅ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ｂｏｏｓ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ｗａｓｍｏ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ｔｈａｎ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ｏｏｓ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ｔｃａｎｂｅｓｅｅｎ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ｔｅｐｐｅ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ｏｏｓｔｍｏｄｅｉｓ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ａｔ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ｌａｒｇｅｔｈｒｕｓｔｔｏ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ｈａｓ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ｐｒｏｐｅｌｌａ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ｏｏｓｔｈａ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ａｄ

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ｎｅｅｄｓｔｏｂｅｆｉｎｅｔｕｎｅｄ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ｌｌａｎｔｉ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ｈｉｇｈｅ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ｈｅｓ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ｌｅｎｏｚｚｌ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ｕｎｓｔｅａｄ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ｏｏｓｔ；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ｌｅｆｌｏｗ；Ｌａｖａｌｎｏｚｚｌｅ；

ｄｉｒｅｃ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ＤＳＭＣ）ｍｅｔｈｏｄ；

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ｌｅｊｅ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２１世纪以来，随着航天科技的不断发展，各

类航天器对能够提供极低推力的微尺度推进系统

的需求正日益增加。一方面，微纳卫星、小型运载

火箭等备受瞩目的微尺度航天器的发射和控制需

要与其体积和质量相匹配的微推动力；另一方面，

为适应现代航天工程的需求，传统航天器在一些

特殊任务中要保持前所未有的位置精度，也需要

微牛顿量级的推进系统以辅助其进行空间校正。

据此，作为微推进系统中最重要部件之一的微尺

度喷管，其内部的流动特性正成为航天技术领域

的研究焦点和热点。

微尺度喷流研究可追溯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１９７１年，Ｒｏｔｈｅ等
［１］采用电子束测试方法对微尺

度喷管内的流动黏性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喷管内

的黏性效应将随雷诺数的减小而显著增大的结

论。Ｇｒｉｓｎｉｋ等
［２］针对直径在７００μｍ左右的微尺

度喷管进行了实验，发现雷诺数在１０００～９０００

的范围内，微尺度喷流的比冲随雷诺数的增大而

提高。进入２１世纪后，微尺度喷流技术开始进入

航天、微机电系统（ＭＥＭＳ）等前沿工程领域，

Ｌｅｗｉｓ等
［３］开发了基于固体推进剂的数字化微型

推进系统，这种系统采用斯蒂芬酸为固体推进剂，

并通过通电点火的方式点燃推进剂形成喷流。

Ｂａｙｔ等
［４］共同研发了以惰性气体为工质的冷喷

流微尺度推进器，获得了较大的推力，但由于工质

温度较低，其推进效率并不理想。随着计算机科

技的不断发展，数值方法开始越来越多的应用于

微尺度喷流的研究。Ａｌｅｘｅｅｎｋｏ等
［５］使用 直接

模拟蒙特卡洛（ＤＳＭＣ）和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ＮＳ）方

法模拟二维轴对称和三维微喷流，发现喷流黏性

效应主要源于气体膨胀，同时由于管内壁面黏性

效应，推力明显下降。Ｗａｎｇ等
［６］使用ＤＳＭＣ方

法研究了ＭＥＭＳ微喷嘴在中低温下的性能特点，

经过比较后发现分子量较小的气体可以产生更高

的比冲量，但产生的推力却较小。Ｔｉｔｏｖ等
［７］提

出了基于碰撞限制器的扩展型 ＤＳＭＣ 方法

（ｅＤＳＭＣ），并采用改进后的方法对三维微喷管流

动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ＤＳＭＣ方法的模拟结果

与ＮＳ方法相比具有更高的滞止压力和滞止温

度。Ｒａｎｊａｎ等
［８］采用实验和ＣＦＤ数值软件相结

合的方法，对真空和一定大气压条件下的微尺度

冷喷流系统的工作状态及特性进行了研究。Ｒａｆｉ

等［９］采用ＤＳＭＣ／ＮＳ耦合方法对微尺度喷流进

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壁面热条件和几何条

件将会对微喷管内边界层的发展和出口羽流结构

构成明显的影响。Ｃａｉ等
［１０］采用网格粒子方法

（ＰＩＣ）与ＤＳＭＣ方法对特定等离子体环境中的微

尺度羽流力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分子数密度

在离子推进器的极板前显著增加，并对电荷交换

离子（ＣＥＸ）的分布有进一步的影响。张先锋
［１１］

采用实验和数值模拟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对连续

介质模型的适用范围、不同类型的喷管条件和微

尺度流动的混合方式及其影响进行了详尽的研

究。刘赵淼等［１２１３］采用 ＮＳ方法对微尺度拉瓦

尔喷管内流动的“超声速环”现象与机理进行了研

究，并结合ＤＳＭＣ方法对不同喉部形状的微尺度

拉瓦尔喷管性能进行了对比分析。杨海威等［１４］

采用ＤＳＭＣ方法模拟了不同入口温度条件下的

微尺度拉瓦尔喷管流动，结果表明随着入口温度

０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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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喷流推力减小而比冲增大。张赛文［１５］采

用基于弱耦合信息传递机制的 ＮＳ／ＤＳＭＣ耦合

方法对微尺度喷管内部流动和外部羽流场进行了

模拟。

根据上述分析，微尺度喷流的主要研究思路

是探索和开发适用于微型喷流的实验和数值方

法，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不同流动状态、结构参数等

因素对微尺度喷管的比冲、推力、雷诺数等特性参

数的影响。一般而言，微尺度喷流的时间跨度与

宏观流动相比极其微小，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往往

将喷管出入口的流动条件设为恒定值，并通过改

变这些恒定值来获得不同的分析结果。然而，当

微尺度喷流进行运动状态调节时，由于喷流形成

方式的不同，喷流入口的局部压力在微观尺度上

仍会体现出非恒定变化的特点，而受实验条件等

各方面的限制，针对微尺度时空内喷管入口非恒

压变化对流动影响的研究则较为少见。为此，本

文以ＤＳＭＣ方法为基础，通过建立阶跃式和线性

式两种模型，研究喷管入口非恒定增压对微尺度

喷流特性造成的影响，为微尺度喷管的设计与优

化工作提供参考。

１　微推进技术与数值方法

１１　微推进技术概述

微推进技术最早可追溯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在ＭＥＭＳ技术发展浪潮的推动下，微推进系统研

究开始展露头角，例如Ｋｅｔｓｄｅｖｅｒ和 Ｍｕｅｌｌｅｒ
［１６１７］

在１９９７年提出将ＭＥＭＳ系统作为微推进技术的

研究方向，通过ＭＥＭＳ系统的灵活性实现小型化

微纳米推理系统的设计等。微推进技术发展至

今，按其工作过程和能量转换方式的不同，可以分

为以下几种主要类型［１８］：

１）冷推进。冷推进是一种较为传统的推进

方式，一般采用高压储液的方式保存推进工质，并

通过开关阀门的方式释放和关闭管内流体以形成

喷流。该系统结构简单，成本低廉，除阀门以外无

额外功率消耗；但与其他推进方式相比，冷推进系

统的比冲偏低，推进剂储液箱体积和质量偏大，阀

门处易出现泄露。虽然冷推进技术相对简单且提

供的推力较低，但其低成本、易控制的优势仍使其

在航天器领域无法被完全替代。

２）化学推进。化学推进系统采用化学反应

方法，通过燃烧、放热分解将工质的的化学能转换

为热能，然后通过喷管膨胀加速，将燃气的热能转

化为动能，为航天器提供推力。化学推进系统能

够释放工质的化学键能，因此相对于冷推进，该系

统能够提供更高的比冲，而且由于可携带液态或

固态反应物，其燃料储备箱的体积可以设计得相

对较小；但另一方面，由于工质的比例、温度等状

态因素受化学反应条件的限制，化学推进系统的

阀门控制精度和防泄漏能力要求较高，一旦反应

控制失当，系统可能出现爆炸的危险。该系统的

代表有数字式固体微推进系统和单双组元液体微

推进 系 统 等，常 见 的 推 进 剂 有 硝 酸 羟 胺、

ＮＨ３ＯＨ·ＮＯ３、二硝酰胺、四氧化二氮／一甲基

肼等［１９］。

３）电推进。电推进技术主要通过不同的机

理将电能转化为工质气体的动能产生推力。按照

机理的不同，电推进技术主要可以分为电热式、静

电式和电磁式３种。电热式系统主要采用电加热

的方式生成高温工质，进而通过喷管将热能转化

为动能形成喷流，其代表有电阻加热式和电弧加

热式［１９］；静电式系统首先采用高压电场激励将气

态推进剂转化为等离子态，然后通过静电场对等

离子体进行加速形成喷流；电磁式系统采用电场

激励推进剂产生等离子体，并经过电磁场中电场

力／洛伦兹力的综合作用产生高速喷流。整体来

看，电推进系统的推进机理虽各有不同，但其均具

有可控性高、工作稳定、安全可靠性高等优势。另

外，电推进系统的推进能力跨度很大，电弧加热喷

气推力器（ａｒｃｊｅｔ）的推力最低可达５ｍＮ，而磁等

离子体微推进器 （ＭＰＤＴ）的最高推力可达

２０００００ｍＮ
［１９］，适合多种类型的航天器和不同要

求的航天任务。因此，电推进系统在航天领域得

到了广泛的关注，大量应用于卫星、深空探测器等

航天器中。

４）激光推进。激光推进系统的工作原理与

电弧推进系统类似，不同之处是采用激光替代了

电弧，利用激光器中发射出来的激光源，经过光学

器件聚焦而获得高能量的激光照射到推进剂材料

表面，烧蚀产生高温高压等离子体，再通过喷嘴形

成高速喷流从而产生推力［２０］。与化学推进相比，

激光推进系统需要携带的工质相对较少，因此其

能耗低而载荷比高；系统无需携带易燃易爆工质，

工作安全可靠性好；激光能量控制精度高，推力调

节范围大，是一种极具潜力的推进技术，现已在小

型卫星上广泛使用。

１．２　微喷管特性参数

在微推进系统中，推进性能参数是衡量其综

１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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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能力的主要指标。一般来说，推力和比冲是描

述微推进系统性能的两大重要指标，而由于这两

种参数的计算涉及到质量流量，该性能参数也通

常被纳入比较范围。为实现航天器精确的定位和

姿态调整，微推进系统必须具有足够大的比冲和

高精确度的推力［１１］。另外，微喷管的尺度极小，

其内部流动的雷诺数与宏观流动相比低得多，因

此管内流动受黏性的影响较为显著，为描述这一

特征，通常取微喷管的喉部雷诺数进行比较和分

析。在二维条件下，推力犉ｔ、质量流量犿
·
、比冲犐ｓｐ

和喉部雷诺数犚犲ｔ的计算公式如下：

犉ｔ＝∫
犔
ｏｕｔ

０

（ρｅ狌
２
ｅ＋狆ｅ）犺０ｄ狔 （１）

犿
·
＝∫

犔
ｏｕｔ

０
ρｅ狌ｅ犺０ｄ狔 （２）

犐ｓｐ＝
犉ｔ

犿
·

犵
（３）

犚犲ｔ＝
ρ狌犔ｔ

μ

（４）

式中ρｅ、狌ｅ和狆ｅ分别代表出口位置的密度、速度

和压力，犵为重力加速度，犔ｏｕｔ和犺０ 分别代表喷管

的出口宽度和刻蚀深度，ρ和狌 分别代表喉部密

度和速度，犔ｔ 代表喉部宽度，μ代表气体动力黏

度［１１］。本文将在数值模拟中对上述特性参数进

行重点分析和研究。

１３　犇犛犕犆方法

微喷管中的流动特征尺度极小，导致其内部

流动的克努森数（犓狀）远高于宏观尺度流动，从而

体现出明显的稀薄特征。在稀薄流动中，连续介

质假设开始失效，传统的ＮＳ方程在计算时将出

现偏差［１１］。为此，本文采用ＤＳＭＣ方法对微尺

度喷流进行数值模拟。

ＤＳＭＣ方法最初由Ｂｉｒｄ提出
［２１］，该方法直

接从流动物理模型出发，采用大量的模拟分子代

替真实气体分子，在模拟流场时将分子运动和碰

撞相互解耦，即将分子的真实运动划分为移动和

碰撞两个过程，分子的移动过程可以描述为单位

时间内分子在速度方向上的位移，碰撞过程则需

要选取合适的分子碰撞对，并采用合理的模型对

碰撞后的分子物理信息进行处理。当流场最终趋

于稳定时，采用分子统计的方法得出单元中的宏

观状态参数。ＤＳＭＣ方法直接处理分子的物理

运动过程，与直接求解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方程相比，不仅

更易于引入真实情况下的物理运动模型，而且已

被证明收敛于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方程，其可行性和正确

性均已得到大量的验证［２２２３］，因此广泛应用于稀

薄气体流动模拟。

２　数值方法验证

为验证数值方法的正确性，本文采用非结构

网格ＤＳＭＣ方法对文献［１１］中研究的二维微尺

度拉瓦尔喷管内部流动进行了数值模拟。根据文

献中的分析结果，该流动中的犓狀最大为０．０２５，

即该流动已经离开了连续流区，进入了过渡区的

滑移领域，因此采用ＤＳＭＣ方法进行计算是合理

的。该模型的结构和尺寸如图１所示。在计算条

件中，喷流模式为冷喷流，气体种类为氮气，假设

为理想气体；进出口均为压力边界，进口压力为

１０１．３２５ｋＰａ（１ａｔｍ）和１０．１３２５ｋＰａ（０．１ａｔｍ），出

口压力为１０Ｐａ；气体滞止温度和壁面温度均为

３００Ｋ，蚀刻深度为３００μｍ。在进行数值模拟时，

为加快计算速度，本文取喷管流动对称面以上的

半区域进行模拟，划分网格时综合考虑气体分子

自由程和计算负荷状况，将网格平均尺寸设定为

０．８μｍ，此时网格单元数量为４２４１８，模拟分子数

约９３．７万。

图１　微尺度拉瓦尔喷管结构（单位：μｍ）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ｌｅＬａｖａｌｎｏｚｚｌｅ

（ｕｎｉｔ：μｍ）

图２和图３分别给出了进口压力为１０１．３２５

ｋＰａ和１０．１３２５ｋＰａ时的流场计算结果。从图中

可以看出，微喷管内的流动基本可以分为３部分：

收缩段、喉口和扩张段。在收缩段，气体首先受渐

缩结构的影响被压缩，此时气流处于亚声速流动

状态，速度开始上升，但密度（ρ）、温度（犜）和压力

无明显变化，仅在近壁面处受压缩效应形成了极

薄的高密度和高压力层区域；在喉口处，气流速度

达到声速并呈现出迅速上升的趋势，此时流场中

各物理量梯度均急剧增大，管内的亚声速流动快

速向超声速流动过渡；进入扩张段后，气流速度升

高至马赫数犕犪＝１．２（当地声速）以上，形成标准

的超声速流动，并在扩张结构的影响下继续膨胀，

密度和压力沿主流动方向逐渐降低，而受壁面黏

２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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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恒温条件的影响，温度与马赫数则沿扩张段

壁面的法线方向逐步降低和升高，形成较厚的边

界层。图３中展示的流场变化趋势与图２相比基

图２　进口压力为１０１．３２５ｋＰａ时微尺度喷管内的

流场结果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ｉｎａ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ｌｅｎｏｚｚｌｅａｔａｎｉｎｌｅ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１０１．３２５ｋＰａ

本一致，而其最大的区别在于温度和速度边界层

的厚度明显增加。这是由于当进出口压差下降

图３　进口压力为１０．１３２５ｋＰａ时微尺度喷管内的

流场结果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ｉｎａ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ｌｅｎｏｚｚｌｅａｔａｎｉｎｌｅ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１０．１３２５ｋＰａ

３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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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管内流速随之下降，导致扩张段的壁面黏性对

流动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图２和图３清晰的展现

了微尺度拉瓦尔喷管中的流场结构，其反映的流

动趋势与文献［１１］中所述基本一致，据此可以初

步证明本文数值方法的正确性。

图４和图５分别给出了进口压力为１０．１３２５

ｋＰａ和１０１．３２５ｋＰａ时喷管中心线和出口边界处

的温度和马赫数分布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在

喷管加速效应的影响下，管内气体温度随速度的

提高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其中喉部速度梯度变化

最为剧烈，温度下降趋势也最为明显；在出口处，

气体速度分布沿犢 轴方向呈先持平随后急速下

降的趋势，根据图中显示的结果，当进口压力为

１０１．３２５ｋＰａ时，喷管加速效应所形成的最大流动

速度区主要集中在中心线附近，约占出口边界的

图４　进口压力为１０．１３２５ｋＰａ时喷管中心线上的

温度值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

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ｎｏｚｚｌｅｗｈｅｎｔｈｅｉｎｌｅ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ｓ

１０．１３２５ｋＰａ

图５　进口压力为１０１．３２５ｋＰａ时出口边界上的

马赫数分布比较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ｃｈｎｕｍｂｅｒｏｎｔｈｅ

ｏｕｔｌｅ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ｗｈｅｎｔｈｅｉｎｌｅ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ｓ

１０１．３２５ｋＰａ

１／３处，其余部分的气体则在壁面黏性的影响下

不断降速，直至在出口上边缘处形成 犕犪＝０．７５

的亚声速流动。图４和图５中结果对比显示，本

文ＤＳＭＣ方法的计算结果与参考文献［１１］中的

结果变化趋势一致，仅扩张段中心线上的温度略

有不同，最大差异为３．１％；此外，表１给出了进

口压力为１０１．３２５ｋＰａ时微尺度喷管推力、比冲

和喉部雷诺数的比较，结果显示，３种特性参数值

基本一致，产生误差的主要原因是虚拟分子数、单

元数等计算条件不完全一致，而两者结果对比相

差均在１０％以内，据此可以进一步证明本文数值

方法的正确性。

表１　进口压力为１０１３２５犽犘犪时推力、比冲和喉部

雷诺数比较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狋犺狉狌狊狋，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犻犿狆狌犾狊犲犪狀犱狋犺狉狅犪狋

犚犲狔狀狅犾犱狊狀狌犿犫犲狉狑犺犲狀犻狀犾犲狋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犻狊１０１３２５犽犘犪

方法 推力／（ｍＮ） 比冲／ｓ 喉部雷诺数

本文方法 １．２７ ６６．９４ ４２５．４４

文献［１１］ １．４１ ６７．７０ ４６２．８０

３　非恒压入口型喷管流动特性分析

根据上文概述，现代微推进技术主要采用能

量转换的方式，将推进系统中的化学能、电磁能、

压能或光能转换为推进气体的内能和动能，并通

过喷管形成高速喷流气体，为航天器提供推动力。

从控制方式来看，微推进系统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以冷推进和化学推进系统为主，这类系统以

被动式阀门调节为主，虽然阀门可由电系统控制，

但其仍属于机械控制范畴，因此控制精度相对较

低；另一类以电推进和激光推进系统为主，这类系

统可通过主动调节电磁场或激光强度来控制系统

的推力，控制精度相对较高。在微尺度喷流中，当

推进系统进行推力状态调节时，高精度控制系统

所形成的推进气流压力相对稳定，其变化趋势接

近于线性；而当控制系统的精度偏低时，气流压力

则呈现出阶跃式变化的特征。为此，本文分别建

立了阶跃式和线性式非恒定增压模型，以文

献［１１］中的微尺度拉瓦尔喷管为研究对象，喷流

方式设定为冷喷流，采用ＤＳＭＣ方法模拟不同的

非恒定增压模式下微尺度喷流的形成和变化过

程，并对其结果进行分析和研究。

３１　阶跃式增压

本文设置的阶跃式增压模型如图６所示。为

４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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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计算时间间隔的一致性以明确压力变化过程

的时间跨度，经过测试，本文将计算时间步长统一

设定为３．５×１０－１１ｓ，入口压力（狆ｉｎ）从１０．１３２５

ｋＰａ上升至１０１．３２５ｋＰａ，即初始时入口压力设为

１０．１３２５ｋＰａ，在第１．０５×１０－６ｓ（时间步狋ｓ＝

３００００）时突升至１２０ｋＰａ，在第２．１×１０－６ｓ（狋ｓ＝

６００００）时降至８５ｋＰａ，随后在第３．１５×１０－６ｓ

（狋ｓ＝９００００）时入口压力回到标准值１０１．３２５

ｋＰａ，此后入口压力恒定不变至流场稳定。其他

参数与文献［１１］中的计算条件保持一致。

图６　阶跃式增压模型

Ｆｉｇ．６　Ｓｔｅｐｐｅ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ｏｏｓｔｍｏｄｅ

图７和图８给出了阶跃式增压过程中不同时

刻的流场速度（犞）和压力云图，由于图中主要结

果为 ＤＳＭＣ方法的即时计算结果，流动并未稳

定，不可避免的带有统计涨落，但流场结构仍比较

完整，基本能够反映其变化特征。为明确体现阶

跃式压力变化对流场的作用，通过算例测试比较，

本文统一取入口压力发生不同阶跃式变化后

８．７５×１０－８ｓ（Δ狋ｓ＝２５００）的即时计算结果来反

映压力阶跃对管内流场的实时影响，并综合稳定

时的统计结果一同进行分析和比较。

图７和图８中结果主要显示了３次压力阶跃

对流场形成的影响：第一次阶跃时，入口压力急升

至１２０ｋＰａ，压力极高的来流受收缩段的影响，被

图７　阶跃式增压过程中的流场速度云图

Ｆｉｇ．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ｅｐｐｅ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ｏｏｓｔｐｒｏｃｅｓｓ

进一步压缩，在喉部前方的对称面处形成了高压

区，并在高压推动的作用下，经过扩张段进一步加

速成为超声速流动，以激波的形式向出口方向运

５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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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阶跃式增压过程中的流场压力云图

Ｆｉｇ．８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ｅｐｐｅ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ｏｏｓｔｐｒｏｃｅｓｓ

动，将入口压力阶跃的影响传播到整个管道；第二

次阶跃时，入口压力降至８５ｋＰａ，受降压影响，喷

管收缩段至喉部的速度和压力均明显下降，管内

压力梯度和速度梯度也随之降低，但气流在扩张

段的边界层结构基本稳定且层次比较清晰，这说

明当入口压降幅度较小时，扩张段气流的黏性力

影响较大，限制了入口压力波动造成的影响；第三

次阶跃时，入口压力回升至标准值１０１．３２５ｋＰａ，

入口压力的跃增使收缩段的气流速度、压力及速

度梯度、压力梯度均有所上升，但压力跃增幅度相

对更小，扩张段的气流黏性对压力波动的阻滞效

果更加明显，因此扩张段流场结构基本保持着入

口压力跃增前的状态（入口压力偏低时边界层厚

度较大）。

由此可见，微尺度喷流入口压力阶跃对管内

流动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入口压力波动与管内流体

黏性力之比。当入口压力波动幅度较大时，管内

流动将以强对流波动结构为主；反之，入口压力波

动幅度较小时黏性力占主导，此时压力波动引起

的流场变化首先表现为收缩段至喉部的物理量梯

度变化，随后在扩张段，压力波动与黏性力相互制

衡，导致流场边界层厚度发生变化，并最终到达稳

定状态。

为进一步分析阶跃式增压过程中管内流动的

变化状况，图９和图１０给出了阶跃式增压过程内

喷管中心线上的速度和压力分布情况。为更加明

确的展示阶跃式增压带来的影响，图中截取了３次

压力阶跃后每隔７×１０－８ｓ（Δ狋ｓ＝２０００）的４次即时

计算结果进行比较。线图结果取自流场发展中的

即时统计值，因而同样带有一定的统计涨落，但总

体趋势仍比较明显，能够反映流动的变化特征。根

据图中显示的结果，入口压力第一次阶跃时形成

６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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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阶跃式增压过程内中心线上的速度分布

Ｆｉｇ．９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ｌｉｎｅ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ｓｔｅｐｐｅｄｓｕｐｅｒｃｈａｒｇ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

的高压差流动首先在喉部形成宽度较窄的高速波

动，并随着扩张段的加速作用形成宽度更广、峰值

更高的激波前锋，当高速激波流动短时间内迅速

通过扩张段到达出口并向外流出后，管内流动速

度下降并趋于稳定值；在管内压力变化中，初始时

入口压力阶跃前管内流速偏低，导致上游大量气

体聚集在收缩段至喉部形成高压区，随后高压波

动进入喉部至扩张段，增大了收缩段气流在流动

方向上的阻力，因此压力峰值向上游回溯，并受压

缩段和入口高压的共同作用形成更高的压力峰

图１０　阶跃式增压过程内中心线上压力分布

Ｆｉｇ．１０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ｌｉｎｅ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ｓｔｅｐｐｅｄｓｕｐｅｒｃｈａｒｇ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

值，当压力波动发展到扩张段时，该处压力随之上

升，而由于波动压能在扩张段逐渐释放，导致上游

来流压力梯度与峰值随之下降，最终压力波动流

出喷管后，压力梯度呈现出沿流动方向递减的稳

定趋势。

第二次阶跃时，入口压力下降，由于惯性作

用，初始变化时大部分管内流速和压力还未发生

明显变化，压降主要出现在接近入口的位置，该处

的流动速度也随之降低；随着降压波动的继续发

展，入口至喉部的流场压力和速度明显下降，但由

于喉部压力下降减少了入口流动发展的阻碍力，

近入口位置处的流速略有回升；当压降波动发展

至扩张段时，该处的压力和速度开始降低，在其影

响下，上游入口处的流动发展阻力进一步减少，从

而使该处的速度和压力均继续回升；最终当压降

波动发展至出口时，扩张段流速和压力均有所下

降，其他位置的流场则基本不变。

第三次阶跃时入口压力的波动是三次阶跃中

最低的，因此其产生的影响也相对最小。从速度

上看，随着增压阶跃波动向出口方向发展，收缩

段、喉部、扩张段的流动速度依次增大，最终当波

动离开喷管后，流动速度逐渐下降并趋于稳定；在

压力方面，增压阶跃首先使收缩段出现峰值，随后

喉部压力上升导致压力峰值向入口方向回溯，增

压波动发展到扩张段后该处压力升高，而上游流

动压力梯度随着压能的释放而下降，最后当波动

离开喷管后，压力分布逐渐趋稳，其整体变化规律

与第一次阶跃有一定相似，但由于两次阶跃的入

口压力相差悬殊，两者的变化幅度有明显差距。

图１１～图１４给出了入口压力阶跃式变化过

程中喷管推力、质量流量、比冲和喉部雷诺数的变

化情况。为重点分析入口压力波动对微喷流特性

７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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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阶跃式增压过程中的推力

Ｆｉｇ．１１　Ｔｈｒｕｓ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ｅｐｐｅ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ｏｏｓｔｐｒｏｃｅｓｓ

图１２　阶跃式增压过程中的质量流量

Ｆｉｇ．１２　Ｍａｓｓ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ｅｐｐｅｄ

ｓｕｐｅｒｃｈａｒｇ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

图１３　阶跃式增压过程中的比冲

Ｆｉｇ．１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ｍｐｕｌｓ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ｅｐｐｅｄ

ｓｕｐｅｒｃｈａｒｇ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

造成的影响，图中主要给出了入口压力开始突变

时（狋ｓ＝３００００）至基本稳定时（狋ｓ＝１１５０００）的喷流

特性参数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入口压力

的阶跃式变化会给喷流各特性参数造成延时性波

动，其趋势反映为“延时震荡稳定”。从变化形

势上看，压力跃增反映为类正弦式波动（先增后

图１４　入口压力阶跃式变化过程中的喉部雷诺数

Ｆｉｇ．１４　Ｔｈｒｏａｔ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ｎｕｍｂｅｒ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ｅｐｐｅ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ｏｏｓｔｐｒｏｃｅｓｓ

减），压力跃减反映为类余弦式波动（先减后增），

波动幅度与入口压力变化具体值呈正相关关系。

从喷流发展过程来看，喷管出口处的气体总能取

决于上游流场压能的释放或缩减，因此当入口压

力发生阶跃时，各项喷流特性参数必然随其升高

或降低；而由于喷管出口边界为恒压边界，当入口

压力恒定时，喷管出口处的气体也将收敛于稳态。

在上述特性参数中，推力主要与出口处的流

体总能相关，因此其变化趋势主要取决于入口压

力的增减，但该参数受气体动压和静压的共同影

响，而稳定状态下气体的局部流速又与其静压呈

反相关关系，因此推力参数的具体变化趋势呈震

荡式增长或下降；与之相比，质量流量与速度和密

度变化的关联更为紧密，虽然其整体趋势与推力

基本一致，但第一次压力阶跃后，出口处的气体密

度大幅上升且基本稳定，因此其后的变化幅度与

阶跃前相比偏小；比冲所反映的是单位质量的气

体所产生的推动力，总动能相同时密度更小的流

体具有更大的比冲，因此当初始流场在高增压阶

跃产生的激波推动下形成低密度高速出口喷流

时，比冲值出现最高峰，其出现时间均略早于推力

和质量流量的最高峰时间，而当出口处流场密度

大幅提升后，出口流速逐渐趋稳，推力随之下降，

比冲值也因此迅速下降，其后的变化幅度也相对

较小；喉部雷诺数主要反映了喷流流场内惯性力

与黏性力之比，因此其变化趋势与推力基本一致，

主要随上游压能的释放或缩减呈震荡式变化，根

据该参数的数值变化可以看出，当喉部流场的动

能由于高增压阶跃出现峰值时，雷诺数激增，惯性

力对流动的影响迅速提高，而随着流动的逐渐稳

定，雷诺数迅速下降，此时黏性力对流动产生了相

对更高的影响，随后入口压力的小幅波动也没有

８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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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雷诺数出现大幅震荡，进一步说明此时微喷流

中的黏性力对入口压力波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

影响。

３２　线性式增压

本文设置的线性式增压模型如图１５所示，入

口压力从第１．０５×１０－６ｓ（狋ｓ＝３００００）起到第

３．１５×１０－６ｓ（狋ｓ＝９００００）止，由１０．１３２５ｋＰａ线

性式变化至１０１．３２５ｋＰａ，其他计算条件则与阶跃

式压力变化模型一致，以便对两种非恒定增压模

型的喷流特性进行对比分析。

图１５　线性式增压模型

Ｆｉｇ．１５　Ｌｉｎｅａ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ｏｏｓｔｍｏｄｅ

图１６和图１７给出了线性式增压过程中不同

时刻的流场速度和压力云图。为反映入口压力变

化对管内流动造成的持续性影响，本文将压力变

化开始和终止后各３．５×１０－７ｓ（Δ狋ｓ＝１００００）之

间的数值结果设为取样范围，并列出每隔５．２５×

１０－７ｓ（Δ狋ｓ＝１５０００）的即时结果，最后与稳定后

的统计结果一并分析比较。由于计算尚未稳定，

结果中带有一定的统计涨落，但足以反映流动的

基本变化趋势。

从图１６和图１７中结果可以看出，随着入口

压力的增长，收缩段的流动压力逐渐上升，在经历

了短暂的变化后其结构基本稳定；而在喉部压力

不断上升和出口边界压力恒定的影响下，扩张段

中的流场压力梯度随之提高，受此影响，该位置处

的流动速度不断升高，管内流场的惯性力开始占

主导，黏性效应对流动的影响逐渐减小，从而导致

流动边界层厚度降低，高速区域不断扩张，最终发

展到稳定状态。总体来看，在线性式增压的作用

下，微尺度喷流变化呈明显的连续性特征，除了初

始时受增压来流影响，局部位置和区域的流场出

现了明显变化外，其后的流场结构都呈现出连续

且稳定变化的趋势；另外，扩张段流场边界层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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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线性式增压过程中的流场速度云图

Ｆｉｇ．１６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ｏｏｓｔｐｒｏｃｅｓｓ

化也充分反映了黏性力与惯性力的相互作用对流

场变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进一步说明了黏性力

在微尺度喷流中的重要影响作用。

图１８和图１９给出了线性式增压过程中不同

时刻中心线上的流场速度和压力分布。从图中可

图１７　线性式增压过程中的流场压力云图

Ｆｉｇ．１７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ｒ

ｓｕｐｅｒｃｈａｒｇ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

图１８　线性式增压过程内中心线上的速度分布

Ｆｉｇ．１８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ｌｉｎｅ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ｒｓｕｐｅｒｃｈａｒｇ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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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　线性式增压过程内中心线上压力分布

Ｆｉｇ．１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ｌｉｎｅ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ｒｓｕｐｅｒｃｈａｒｇ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

以看出，当喷管开始增压时，来流首先聚集在收缩

段形成高压区，使该区域的流速明显增大；随着入

口压力的不断提高，高压来流也在扩张段进一步

加速，从而导致管内流速整体上升；当增压流动发

展至出口后，加速气流离开喷管，产生了泄流效

应，管内流速略有下降，并随着入口压力的恒定而

趋于稳定状态。与流速相比，管内压力变化则主

要表现为压力梯度的连续性变化，其顺压梯度的

趋势则始终未变，其结果清晰的表明，喷流内部压

力的变化主要集中在入口至喉部的收缩段，以及

扩张段中接近喉口的部分，而扩张段中靠近出口

的流动区域则呈现出压力梯度较低且波动较小的

特点。由此可以说明，线性式增压对微尺度流动的

产生的影响以渐进式的连续性变化为主，具体表现

为收缩段的压力梯度剧增和扩张段的流速变化。

图２０～图２３给出了线性式增压过程中喷管

推力、质量流量、比冲和喉部雷诺数的变化情况。

同样为分析入口压力变化过程对喷流的影响，图中

所给出的主要是线性式增压过程中（从３００００～

１１５０００时间步）的计算结果。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线性式增压过程中微尺

度喷流的推力、质量流量和喉部雷诺数主要呈线

性上升的态势，这是由于３种特性参数均与流动

速度有着重要的关联。随着上游来流的压能不断

释放，管内流动速度线性式增长，从而使上述特性

参数形成了相似的变化趋势。而喷流比冲的变化

则相对复杂一些，当增压来流发展至扩张段时，增

压前的低密度气体在高压来流的推动下以较高的

速度离开出口，导致喷流比冲出现峰值；随后由于

质量流量的不断提高和出口处流动状态的变化放

缓，喷流比冲缓慢下降并向稳定状态发展。此外，

从喉部雷诺数的变化结果来看，喉部流动受压缩

和扩张效应的共同影响，因此该处速度随高压来

流的不断发展而剧烈变化，导致喉部雷诺数出现

了较大幅度的波动，但整体仍呈现出线性式上升

的趋势，这表明了喉部流动的惯性力与黏性力处

于相互制衡的作用中，而且随着入口压力的持续

提高，惯性力的影响逐渐增加。

图２０　线性式增压过程中的推力

Ｆｉｇ．２０　Ｔｈｒｕｓ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ｒｓｕｐｅｒｃｈａｒｇ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

图２１　线性式增压过程中的质量流量

Ｆｉｇ．２１　Ｍａｓｓ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ｒ

ｓｕｐｅｒｃｈａｒｇ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

图２２　线性式增压过程中的比冲

Ｆｉｇ．２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ｍｐｕｌｓ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ｒ

ｓｕｐｅｒｃｈａｒｇ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

１０５２



航　空　动　力　学　报 第３５卷

图２３　线性式增压过程中的喉部雷诺数

Ｆｉｇ．２３　Ｔｈｒｏａｔ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ｎｕｍｂｅｒ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ｌｉｎｅａｒｓｕｐｅｒｃｈａｒｇ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

３３　两种模式的对比分析

上文给出了两种不同的非恒定增压模式下微

尺度喷流的流场及特性参数变化情况。根据结果

显示，两种模型条件下喷流特性变化的主要区别

为趋势差异：阶跃式模型中，喷流特性以峰谷相间

的波动式变化为主，增压时先出现波峰后出现波

谷，减压则相反，稳定后的特性值将出现在波峰与

波谷之间；线性式模型中，喷流特性以类似于入口

压力增长的连续式变化为主，除比冲呈“波峰缓

慢下降趋于稳定”的特殊趋势外，其他各特性参

数均随着入口压力的升高而线性变化。两种模式

下特性参数的具体变化机理在上文中已有较详细

的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表２～表４给出了两种模式下微尺度喷流状

态切换过程中的重要特性参数值。从整体结果上

看，阶跃式模型在变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总冲量比

线性式模型高约５９．５％，消耗的推进剂总质量多

约７４．７％，单位质量工质提供的冲量低约８．６％，

平均比冲基本相等，两者相差不足１％；从变化过

程来看，阶跃式模型共经历了３次特性参数峰谷

式波动，每次推力波动幅值占稳定值的８２．１％、

３６．９％、１９．７％，比 冲 波 动 幅 值 占 稳 定 值 的

８１．７％、１２．０％、７．３％，质量流量波动幅值占稳定

值的３９．１％、３１．０％、１８．０％，而线性式模型的特

性参数除比冲外均呈线性增长趋势，全过程中无

波峰出现，推力和质量流量的最大值基本接近于

稳定值，两者相差不足１％，比冲变化过程中出现

了１次波峰，但波动幅度有限，其峰值与平均值相

比占后者的 ７．９％，与稳定值相比占后者的

１１．９％；此外，两种模型的喉部雷诺数变化过程与

推力和质量流量类似，但其两者波动幅度差异较

大，阶跃式模型中喉部雷诺数的最大波动幅度约

为其稳定值的２．５５倍，最低幅度也占稳定值的

４０．１％，而线性式模型中喉部雷诺数呈明显的线

性变化趋势，无波峰出现，最大值与稳定值相差占

后者的７％，两者基本相等。在本文的设定中，阶

跃式压力的变化幅度分别为稳定值的１８．４％和

１６．１％，均控制在２０％以内，若航天器因控制精

度问题出现更高的压力变化幅度，则阶跃式模型

中的波幅占比更大。由此可见，在相同的工作状

态下，阶跃式模型的总推力输出相对更高，但其消

耗的工质质量也更大，其单位质量推进剂的能效

比线性式模型低；而在稳定性方面，线性式模型则

具有更明显的优势。

表２　两种不同模式中微尺度喷流的总体特性

参数值比较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狋犺犲犵犲狀犲狉犪犾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

狅犳狋犺犲犿犻犮狉狅狊犮犪犾犲犼犲狋犻狀狋狑狅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犿狅犱犲狊

喷流特性参数 阶跃式模型 线性式模型

总冲量／１０－６（ｍＮ·ｓ） ３．５１ ２．２０

流体总质量／１０－６ｍｇ ５．１２ ２．９３

平均比冲／ｓ ６９．３２ ６９．３７

平均喉部雷诺数 ４３９．６２ ２６３．１５

单位质量推进工质

提供的冲量／（（Ｎ·ｓ）／ｇ）
０．６８６ ０．７５１

表３　阶跃式增压过程中微尺度喷流的重要特性值

犜犪犫犾犲３　犐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狋犺犲犿犻犮狉狅狊犮犪犾犲

犼犲狋犱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狊狋犲狆狆犲犱狊狌狆犲狉犮犺犪狉犵犲犱狆狉狅犮犲狊狊

喷流特性参数
第一次

阶跃

第二次

阶跃

第三次

阶跃

推力／

ｍＮ

峰值 ２．４０ １．１６ １．４２

谷值 １．２１ ０．７８ １．１７

稳定值 １．４５ １．０３ １．２７

比冲／ｓ

峰值 １１５．６７ ６７．３８ ７１．２５

谷值 ６０．８８ ５９．３８ ６６．３４

稳定值 ６７．０９ ６６．６８ ６６．９４

喉部

雷诺数

峰值 １６０７．６６ ４１４．１９ ５１０．１０

谷值 ３７０．０６ ２１９．４３ ３３９．２５

稳定值 ４８４．５５ ３３４．５３ ４２５．４４

质量流量／

（ｍｇ／ｓ）

峰值 ２．７３ １．８３ ２．０７

谷值 １．８７ １．３４ １．７３

稳定值 ２．２０ １．５８ １．８９

２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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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线性式增压过程中微尺度喷流的重要特性值

犜犪犫犾犲４　犐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狋犺犲犿犻犮狉狅狊犮犪犾犲

犼犲狋犱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犾犻狀犲犪狉狊狌狆犲狉犮犺犪狉犵犲犱狆狉狅犮犲狊狊

喷流特性参数
全过程中

的最大值
稳定值 平均值

推力／ｍＮ １．２７ １．２７ ０．７１

比冲／ｓ ７４．８８ ６６．９４ ６９．３７

喉部雷诺数 ４５５．２４ ４２５．４４ ２６３．１５

质量流量／（ｍｇ／ｓ） １．９０ １．８９ １．０４

４　结　论

本文首先验证了ＤＳＭＣ方法在模拟微尺度

拉瓦尔喷管内部流动时的正确性，然后采用该方

法对阶跃式增压和线性式增压模式下的微尺度喷

流进行了模拟，并根据结果对两种非恒定增压条

件下的微尺度喷流特性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以

下结论：

１）当微尺度喷流进行增压状态切换时，阶跃

式增压和线性式增压对管内流场造成的影响有显

著区别。阶跃式增压会使流动特性出现峰谷式波

动；而线性式增压流动则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连续

性变化，这表明了其入口增压模式对管内流动的

变化趋势会产生主导性的影响。

２）微尺度喷流中的黏性效应对其入口压力

变化引起的流场波动有重要的阻滞作用，这一特

点在喉部扩张段至出口处的流场中最为明显。根

据模拟结果，两种非恒定增压模式下的流场边界

层仅在高压来流发展初期才会呈现出明显的结构

改变，喉部雷诺数除阶跃式模型的第一次高压波

动外其余均在５００以下，增压过程中喷管中心线

上的流动变化主要体现为边界层厚度的消长，由

此表明了黏性力对微尺度喷流的重要影响。

３）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即使微尺度喷流入

口增压的起始状态、稳定状态和增压时间完全一

致，不同增压模式下的喷流特性也有较大差别。

在本文设定的条件下，阶跃式模型在变化过程中

产生的总冲量和消耗的总推进剂质量比线性式模

型高约５９．５％和７４．７％，单位工质提供的冲量低

约８．６％，平均比冲基本相等，其波动性远高于线

性式模型。由此可见，阶跃式增压适用于系统需

要较大推动力以改变其运动状态且推进剂储备量

充足的情况，而当系统进行运动状态的精确微调

或需要推进剂释放更高效能时，稳定性更高的线

性式增压无疑具有更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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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ｍｅｎｔｓｏｆｌａｓｅｒｐｌａｓｍａ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Ｓｃｉ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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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ｇａｓｆｌｏｗ［Ｍ］．Ｏｘｆｏｒｄ，Ｂｒｉｔａｉｎ：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２２］　ＷＡＧＮＥＲＷ．Ａ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ｐｒｏｏｆｆｏｒＢｉｒｄ＇ｓｄｉｒｅｃｔｓｉｍ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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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９９２，６６（３／４）：１０１１１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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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ｃｈｅｍ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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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机前飞旋翼桨尖涡定常质量射流控制计算

叶　舟，展凤江，徐国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小型无人机先进技术工信部重点实验室，南京２１００１６）

摘　　　要：针对直升机前飞状态开展了旋翼非定常桨尖涡的模拟，采用定常桨尖空气质量射流（ＴＡＭＩ）控

制方式对旋翼桨尖涡进行了控制。建立了一个适用于前飞旋翼桨尖涡高精度捕捉和质量射流控制模拟的数

值方法，在该方法中，采用有限体积法进行空间离散，应用５阶ＲｏｅＷＥＮＯ（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ｎｏｎｏｓｃｉｌｌａ

ｔｏｒｙ）格式进行流场重构及控制面对流通量计算；采用双时间方法进行时间推进，伪时间步上应用隐式ＬＵ

ＳＧＳ（ｌｏｗｅｒｕｐｐｅｒ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ＧａｕｓｓＳｅｉｄａｌ）格式；引入射流边界条件对质量射流进行模拟；采用运动嵌套网格

方法对前飞旋翼桨尖的挥舞运动进行模拟，并对桨叶网格和背景网格进行针对性加密。基于所建立的方法对

前飞状态旋翼非定常桨尖涡及其质量射流控制进行了模拟，计算结果表明：前飞状态下旋翼桨尖涡存在较大

的前后差异，桨盘前侧的桨尖涡涡核强度远小于桨盘后侧；桨盘前侧旋翼桨尖涡的涡核强度很难由定常质量

射流控制来减弱，而桨盘后侧的旋翼桨尖涡则可以通过定常质量射流得到有效控制。

关　键　词：旋翼桨尖涡；桨尖空气质量射流（ＴＡＭＩ）；运动嵌套网格；计算流体动力学（ＣＦＤ）；直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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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ｔａ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ｓｉｄｅ．Ｔｉｐｖｏｒｔｅｘ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ｔ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ｓｉｄｅｏｆｔｈｅｒｏｔｏｒｄｉｓｋ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ｗｅａ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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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ＭＩ．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ｒｏｔｏｒｔｉｐｖｏｒｔｅｘ；ｔｉｐａｉｒｍａｓｓ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ＴＡＭＩ）；ｍｏｖｉｎｇｏｖｅｒｓｅｔｇｒｉ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ｌｕｉ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ＣＦＤ）；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

　　旋翼是直升机的重要部件之一，高速旋转的

旋翼为直升机提供了足够的升力和操纵力矩，但

也给直升机带来一些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工作

状态下旋翼桨尖脱落的桨尖涡。桨尖涡与旋翼自

身以及直升机其他部件碰撞，引起了气动干扰、振

动和气动噪声等问题，对直升机的整体特性带来

了较大的影响。当前直升机旋翼桨尖涡的高精度

模拟和流动控制研究是直升机旋翼ＣＦＤ领域的

前沿课题，通过主动或被动控制方法对旋翼桨尖

涡的生成及演化过程进行控制，从而改变旋翼桨

尖涡的涡核半径、旋转速度和强度等特性，减弱桨

尖涡对直升机其他部件的干扰，由此提升直升机

的整体性能。主动控制方法可分为定常和非定常

质量射流技术，被动控制方法可分为翼尖小翼和

开孔桨尖等方式，相对而言，主动控制方法具有更

好的灵活性，本文主要针对主动射流控制方法开

展研究。

早期旋翼桨尖涡的研究都是采用试验方法，

但随着计算流体力学技术的发展，高精度的数值

方法逐渐成为旋翼桨尖涡及其主动控制模拟的主

流方 法。２００５ 年，美 国 马 里 兰 大 学 的 Ｄｕ

ｒａｉｓａｍｙ
［１］对机翼翼尖涡的生成过程和运动轨迹

进行了计算模拟。２００７年，Ｄｕｒａｉｓａｍｙ等
［２］分别

采用ＰＩＶ和高精度ＣＦＤ方法对旋翼桨尖涡进行

了对比研究，为旋翼新型桨尖的设计提供了技术

支持。在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开展了旋翼桨尖涡

相关的研究。２０１０年，徐丽等
［３４］在国内采用５

阶ＲｏｅＷＥＮＯ格式对悬停状态旋翼桨尖涡进行

了高精度捕捉。２０１６年，印智昭等
［５］也对旋翼桨

尖涡进行了高精度模拟，并对 ＷＥＮＯ（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ｎｏｎ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ｙ）、ＭＵＳＣＬ（ｍｏｎｏｔｏｎｅ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ｓ）和ＪＳＴ（ＪａｍｅｓｏｎＳｃｈｍｉｄｔＴｕｒｋｅｌ）等格式进

行了对比。２０１６年，付炜嘉等
［６］发展了 ＲＡＮＳ／

ＬＥＳ（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ｌａｒｇｅｅｄ

ｄ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混合方法求解器，并采用高阶计算

格式和动态搭接网格技术对旋翼桨尖涡进行了数

值模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旋翼桨尖涡定常质量射流控制方面，乔治

亚理工学院的 Ｖａｓｉｌｅｓｃｕ和 Ｄａｎｃｉｌａ以及马里兰

大学的Ｄｕｒａｉｓａｍｙ和Ｂａｅｄｅｒ等做出了较多的贡

献。２００３年，Ｖａｓｉｌｅｓｃｕ、Ｄａｎｃｉｌａ
［７８］在机翼二维截

面上开展研究，为旋翼桨尖涡的主动流动控制打

下了一定的基础。同年，Ｄｕｒａｉｓａｍｙ、Ｂａｅｄｅｒ
［９］分

别采用弦向射流和展向射流两种方式开展了机翼

桨尖涡的主动控制研究。２００４年，Ｄｕｒａｉｓａｍｙ

等［１０］采用ＴＵＲＮＳ求解器对悬停状态下的单片

桨叶进行了质量射流控制的计算研究，深入分析

了展向射流和弦向射流对旋翼桨尖涡的控制机

理，对之后的主动控制研究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

同年，Ｖａｓｉｌｅｓｃｕ
［１１］开展了旋翼桨尖涡切向定常射

流控制的初步研究，并进行了旋翼桨尖涡非定常

射流控制的计算研究，结果表明，切向射流在旋翼

桨尖涡的控制方面具有较好的潜力，后来他们还

针对射流口位置、大小和射流速度等开展了参数

化研究。目前为止，国内在悬停旋翼桨尖涡主动

流动控制方面的研究还较少。此外，需要指出的

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前飞状态旋翼桨尖涡的

质量射流控制研究鲜见发表。

鉴于此，本文针对前飞状态旋翼开展研究，对

前飞旋翼桨尖涡进行高精度模拟，并采用定常质

量射流控制方法对前飞旋翼桨尖涡进行控制。本

文建立了高精度的ＣＦＤ求解器，通过创建射流边

界条件对质量射流控制进行模拟，在不同射流角

和射流速度下开展旋翼桨尖涡的定常质量射流控

制计算，得到了不同控制参数下旋翼桨尖涡的演

变规律，并得到了当前算例下具有最佳控制效果

的质量射流控制方法。

１　非定常旋翼涡流场高精度数值

模拟方法

１１　前飞旋翼流场求解方法

对于前飞状态旋翼流场，采用笛卡儿坐标系

下的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
［１２］，其计算公式为



狋∫犞犠ｄ犞＋∮犞（犉ｃ－犉ｖ）ｄ犛＝０ （１）

６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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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ｃ＝

ρ犝

ρ狌犝＋狀狓狆

ρ狏犝＋狀狔狆

ρ狑犝＋狀狕狆

ρ

熿

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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燅犎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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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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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狓τ狓狓 ＋狀狔τ狓狔 ＋狀狕τ狓狕

狀狓τ狔狓 ＋狀狔τ狔狔 ＋狀狕τ狔狕

狀狓τ狕狓 ＋狀狔τ狕狔 ＋狀狕τ狕狕

狀狓Θ狓＋狀狔Θ狔＋狀狕Θ

熿

燀

燄

燅狕

（２）

式中犠 表示守恒变量，犉ｃ 为无黏通量，犉ｖ 是黏性

通量。ρ、狌、狏、狑和狆分别表示流体的密度、三个方

向流体速度分量和压强。犎 为总焓，犞 为体积，犝

表示桨叶与空气的相对速度，［狀狓 狀狔 狀狕］
Ｔ 为控

制面的面法矢。τ代表黏性应力，［Θ狓 Θ狔 Θ狕］
Ｔ

表示黏性应力和热传导对流体所做的功。

采用迎风Ｒｏｅ格式
［１３］对控制面对流通量进

行计算，其计算公式为

犉犻＋１／２ ＝

１

２
犉（犠ｒ）＋犉（犠ｌ）－ 珚犃Ｒｏｅ 犻＋１／２（犠ｒ－犠ｌ［ ］）

（３）

珚犃Ｒｏｅ 犻＋１／２（犠ｒ－犠ｌ）＝

Δ犉１ ＋ Δ犉２，３，４ ＋ Δ犉５ （４）

式中 珚犃Ｒｏｅ 犻＋１／２表示Ｒｏｅ矩阵的行列式。

采用５阶 ＷＥＮＯ 格式
［１４１５］对流场进行重

构，在计算域边界处应用虚拟网格法，以确保边界

处的插值计算。采用双时间方法进行世间离散，

其中伪时间步采用 ＬＵＳＧＳ（ｌｏｗｅｒｕｐｐｅｒｓｙｍ

ｍｅｔｒｉｃＧａｕｓｓＳｅｉｄｅｌ）格式
［１６］，湍流模型选取ＳＡ

（ＳｐａｌａｒｔＡｌｌｍａｒａｓ）模型
［１７］。

１２　质量射流边界条件

通过添加射流边界条件来模拟旋翼桨尖质量

射流，在本文建立的数值计算求解器中，射流边界

控制面的速度定义为射流速度和桨叶旋转速度的

矢量和，控制面的密度、压强和总能由内场插值计

算得到。图１给出了本文射流口布局和射流角α

的示意图。射流口位于旋翼桨叶的圆形端面，射

流口前端距离桨叶前缘０．４犮（犮为旋翼桨叶截面

翼型弦长，犣＝狕／犮，表示无因次化的狕方向坐标），

射流口长度为０．３５犮，射流口厚度为０．００６犮。本

文在－４５°、０°和４５°射流角下开展了计算，射流速

度垂直于圆形端面，无因次化的射流速度定义为

狏ｉ＝狏ｊｅｔ／（犕ｔｉｐ·犪）。

图１　射流口布局及射流角示意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

１３　高效差量配平计算方法

前飞状态下旋翼具有挥舞和变距等复杂运

动，桨叶的运动状态对桨尖涡的变化特性有重要

影响，因此，操纵量配平对旋翼桨尖涡模拟有至关

重要的影响。基于差量配平思想，建立了一种高

效的差量配平方法［１８］，并将该方法与ＣＦＤ求解

器相耦合，计算由内环和外环两个迭代循环构成，

外环对旋翼桨叶进行ＣＦＤ计算，内环对旋翼操纵

量进行求解，计算收敛时可同时获得旋翼桨叶的

操纵量及其流场。差量配平方法的核心思想是牛

顿迭代法［１９］，其计算公式为

Δθ０

Δθ１ｓ

Δθ

烄

烆

烌

烎１ｃ

＝犉ａｃｃ·犑
－１·

犆ｔａｒｇｅｔｔ －犆
０
ｔ

犆ｔａｒｇｅｔｌ －犆
０
ｌ

犆ｔａｒｇｅｔｍ －犆
０

烄

烆

烌

烎ｍ

（５）

式中犉ａｃｃ为加速因子，用于减少计算步数，加快配

平收敛速度［１８］，犑为雅克比矩阵，Δθ０ 为总距变化

量，Δθ１ｓ为纵向周期边距变化量，Δθ１ｃ为横向周期

边距变化量，犆ｔａｒｇｅｔｔ 为目标拉力系数，犆０ｔ 为初始拉

力系数，犆ｔａｒｇｅｔｌ 为目标纵向滚转力矩系数，犆０ｌ 为初

始纵向滚转力矩系数，犆ｔａｒｇｅｔｍ 为目标横向滚转力矩

系数，犆０ｍ 为初始横向滚转力矩系数。

该配平方法与传统配平方法相比具有更快的

配平速度，并且有多种入流模型可供选择，能够减

少ＣＦＤ求解器的调用次数，从而节省计算时间，

具体研究成果可参见文献［１８］。

１４　高精度运动嵌套网格方法

采用运动嵌套网格方法对前飞旋翼非定常流

场进行模拟，为了对旋翼桨叶的边界流动进行精

确捕捉，对旋翼桨叶边界层网格进行了针对性加

密。针对ＣａｒａｄｏｎｎａＴｕｎｇ模型旋翼进行了网格

７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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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图２示出了本文建立的运动嵌套网格系统，

ＣＯ型桨叶网格弦向、法向和展向的网格节点数

分别为２２５、１５０和１７８，背景网格中与旋翼网格

对应的区域也进行了加密，在狓、狔和狕方向的网

格节点数分别为１８７、１３９和１７９。

图２　计算生成的前飞运动嵌套网格系统

Ｆｉｇ．２　Ｍｏｖｉｎｇｏｖｅｒｓｅｔｇｒｉｄｓｙｓｔｅｍｕｓｅｄｉ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ｆｏｒｗａｒｄｆｌｉｇｈｔ

１５　桨尖涡捕捉

流场计算收敛后，ＣＦＤ求解器额外计算一

圈，并存储旋翼桨叶在０°、４５°、９０°、１３５°、１８０°、

２２５°、２７０°、３１５°、３６０°方位角处的流场信息，采用

流场后处理软件截取１０°涡龄角处的桨尖涡截

面，图３（ａ）给出了单片桨叶桨尖涡的截取方式，

截取的桨尖涡见图３（ｂ），图３（ｃ）给出了旋翼桨尖

涡的截面流线，经过桨尖涡的涡核中心截取一条

水平线，并输出该水平线上的位置和速度数据，由

此便获得旋翼桨尖涡的涡核速度信息，如图３（ｄ）

所示，根据图中数据即可计算旋翼桨尖涡的涡核

旋转速度和半径。图中狏ｍａｘ为最大速度，狏ｍｉｎ为最

小速度，犱为涡核直径，狉ｃｏｒｅ为涡核半径。本文用

涡核旋转速度和半径的比值表征涡核强度，涡核

旋转速度相同时，涡核半径越小，则涡核集中力越

图３　旋翼桨尖涡捕捉及计算

Ｆｉｇ．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ｐｔｕｒｅｏｆｒｏｔｏｒｔｉｐｖｏｒｔｅｘ

大，涡核强度越大，因此，桨尖涡涡核强度控制的

关键在于增大涡核半径和减小涡核旋转速度。

２　计算方法验证

选取 ＡＨ１Ｇ 旋翼为基准算例进行计算对

比，该旋翼具有２片展弦比为９．２２的矩形桨叶，

桨根到桨尖的负扭转为１０°，总距设定在０．７５犚

（犚为旋翼桨叶半径）处。采用所建立的数值计算

方法对该旋翼的试验状态［２０２１］进行数值模拟，配

平得到的桨叶操纵量见表１，ＡＨ１Ｇ旋翼不同桨

叶截面法向力系数计算值和试验值的对比见图

８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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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图中犆ｎ表示截面法向力系数，狓／犮表示弦向

位置，狉／犚表示径向位置。表１数据表明，本文的

配平方法具有较好的计算精度，而从图４中对比

表１　犃犎１犌旋翼操纵量的计算值与试验值的对比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犮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

犮狅狀狋狉狅犾狊犲狋狋犻狀犵狊犳狅狉犃犎１犌狉狅狋狅狉

数据来源 θ０／（°） θ１ｓ／（°） θ１ｃ／（°）

飞行实测 ６．０ －５．５ １．７

文献计算 ６．１ －５．１ １．３

本文计算 ６．１ －４．９ １．４

图４　ＡＨ１Ｇ旋翼不同桨叶截面法向力系数随方位角

的变化

Ｆｉｇ．４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ｃ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ｆｏｒＡＨ１Ｇｒｏｔｏｒ

ｂｌａｄ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ｚｉｍｕｔｈｓ

可以看出，在不同方位角下桨叶截面法向力的计

算结果都能与文献中的参考值较好地吻合，由此

说明，本文建立的高精度ＣＦＤ方法在旋翼前飞气

动特性计算方面具有较好的准确性。

３　前飞旋翼桨尖涡定常质量射流

控制模拟

３１　前飞旋翼桨尖涡非定常演变特性

针对 ＣａｒａｄｏｎｎａＴｕｎｇ 旋翼桨尖马赫数为

０．４３９，总距为８°的悬停状态进行了流场计算，计

算得到旋翼拉力系数为０．００４５９。在此基础上对

ＣａｒａｄｏｎｎａＴｕｎｇ旋翼前进比为０．１的前飞状态

进行了配平和流场计算，该状态下旋翼桨尖马赫

数以及配平目标拉力系数与悬停计算结果保持一

致，分别为０．４３９和０．００４５９。图５给出了前飞

状态旋翼配平计算结果的收敛曲线，图中，犆ｔ 表

示旋翼拉力系数。计算得到的旋翼桨距表达式为

θ（ψ）＝５．３９－１．１８ｓｉｎψ＋２．２８ｃｏｓψ。本文在计算

收敛的基础上额外进行了三圈流场计算，并对最

９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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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ＣａｒａｄｏｎｎａＴｕｎｇ旋翼前飞状态配平计算结果

Ｆｉｇ．５　Ｔｒｉｍｍｉｎｇ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ａｒａｄｏｎｎａＴｕｎｇｒｏｔｏｒ

ｉｎｆｏｒｗａｒｄｆｌｉｇｈｔ

后一圈的流场数据进行了存储。

图６给出了最后一圈旋翼桨尖涡的涡核旋转

速度（狏ｃｏｒｅ）、涡核半径（狉ｃｏｒｅ）、涡核强度（狏ｃｏｒｅ／狉ｃｏｒｅ）

以及涡核径向位置（狉／犚）随方位角的变化关系，

并将前飞状态计算结果与悬停状态数据进行了对

比。图中可见，“悬停”算例中随着方位角的变化，

旋翼桨尖涡的涡核半径、速度和径向位置等参数

的信息均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但也有轻微的浮

动，这是由数值方法本身和数据截取带来的一些

误差，并不影响结果的正确性。从图６（ａ）中可以

看出，前飞状态下旋翼桨尖涡的涡核旋转速度整

体小于悬停状态的值，并且越靠近桨盘前侧（方位

角９０°～１８０°，１８０°～２７０°），旋翼桨尖涡的涡核旋

转速度越小，反之，越靠近桨盘后侧（方位角０°～

９０°，２７０°～３６０°），旋翼桨尖涡的涡核旋转速度越

大，整体演变规律与图５（ｂ）中桨叶桨距随方位角

的演变规律相似。图６（ｂ）中可见，前飞状态旋

翼桨盘前侧和后侧桨尖涡的涡核半径具有明显

的差异，桨盘前侧桨尖涡的涡核半径远大于桨

盘后侧的值。图６（ｃ）给出了旋翼桨尖涡在不同

方位角处涡核强度的演变规律，综合图６（ａ）和

图６　悬停和前飞状态下旋翼桨尖涡特性随方位角的

变化对比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ｏｔｏｒｔｉｐｖｏｒｔｅｘ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ｈｏｖｅｒａｎｄｆｏｒｗａｒｄｆｌｉｇｈｔ

图６（ｂ）结果可知，前飞状态旋翼桨尖涡涡核强

度在平均值附近上下浮动，且存在明显的“前后

差异”，该差异表现为：桨盘前侧（方位角９０°～

１８０°，１８０°～２７０°）旋翼桨尖涡涡核强度小，而桨

盘后侧（方位角０°～９０°，２７０°～３６０°）桨尖涡涡

核强度大。图６（ｄ）给出了涡核径向位置的变化

图，图中结果表明，受前进方向来流影响，桨盘

前侧旋翼桨尖涡向桨叶根部移动，而在桨盘后

侧向桨叶尖部移动。

０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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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前飞旋翼桨尖涡的定常射流射流影响分析

在ＣａｒａｄｏｎｎａＴｕｎｇ旋翼前进比为０．１，桨尖

马赫数为０．４３９的前飞状态下开展了旋翼桨尖涡

定常质量射流控制研究，在不同射流角（－４５°、

０°、４５°）和不同射流速度（狏ｉ＝０．２，０．６，１．０，１．２）

下进行了计算对比分析。图７～图９分别给出了

不同射流角下不同射流速度对旋翼桨尖涡涡核速

度和半径的影响，表２给出了定常质量射流对旋

翼拉力系数的影响。

图７（ａ）中结果表明，在－４５°射流角下不同射

流速度都会使得旋翼桨尖涡的涡核旋转速度有一

定程度增大，且射流速度越大，旋转速度的增加量

越大。图７（ｂ）中可见，在质量射流的作用下，旋

翼桨尖涡涡核半径随方位角的变化幅度显著减

小，在基准算例中涡核半径随方位角的变化主要

受桨叶桨距的影响，而质量射流大大改变了这一

机制。质量射流对旋翼桨尖涡涡核半径的影响整

图７　涡核旋转速度和半径随射流速度的变化

（α＝－４５°）

Ｆｉｇ．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ｖｏｒｔｅｘ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ｒａｄｉｕｓ

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α＝－４５°）

体表现为：桨盘前侧涡核半径减小，桨盘后侧涡核

半径增大，但在部分方位角处也存在涡核半径小

于基准算例的现象。对比不同质量射流速度的算

例可知，质量射流速度越大，涡核半径也越大。图

８和图９与图７的结果相似，不同的是，图８和图

９中存在质量射流作用下旋翼桨尖涡涡核旋转速

度小于基准值的情况，而在在桨盘后侧，桨尖涡涡

核半径均大于基准值。因此，不同射流角下存在

图８　涡核旋转速度和半径随射流速度的变化

（α＝０°）

Ｆｉｇ．８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ｖｏｒｔｅｘ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ｒａｄｉｕｓ

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α＝０°）

１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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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涡核旋转速度和半径随射流速度的变化

（α＝４５°）

Ｆｉｇ．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ｖｏｒｔｅｘｓｗｉｒ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ｒａｄｉｕｓ

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α＝４５°）

表２　定常质量射流控制下旋翼拉力系数的增加量

犜犪犫犾犲２　犐狀犮狉犲犪狊犲狊狅犳狉狅狋狅狉狋犺狉狌狊狋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狊犫犪狊犲犱狅狀

犮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狊狑犻狋犺狊狋犲犪犱狔犜犃犕犐犮狅狀狋狉狅犾

射流角／

（°）

拉力系数的增加量／％

狏ｉ＝０．２ 狏ｉ＝０．６ 狏ｉ＝１．０ 狏ｉ＝１．２

－４５ １．７５ ２．１７ ３．５５ ３．８６

０ ２．６０ ３．７５ ５．７３ ７．００

４５ ２．２４ ３．８３ ５．１４ ７．１５

某个最佳射流速度使得旋翼桨尖涡的涡核旋转速

度减小，且涡核半径增大，这两者都能有效减弱旋

翼桨尖涡的涡核强度。

图１０　不同射流角涡核最佳控制效果对比

Ｆｉｇ．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ｂｅｓ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ｆｏ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ｓ

图１０给出了不同射流角的最佳射流速度下，

旋翼桨尖涡随方位角的变化规律，并与基准算例

进行了对比，从图中对比可以看出，在旋翼桨盘前

侧，定常质量射流均无法较好地控制旋翼桨尖涡，

而在桨盘后侧，定常质量射流具有较好的控制效

果，涡核强度均小于基准值，且针对本文的前飞算

例而言，射流角为０°、射流速度为０．６时，旋翼桨

尖涡具有更好的控制效果。另外，从表２对比可

知，定常质量射流能够小幅度增大旋翼拉力，但整

体影响较小，不超过１０％。

４　结　论

本文建立了一个适用于前飞旋翼非定常桨尖

涡及质量射流控制模拟的求解器，应用所建立的

求解器对前飞旋翼桨尖涡的流场进行了模拟，并

对桨尖涡的涡核进行了精确捕捉。采用不同控制

参数进行了质量射流控制计算和分析拟，得到结

论如下：

１）前飞旋翼桨尖涡存在明显的前后差异，桨

盘前侧桨尖涡的涡核强度远小于桨盘后侧桨尖涡

的涡核强度；

２）针对本文的算例而言，桨盘前侧旋翼桨尖

涡的涡核强度无法通过定常质量射流控制得到

减弱；

３）存在一个最佳射流角度和射流速度，能够

使旋翼桨尖涡的涡核强度得到最大程度的减弱；

４）定常质量射流能够增大旋翼拉力系数，但

幅度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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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介质条件下的热电偶动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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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热电偶动态特性的评估问题，实现热电偶测试性能评估与气体介质条件的匹配，开展了气

体介质条件下热电偶动态特性研究。通过对传统激波管的结构和功能改造，设计了动态气体温度校准装置，

开展了动态温度校准标准信号溯源方法的研究，建立了热电偶动态数学模型，实现了热电偶动态特性的定量

描述和试验验证。动态校准试验结果表明：基于传统激波管改造的动态气体温度校准装置可以产生频域覆盖

范围宽、阶跃幅值稳定的标准温度信号，基本可以覆盖常规温度传感器的动态校准需求；所采用的动态建模方

法可以较为准确地评估热电偶动态模型的阶次和参数。经实验验证，建立的热电偶动态数学模型响应与实际

响应信号的相关系数可以达到０．９９６７，基本可以满足热电偶动态特性评估的工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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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热电偶是工业领域通用温度传感器，具有动

态特性好、精度高、成本低等优点。常被应用于动

态温度测量工况［１５］。为了提高动态温度测量数

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需要对热电偶的动态特性

进行评估［６］。动态特性评估通常是基于动态校准

装置实现的。常用的热电偶动态校准装置有水浴

油浴装置、激光阶跃校准装置、电加热校准装置

等［７］。校准装置介质条件对于接触式测温传热过

程具有重要影响，如果热电偶实际工况介质与校

准介质不一致，得到的动态性能评估结果与工程

实际可能存在巨大差异。对于气体介质动态温度

校准装置，具有代表性的是热风洞动态校准设

备［８］。该设备具有流场温度稳定，温度上限值高

等优点，对于气体介质条件下热电偶动态特性评

估提供了持续、可靠的校准标准信号源，基本可以

满足常规温度传感器的动态校准需求。但该装置

采用物理弹射方式实现标准信号阶跃过程，该方

法上升时间相对较长，无法实现高频响温度传感

器的动态校准。此外，进行动态温度校准时，热风

洞若采用开口试验段，受环境温度对于激励温度

信号幅值和上升过程的传热干扰，直接影响到动

态校准数据质量。

为了解决现有气体介质动态温度校准装置介

质匹配、标准信号发生和溯源等问题，结合激波管

原理，研制了气体介质条件下热电偶动态校准装

置，并对动态温度校准标准信号的溯源方法进行

了研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热电偶动态特性评

估研究。研究结果对于气体介质条件下热电偶动

态特性的精确评估具有参考意义。

１　动态气体温度校准装置

校准装置是进行校准活动的物质基础，需要

满足的两个前提条件是标准信号发生和标准信号

可溯源。其中，动态校准标准信号要求其频域范

围能够覆盖被校准测试系统的频域范围［９］。动态

气体温度校准装置的研制主要围绕动态温度激励

信号的发生和动态激励信号的溯源两方面展开。

１１　动态温度校准标准信号发生

气体动态温度校准标准信号发生最具挑战性

的是可以产生上升时间较小的幅值阶跃过程。由

于气体分子稀薄，通过传热的方式，难以产生较快

的阶跃温度变化。本论文采用气体压缩的方式实

现温度上升，具体是利用激波管产生的激波压缩

气体，使得气体温度产生瞬时阶跃变化实现标准

信号的发生，而该过程在数学上公认地作为理想

阶跃来处理［１０１１］，由此产生的温度信号可以满足

动态校准对于激励信号频域覆盖的要求。

激波管本质而言是一个被膜片隔开的管子，

一端可以是开口或者闭口，另一端为闭口。在闭

口段充满高压气体，为激波运动提供驱动力。当

膜片两端的压力差达到膜片临界压力值（实现破

膜的最低压力值），膜片自然破裂，同时产生向膜

片下游端运动的激波［１２］。基于传统激波管产生

的温度变化过程，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阶跃过

程［１３］，由于高压段产生稀疏波的影响，气体在被

激波压缩产生瞬态阶跃过程后，会有一个温度下

降的过程。而且仅可以持续毫秒级的温度变化过

程，对于常规热电偶而言，无法产生有效激励。无

法满足标准信号对于幅值稳定过程的要求。

由此，本论文对激波管高压段和低压段进行

了改造设计，目的是实现标准信号在激波压缩温

度变化过程后可以产生幅值持续稳定的温度信

号，从而满足标准信号对于幅值稳定过程的要求。

１．１．１　动态气体温度校准装置高压段设计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通过对激波管的高压段

改造，使得校准装置在激波过程结束后转入持续

稳定的高温气流发生过程。一方面通过激波压缩

特性满足了标准信号的频域覆盖要求，另一方面

通过持续稳定高温气流发生过程满足了常规温度

传感器对于校准持续时间和标准信号幅值稳定性

的要求。

高压段结构改造具体采用了循环腔体结构，

在腔体内部安装了电加热器和轴流风机，通过轴

流风机和电加热器的综合作用，实现腔体内气体

循环加热，从而在腔体内产生温度均匀的高温气

体。为了保证加热效率和防护安全，在高压段外

裹覆有保温绝热层。高压段气体保持高压，低压

段气体通过真空泵调节低压段压力，控制膜片自

然破裂，同时由高低压段压差驱动气体在低压段

内的持续流动。由于高压段内为温度均匀的高温

气体，因此在低压段内可以产生幅值稳定、作用持

续的气流温度，从而满足标准信号对于幅值稳定

过程的要求。结构示意图如图１所示。

５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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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高压段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ｈｉｇｈ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１．２　动态气体温度校准装置低压段设计

低压段设计目的是为了满足传感器动态校准

对于标准信号幅值稳定性的要求。因此，与传统

激波管低压段设计理念和结构存在较大差异。

低压段截面积设计远小于高压段，一方面可

以使得自然破膜后高压段内气体在低压段流动持

续较长时间，另一方面可以减小高压段内产生稀

疏波对于激波压缩阶跃过程温度变化幅值的影

响。低压段结构示意图如图２所示。被校准热电

偶安装在低压段侧壁上。在低压段下游出口位置

安装有节流喷嘴，实现低压段内流速的精确控制。

节流喷嘴另一侧与真空泵连接。

图２　低压段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ｌｏｗ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２　动态温度校准标准信号溯源

动态温度校准标准信号溯源包括幅值阶跃过

程和幅值稳定过程的评估。由于温度传感器动态

特性的局限，标准信号阶跃过程的评估是难点。

幅值阶跃过程的实现是基于激波原理，激波是一

个厚度与分子平均自由程同量级的区域，激波压

缩产生的温度、压力阶跃变化被认为是不同量纲、

同时进行、同一变化过程［１３１６］，因此，幅值阶跃过

程，可以通过高频响压力传感器对同过程的温度

变化进行定量评估。而幅值稳定过程的评估为稳

态过程，可以通过高精度温度传感器对其进行定

量评估。高频响压力传感器的动态性能参数和高

精度温度传感器稳态响应可以基于行业校准规范

或国家计量标准进行溯源。综上，通过高频响压

力传感器与高精度温度传感器响应信号信息融合

实现动态温度校准标准信号的溯源，原理图如图

３所示。

图３　动态温度校准标准信号溯源方法原理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ｒａ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ｉｇｎａｌ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高频响压力传感器与高精度温度传感器以及

被校热电偶均安装于低压段同一横截面处。其

中，高频响压力传感器安装于低压段侧壁上，感应

端面与低压段内壁平齐，实现对标准信号幅值阶

跃过程进行评估。高精度温度传感器与被校热电

偶的敏感头尽可能靠近，即对同一物理点进行测

试，实现对标准信号幅值稳定过程的评估。高频

响压力传感器和高精度温度传感器位置示意图如

图４所示。

图４　高频响压力传感器和高精度温度传感器位置

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Ｐｏｓｉｔｏｎ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ｅｎｓｏｒａｎｄ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ｅｎｓ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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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热电偶动态特性分析

铠装热电偶是由金属套管、绝缘陶瓷以及热

电偶丝组成的套管热电偶［１７］。铠装热电偶外部

封装通常是不锈钢管（热工测试技术），其内部填

充有电熔 ＭｇＯ绝缘的热电偶丝，三者经过组合

加工，由粗管坯拉逐步制成为绝缘层十分致密的、

坚实的组合体［１８］。其常见的结构包括露端型、接

壳型以及绝缘性结构，结果形式如图５所示
［１９］。

图５　铠装热电偶结构形式

Ｆｉｇ．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ｉｅｌｄｔｈｅｒｍｏｃｏｕｐｌｅ

鉴于本论文研究方向，采用露端型结构热电

偶。热电偶置于高温气体流场中，由于封装外壳

温度对于热电偶丝温度具有辐射和导热因素的影

响，热电偶动态特性会呈现相较于１阶系统更为

复杂的特性［２０２１］。

采用同时辨识模型参数和阶次的方法，对铠

装热电偶动态模型阶次进行验证，并对动态模型

参数进行辨识。对于热电偶测试系统而言，为单

输入单输出线性定常系统，其差分方程模型可以

表示为［２２］

∑
狀

犻＝０

犅（犱－犻）·狋ｇ（犽）＝∑
狀

犻＝０

犃（犱－犻）·狋ｍ（犽）＋ε（犽）

犃（犱－犻）＝犪犻犱
－犻

犅（犱－犻）＝犫犻犱
－犻，　（犻＝０，１，…，狀） （１）

式中狋ｍ 为被校准热电偶响应温度信号，狋ｇ 为动态

校准标准温度信号，犃（犱－犻）、犅（犱－犻）为差分方程

系数序列，犪０＝１，犱
－犻为后移算子，犪犻和犫犻为待辨

识参数，ε（犽）为噪声序列，狀为模型阶次。

假定模型阶次估计值为狀^，并且狀^≤狏，定义辨

识参数序列θ及噪声序列犲，分别为

θ＝ 犫狏 犪狏 犫狏－１ 犪狏－１ … 犫０ 犪［ ］０

犲＝ ε（１）ε（２） … ε（犖０［ ］）

犖０ ＝犖－狏 （２）

式中θ为辨识参数序列，犲为观测噪声序列，犖 为

狋ｍ 和狋ｇ的数据长度，犖０、狏是正整数，其中狏为估

计阶次上限值。

式（１）可进一步转换为

∑
狏

犻＝０

犅（犱－犻）·狋ｇ（狏＋犽）－

∑
狏

犻＝０

犃（犱－犻）·狋ｍ（狏＋犽）＝ε（犽）

犽＝１，２，…，犖０ （３）

　　定义由输入输出信息构成的信息矩阵为

犇＝

狋ｇ（犽） －狋ｍ（犽） … 狋ｇ（犽＋狏） －狋ｍ（犽＋狏［ ］）

（４）

　　式（３）可以转换为

犇·θ＝犲 （５）

　　由最小二乘法定义，确定指标函数

犑（θ）＝ 犲－犇·θ
２
２ ＝

（犲－犇·θ）
Ｔ·（犲－犇·θ） （６）

　　通过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ｅｒ算法可以将信息矩阵犇

和噪声序列犲进行上三角变换
［２３２４］，可得

犎·犇＝

犚



烄

烆

烌

烎０

（７）

犎·犲＝

犵１



犵

烄

烆

烌

烎２

（８）

式中犎为正交变换阵，犚为（２狏＋２）阶上三角阵，

犵１ 为（２狏＋２）维列向量，犵２ 为［犖０－（２狏＋２）］维

列向量。

式（６）可进一步转换为

犑（θ）＝
犵１－犚·θ

犵
［ ］

２

２

２

＝

犵１－犚·θ
２
２＋ 犵２

２
２ （９）

　　由式（９）可以分别得到指标函数和辨识参数

序列的解析解为

犑（^θ）＝ 犵２
２
２ （１０）

θ^＝犚
－１·犵１ （１１）

　　由最小二乘理论，当系统响应噪声ε（犽）为白

噪声时，由系统辨识方法得到的待辨识参数为无

偏估计，当ε（犽）为自相关的随机过程，由系统辨

识方法计算的待辨识参数则是有偏的［２５］。对于

热电偶测试过程而言，温度响应噪声信号可以认

为是白噪声序列，因此，基于最小二乘法辨识模型

参数为无偏估计。

３　试验结果

动态校准试验中，溯源环节采用固有频率

３８０ｋＨｚ 高 频 响 绝 压 传 感 器 和 测 试 精 度 为

±０．３℃的高精度温度传感器。被校热电偶采用

Ｋ型热电偶，被校热电偶响应信号与采集系统之

间接入精度为０．１％的５０倍隔离放大器，采样频

率为１５０ｋＨｚ。破膜时，高压段内温度为３７８℃，

高压段内压力为２５８ｋＰａ，节流喷嘴控制体积流量

７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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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６４Ｌ／ｍｉｎ。高频响压力传感器时域响应上升

过程如图６所示。

图６　高频响压力传感器响应信号上升过程局部图

Ｆｉｇ．６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ｓｔｅｐｕｐ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ｉｇｎａｌｆｏｒｔｈｅ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ｅｎｓｏｒ

由图６可以得到，压力信号上升时间τ＝１．６

ｍｓ。将高频响压力传感器响应信号上升过程和

高精度温度传感器响应信号稳值过程进行信息融

合处理，可得动态温度校准标准信号时域曲线如

图７所示。

图７　动态温度校准标准信号时域曲线

Ｆｉｇ．７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ｉｇｎａｌ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

Ｋ型热电偶时域响应信号波形，如图８所示。

由动态温度校准标准信号和Ｋ型热电偶时域

响应信号，建立热电偶差分方程模型。基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ｅｒ算法，计算指标函数结果如表１所示。

由表１分析得：当狀≥２时，犑（^θ）变化趋势较

为缓慢，故可以得到模型阶次估计值狀^＝２。进而

计算２阶差分方程模型待辨识参数，可得离散传

递函数为

犌（狕）＝
犫０狕

２
＋犫１狕＋犫２

狕２＋犪１狕＋犪２
（１２）

图８　Ｋ型热电偶时域响应信号曲线

Ｆｉｇ．８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ｉｇｎａｌｏｆＫｔｙｐｅｔｈｅｒｍｏｃｏｕｐｌｅ

ｉｎ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

表１　模型阶次及指标函数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　犚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犿狅犱犲犾狅狉犱犲狉犪狀犱犻狀犱犲狓犳狌狀犮狋犻狅狀

狀^ 犑（^θ）

１ １９９２．７３０

２ １７．８６８

３ １．７９０

４ １．０００

５ ０．９９０

６ ０．９８２

式中犫０＝０．０２１，犫１＝－０．００５３，犫２＝０．０２４，犪１＝

－０．４４９，犪２＝－０．５１１。

经双线性变换后传递函数为

犌（狊）＝

５．０１７３×１０
－２狊２＋１．４５８３狊＋１．５８６４×１０

３

０．９３８３狊２＋６．０４４５狊＋１．５７７１×１０
３

（１３）

图９　不同阶次热电偶动态模型仿真结果比较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ｅｒｍｏｃｏｕｐｌｅｍｏｄｅｌｓ

　　模型仿真实验持续时间为６ｓ，比较不同阶次

动态模型仿真结果，如图９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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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９可以看出，２阶模型与３阶模型响应

曲线较为相近，１阶系统吻合度相对较差。由不

同阶次热电偶动态系统与实际响应信号的相关系

数，对不同系统仿真效果进行定量评估。１阶、２

阶及３阶系统与实际响应信号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狉１＝０．９８２４，狉２＝０．９９６７，狉３＝０．９９５８，因此可知２

阶系统仿真结果与实际响应曲线最为接近，与前

述内容分析结果一致。

４　结　论

热电偶动态特性研究需要基于可靠、可溯源

的动态温度校准装置实现。本论文基于传统激波

管的改造，实现了动态温度校准标准信号的发生，

基于高频响压力传感器和高精度温度传感器响应

信号的信息融合，实现了动态温度校准标准信号

的溯源。结果表明：所设计的动态温度校准装置

可以产生较为理想的动态温度校准标准信号且满

足可溯源性要求。以Ｋ型热电偶为被校准对象，

开展了动态校准实验，建立了Ｋ型热电偶动态数

学模型，动态校准实验结果表明，所建立的热电偶

动态模型合理可靠。本论文提出的动态温度校准

装置和热电偶动态特性研究方法，对于气体介质

条件下温度传感器的动态特性评价提供了有益的

探索与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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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２３（３）：３１１３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王立峰，李正熙．前向神经网络快速学习算法在发动机模

型辨识中的应用［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０３，１８（５）：７０５

７０８．

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ＬＩＺｈｅｎｇｘｉ．Ａｒａｐｉ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

ｆｅｅｄｆｏｒｗａｒｄ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ｆｏ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

ｍｏｄｅ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０３，１８（５）：７０５

７０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孙冠群．基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ｅｒ变换的光线寻优自适应算法

［Ｄ］．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２０１９．

ＳＵＮＧｕａｎｑｕｎ．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ｌｉｇｈｔｒａ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Ｄ］．Ｈａｒｂｉｎ：Ｈａｒｂｉｎ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　赵建远，李醒飞，田凌子．有色噪声背景下的正交子空间辨

识［Ｊ］．控制理论与应用，２０１５，３２（１）：４３４８．

ＺＨＡＯＪｉａｎｙｕａｎ，ＬＩＸｉｎｇｆｅｉ，ＴＩＡＮ Ｌｉｎｇｚｉ．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ｓｕｂｓｐａｃ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ｌｏｒｅｄｎｏｉｓｅ［Ｊ］．

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５，３２（１）：４３４８．（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

（编辑：张　雪）

０２５２



第３５卷 第１２期

２０２０年 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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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Ｎｏ．１２


Ｄｅｃ．２０２０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０５５（２０２０）１２２５２１１１　　　　　　　　犱狅犻：１０．１３２２４／ｊ．ｃｎｋｉ．ｊａｓｐ．２０２０．１２．００６

某飞行器推力矢量试验测力装置研制

苗　磊１，李耀华１
，２，李建强１，张　诣１，何成军３，徐志伟１

（１．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高速空气动力研究所，四川 绵阳６２１０００；

２．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１６；

３．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空天技术研究所，四川 绵阳６２１０００）

摘　　　要：为满足某飞行器推力矢量试验的测试要求，采用两台六分量应变天平和一个空气桥组成测力装

置来实现飞机全机气动力和喷管推进特性同时分别测量。基于有限元软件，对天平的应变及空气桥对天平的

干扰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空气桥对天平力分量的干扰值优于５％，对力矩（滚转力矩除外）分量的干扰值

优于１５％，达到了设计指标。通过校准获得了单独天平、天平带空气桥（充压、不充压）状态下的校准公式，校

准结果表明：两台天平各分量的综合加载误差均优于０．３％，天平带空气桥（充压、不充压）状态下各分量的综

合加载误差优于０．５％，空气桥对天平的干扰量值与有限元分析结果一致。理论分析与实测结果证明：研制

的天平及空气桥达到了预定目标，它的测量精准度高，满足推力矢量风洞试验需求。

关　键　词：推力矢量；空气桥；Ａｎｓｙｓ有限元软件；风洞应变天平校准；风洞应变天平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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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苗磊（１９８２－），男，工程师，硕士，主要从事风洞天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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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ｌａｎｃ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ａｉｒｌｉｎｅｂｒｉｄｇｅｏ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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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ｎ５％，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ｖａｌｕｅｓｔｏｔｈｅｍｏ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ｅｘｃｅｐｔｆｏｒｒｏｌｌｉｎｇｍｏ

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１５％，ｗｈｉｃｈｒｅａｃｈｅｄ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ｄｅｘ．Ｂｙ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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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ｔｈｒｕｓｔｖｅｃｔｏｒ；ａｉｒｌｉｎｅｂｒｉｄｇｅ；Ａｎｓｙｓ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ｉ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ｓｔｒａｉｎｇａｇｅｂａｌａｎｃ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ｏｆｗｉ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ｓｔｒａｉｎｇａｕｇｅｂａｌａｎｃｅ

　　推力矢量控制技术能实现飞行器过失速机动

飞行，增强飞行器的机敏性，在改善起降性能、巡

航性能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１４］。为满足矢量喷

管和推力矢量控制技术研究发展需求，国内外气

动试验研究机构和大批研究人员开展了大量的推

力矢量试验模拟和测量方法技术研究。文

献［５１１］介绍了国外气动力研究机构的推力矢量

试验模拟技术与测力装置及其在型号研制中的应

用情况。文献［１２１６］介绍了国内部分推力矢量

试验技术研究成果。其中，美国空军阿诺德工程

发展中心采用环式天平与空气桥测量了模型中矢

量喷管的推进特性，模型的气动载荷未同时测

量［１１］。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采用六分

量常规测力天平和推力矢量传感器以及总压传感

器等，测量得到了推力矢量喷流对全机气动性能

的影响以及喷管的气动性能［１５］。中国空气动力

研究与发展中心高速空气动力研究所采用一台杆

式全机天平测量全机模型的气动载荷，同时采用

两台杆式推力天平分别测量两个矢量喷管的推进

特性［１６１７］。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设备设

计及测试技术研究所采用六分量盒式天平测量了

单独航空矢量喷管的推进特性［１８］。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采用传感器组合而成的台式天平及波纹管

测量航空矢量喷管的推进特性［１９］。西北工业大

学采用一台杆式全机天平和一台杆式推力天平分

别、同时测量全机模型的气动载荷和喷管推进特

性［２０］。推力矢量风洞试验的复杂性使其测力装

置的研制具有较高的特殊性，均以模型、试验状态

等为输入条件展开测力单元设计、选取。

为完成某飞行器的高速风洞推力矢量试验，

针对该飞行器模型特点研制了相应的推力矢量试

验测力装置，本文详细介绍了该测力装置中天平

及空气桥的设计、分析与校准。

１　天平及空气桥设计

１１　设计条件

天平及空气桥设计条件如下：试验马赫数为

０．６～２；模型迎角为 －４°～３０°；喷管偏角为

－２０°～２０°；喷流总质量流量为０～３ｋｇ／ｓ；空气桥

承受最大压力为２ＭＰａ；全机模型及矢量喷管的

气动载荷见表１。其中犢 表示法向力，犕狕 表示俯

仰力矩，犡表示轴向力，犕狓 表示滚转力矩，犣表示

侧向力，犕狔 表示偏航力矩。

１２　研制目标

天平及空气桥研制目标：实现全机气动力和

喷管推进特性分别、同时测量，全机天平及推力

天平的综合加载误差优于０．３％，综合加载重复

性优于０．０３％；推力天平带空气桥（充压、未充

压）的综合加载误差优于０．５％，综合加载重复

性优于０．０５％；空气桥对推力天平的干扰指标

见表２。

表１　全机模型及喷管气动载荷

犜犪犫犾犲１　犃犲狉狅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犾狅犪犱狊狅犳狑犺狅犾犲犿狅犱犲犾犪狀犱狀狅狕狕犾犲

研究对象 犢／Ｎ 犕狕／（Ｎ·ｍ） 犡／Ｎ 犕狓／（Ｎ·ｍ） 犣／Ｎ 犕狔／（Ｎ·ｍ）

全机模型 １９０００ １２２０ ２２００ ７００ ３４００ ７１０

喷管 ５００ ５００犔 １４００ ９０ ５００ ５００犔

注：犔表示喷管出口距离推力天平校准中心距离。

２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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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空气桥对天平的干扰指标

犜犪犫犾犲２　犐狀狋犲狉犳犲狉犲狀犮犲犻狀犱犲狓狅犳犪犻狉犾犻狀犲犫狉犻犱犵犲狋狅犫犪犾犪狀犮犲

载荷分量 法向力分量 俯仰力矩分量 轴向力分量 滚转力矩分量 侧向力分量 偏航力矩分量

干扰量值／％ ５ １５ ０．３ ５ １５

１３　研制难点及解决措施

本次研制工作的难点为：①有限的模型内部

空间与测力单元结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矛盾；

②全机天平的力与力矩之间不匹配，横向与纵向

载荷之间不匹配；③如何获取试验压力范围内准

确的推力天平（带空气桥）“通用”公式。

为解决上述困难，将采取以下技术措施：①在

满足喷管内部流动特性基础上，采用“一体化设

计”理念进行布局设计；②采用特殊测量元件结构

解决全机天平载荷间的不匹配问题；③将压力作

为影响推力天平（带空气桥）测量准度的一个参数

加入到天平公式中，用含压力参数的“通用”公式

代替传统的天平公式，以获得更加准确的风洞试

验数据。

１４　布局设计

推力矢量试验测力装置布局设计的前提是矢

量喷管内部流动特性的准确模拟，影响流动特性

的因素包括与喷管相连的壳体内径、长度以及空

气桥的内外直径、长度。壳体愈长，壳体内径与空

气桥外径之间的“环形面积”越大，对保证喷管内

部流场的均匀性越有利，但模型内部可用空间受

限，仅从流动特性这一单独目标来布局测力单元

是无法完成整个测力装置的设计。试验模型内部

将安装用于全机测力的六分量天平一台，一套由

空气桥、管路、壳体等组成的喷流气体流经、转换

通道以及一台用于矢量喷管推进特性测量的六分

量天平。其中任何一个零件结构尺寸的确定都将

影响整个测力装置的布局，因此采用“一体化设

计”［１８］思想来完成测力装置初步布局设计，对相

关结构参数建模，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矢量喷管内

部气体流动特性分析计算，若计算结果满足流动

特性要求则在初步布局基础上开展详细结构设

计，若不满足要求则调整布局，修改相关参数并再

次进行流体计算，经多次迭代后获得满足要求的

布局形式。

试验模型承受气动载荷大，全机天平采用杆

式结构，有助于保持天平整体刚度，以降低试验中

模型尾部与矢量喷管碰撞的风险。推力天平与空

气桥的布局可采用并联或串联形式。并联形式是

指推力天平位于空气桥内部，两者轴线重合，天平

多为杆式结构，该布局使空气桥具有较大外形尺

寸，在模型内部空间受限情况下，前文所述的“环

形面积”较小，不利于喷管内部气体流动，但该方

式可减小推力天平中心与矢量喷管出口之间的距

离，进而减小天平的力矩载荷，利于天平结构设

计。串联形式是指推力天平在空气桥外部并位于

其前端（逆气流方向），两者轴线重合，天平为环式

或杆式结构，天平校准中心与矢量喷管出口的间

距较大，导致天平承受较大力矩载荷，不利于天平

结构设计，但空气桥外形尺寸较小，在模型内部空

间受限的情况下，前文所述的“环形面积”较大，利

于喷管内部气体流动。综上两种布局方式的优缺

点，并根据推力矢量试验中“环形面积”不小于喷

管喉道面积的基本要求，本次试验方案采用推力

天平与空气桥串联布局形式。推力天平采用环式

结构可充分利用模型内部径向空间，管路贯穿天

平中部，使天平直径增大，利于提升天平整体刚

度，降低大力矩载荷对天平测量的不利影响。

测力装置的初步布局（图１）确定后，对空气

桥、管路、壳体等参数模型构成的系统进行流体计

算，以确定其外形尺寸是否满足流动特性要求。

图１　测力装置布局图

Ｆｉｇ．１　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ｆｏｒ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１５　结构设计

１．５．１　全机天平结构设计

全机天平中心位于模型力矩参考中心之前，

两“心”不重合使天平承受附加力矩，天平设计载

荷见表３。从表３可知，法向力与侧向力的比值

较大，偏航力矩相对于侧向力较大，增加了全机天

平设计难度。全机天平设计思路是：控制大载荷

分量的满载信号输出，保证重点测量分量的满载

最小信号输出，参考分量匹配设计，即控制偏航力

３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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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全机天平设计载荷

犜犪犫犾犲３　犇犲狊犻犵狀犾狅犪犱狅犳狑犺狅犾犲犿狅犱犲犾犫犪犾犪狀犮犲

载荷分量 犢／Ｎ 犕狕／（Ｎ·ｍ） 犡／Ｎ 犕狓／（Ｎ·ｍ） 犣／Ｎ 犕狔／（Ｎ·ｍ）

设计值 １９０００ ３２９３ ２２００ ７００ ３４００ １２２３

矩输出，保证除滚转力矩外其他分量的最小输出，

滚转力矩匹配设计。为保证天平测量精准度，确

定偏航力矩最大输出不大于２５ｍＶ，除滚转力矩

分量外其他分量最小输出不小于４ｍＶ，以此为目

标开展全机天平各测量元件的结构设计。

全机天平（图２）采用对称布局形式，前、后对

称布置四柱梁用作除轴向力分量以外其他五个分

量的测量。轴向力元件位于天平中部，采用支撑

片与“Ｔ”梁相组合的形式构成单独测量单元，“Ｔ”

梁是测量梁，该结构可有效降低力、力矩分量对轴

向力的干扰。支撑片可简化为超静定梁，轴向力

作用下的变形如图３。“Ｔ”梁可简化为悬臂梁，轴

向力作用下的变形如图４，其表面应变计算的简

化原则是支撑片与“Ｔ”梁变形一致及刚度分配。

图３、图４中犾分别表示超静定梁和悬臂梁的长

度，犉表示超静定梁承受的推力，犕 表示悬臂梁

承受的弯矩。

图２　全机天平

Ｆｉｇ．２　Ｂａｌａｎｃｅｕｓ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ｍｏｄｅｌｂａｌａｎｃｅ

图３　超静定梁

Ｆｉｇ．３　Ｓｔ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ｂｅａｍ

图４　悬臂梁

Ｆｉｇ．４　Ｃａｎｔｉｌｅｖｅｒｂｅａｍ

　　前、后四柱梁中，中间两个柱梁用作法向力、

俯仰力矩及滚转力矩的测量，左右两个柱梁用作

侧向力及偏航力矩的测量。由于法向力与侧向力

比值较大，将左右两个柱梁的长度设置为较中间

两个柱梁的长度短，那么在偏转角相同的情况下，

短柱梁承受的应力比长柱梁的大。全机天平测量

元件的设计思路及结构形式确定后，引入经典力

学计算公式，将天平各梁尺寸作为变量，并加以幅

度限制，确立既定信号输出为目标，通过协同优化

计算，获得天平各梁的几何尺寸。

１．５．２　推力天平及空气桥结构设计

从文中第１．４节中获得矢量喷管出口与推力

天平中心之间的距离，进而得到推力天平各分量

的设计载荷见表４。推力天平与空气桥、壳体等

组成的测力单元如图５。

推力天平（图６）纵、横向设计载荷相对较小，

其固定连接端、自由连接端均采用法兰连接形式，

既能保证小载荷条件下连接的可靠性、稳定性又

有助于减小天平整体长度。通气支杆与推力天平

内环面之间存在间隙，自然及受力状态下两者无

接触。空气桥（图７）与通气支杆间采用圆柱配合

方式以保证两者轴线重合。空气桥与通气支杆、

推力天平及壳体装配后，其弹性元件处于不受力

状态。

表４　推力天平设计载荷

犜犪犫犾犲４　犇犲狊犻犵狀犾狅犪犱狅犳狋犺狉狌狊狋犫犪犾犪狀犮犲

载荷分量 犢／Ｎ 犕狕／（Ｎ·ｍ） 犡／Ｎ 犕狓／（Ｎ·ｍ） 犣／Ｎ 犕狔／（Ｎ·ｍ）

设计值 ５００ １４９ １４００ ９０ ５００ １４９

４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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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推力天平及空气桥系统

Ｆｉｇ．５　Ｔｈｒｕｓｔｂａｌａｎｃｅａｎｄａｉｒｌｉｎｅｂｒｉｄｇｅｓｙｓｔｅｍ

图６　推力天平结构

Ｆｉｇ．６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ｒｕｓｔｂａｌａｎｃｅ

图７　空气桥结构

Ｆｉｇ．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ｉｒｌｉｎｅｂｒｉｄｇｅｓｙｓｔｅｍ

　　推力天平结构设计目标：力矩分量（滚转力矩

除外）电桥信号最大输出值不大于２５ｍＶ，其余分

量电桥信号最小输出值不小于４ｍＶ。推力天平

采用对称布局形式，前、后对称布置八柱梁用作除

轴向力分量以外其他五个分量的测量；轴向力元

件位于天平中部，采用支撑片与“Ｉ”梁相组合的形

式构成单独的测量单元，“Ｉ”梁作为测量梁，支撑

片与“Ｉ”梁均可简化为超静定梁，轴向力作用下它

们发生“Ｓ”变形。天平的前后测量梁可简化为悬

臂梁，力和力矩作用下它们产生弯曲变形。根据

各柱梁之间的变形一致及刚度分配原则，利用力

学计算公式，将天平各梁尺寸作为变量，加以限定

区间，确定输出信号为目标，通过协同优化计算，

获得天平各梁的几何尺寸。

空气桥采用金属波纹管［２１］，它是多目标优化

设计。首先，空气桥应具有足够大的强度以承受

２ＭＰａ外压，同时需具有较小刚度以满足对天平

的干扰指标要求。空气桥设计需结合推力天平协

同进行，将影响空气桥刚度的内外直径、波片壁

厚、波距、波形及波数作为变量，对空气桥与推力

天平参数建模，采用耦合分析方法［１８］来解决两者

间的刚度协调问题，以确定空气桥最终结构。

２　有限元分析

２１　全机天平的有限元分析

全机天平材料、结构形式、详细尺寸确定后，

利用Ａｎｓｙｓ软件对其仿真分析。根据全机天平

实际受载情况，按表３的设计载荷分别设置分析

工况，获得全机天平在各分量载荷单独作用下应

变计粘贴区域平均应变如表５所示，电桥信号理

论输出值如表６所示。

表５　设计载荷作用下全机天平各分量平均应变

犜犪犫犾犲５　犃狏犲狉犪犵犲狊狋狉犪犻狀狅犳狑犺狅犾犲犿狅犱犲犾犫犪犾犪狀犮犲狌狀犱犲狉犱犲狊犻犵狀犾狅犪犱

载荷分量 法向力分量 俯仰力矩分量 轴向力分量 滚转力矩分量 侧向力分量 偏航力矩分量

平均应变值／１０－６ １８５ ３８４ ２７０ １１３ １４８ ５８３

表６　设计载荷作用下全机天平各分量理论输出

犜犪犫犾犲６　犜犺犲狅狉犲狋犻犮犪犾狅狌狋狆狌狋狅犳犲犪犮犺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狅犳狑犺狅犾犲犿狅犱犲犾犫犪犾犪狀犮犲狌狀犱犲狉犱犲狊犻犵狀犾狅犪犱

参数 法向力分量 俯仰力矩分量 轴向力分量 滚转力矩分量 侧向力分量 偏航力矩分量

电桥信号理论

输出值／ｍＶ
７．４ １５．３６ ５．４ ２．２６ ５．９２ ２３．３２

组桥方式 双桥 双桥 单桥 单桥 双桥 双桥

注：Δ犝＝犓ε犝（单桥），Δ犝＝２犓ε犝（双桥），Δ犝 表示信号理论输出值，ε表示平均应变值，犓为应变计灵敏度系数，犓＝２，

犝 为输入电压，犝＝１０Ｖ，下同。

５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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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推力天平的有限元分析

推力天平的有限元分析载荷见表４，各分量

载荷单独作用下应变计粘贴区域的平均应变如表

７所示，电桥信号理论输出值如表８所示。

表７　设计载荷作用下推力天平各分量平均应变

犜犪犫犾犲７　犃狏犲狉犪犵犲狊狋狉犪犻狀狅犳狋犺狉狌狊狋犫犪犾犪狀犮犲狌狀犱犲狉犱犲狊犻犵狀犾狅犪犱

载荷分量 法向力分量 俯仰力矩分量 轴向力分量 滚转力矩分量 侧向力分量 偏航力矩分量

平均应变值／１０－６ １２１ ５１０ ２１３ ２１０ １２２ ５２４

表８　设计载荷作用下推力天平各分量理论输出

犜犪犫犾犲８　犜犺犲狅狉犲狋犻犮犪犾狅狌狋狆狌狋狅犳犲犪犮犺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狅犳狋犺狉狌狊狋犫犪犾犪狀犮犲狌狀犱犲狉犱犲狊犻犵狀犾狅犪犱

参数 法向力分量 俯仰力矩分量 轴向力分量 滚转力矩分量 侧向力分量 偏航力矩分量

信号理论输出值／ｍＶ ４．８４ ２０．４ ４．２６ ４．２１ ４．９ ２０．９９

组桥方式 双桥 双桥 单桥 单桥 双桥 双桥

２３　空气桥对推力天平干扰的有限元分析

空气桥对推力天平的干扰表现为施加在天平

上的载荷其中一部分被空气桥承担。干扰分析

前，根据实际安装关系在建模软件中对两者进行

虚拟装配（图８），利用Ａｎｓｙｓ软件仿真分析，获得

空气桥对推力天平各分量的干扰值（表９）。表９

显示：空气桥对推力天平的法向力分量、俯仰力矩

分量、轴向力分量、滚转力矩分量、侧向力分量、偏

航力矩分量的干扰值分别为 １．８５％、８．２％、

０．２１％、１１．９７％、２％、６．８％。

图８　干扰分析模型

Ｆｉｇ．８　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表９　空气桥对推力天平各分量的干扰值

犜犪犫犾犲９　犐狀狋犲狉犳犲狉犲狀犮犲狏犪犾狌犲狅犳犪犻狉犾犻狀犲犫狉犻犱犵犲狋狅犲犪犮犺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狅犳狋犺狉狌狊狋犫犪犾犪狀犮犲

推力天平

施加载荷

空气桥承担载荷

犢／Ｎ 犕狕／（Ｎ·ｍ） 犡／Ｎ 犕狓／（Ｎ·ｍ） 犣／Ｎ 犕狔／（Ｎ·ｍ）

犢＝５００Ｎ －９．２６ －０．０４ ０．２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

犕狕＝１４９Ｎ·ｍ －６７．４ －１０．２２ －０．０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４ ０

犡＝１４００Ｎ ３．２８９ －０．０１ －２．９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４ ０

犕狓＝９０Ｎ·ｍ －０．１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１０．７７ －９．６ ０．０５２

犣＝５００Ｎ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７ －１０ ０．０３８

犕狔＝１４９Ｎ·ｍ －０．０５９ ０ －０．０３８ １．７５ ６１．４ －１０．１５

３　校　准

３１　全机天平、推力天平静态校准

全机天平及推力天平粘贴、温度补偿完成后，

通过静态校准获得天平公式及各分量的综合加载

误差及综合加载重复性，综合加载误差按式（１）计

算，综合加载重复性按式（２）计算。其中犘犻犼表示

天平第犻分量第犼点综合加载检验载荷值（标准

砝码载荷），犉犻犼表示天平第犻分量第犼点综合加载

载荷测量值（由天平公式计算所得），犿 表示天平

各分量施加载荷组数，犘犻ｍａｘ表示天平各分量最大

设计载荷；犞犻犽表示第犽次重复综合加载时天平第

犻分量的电桥输出值，犞犻ｍａｘ表示天平第犻分量最大

设计载荷时的电桥输出值，狀表示各分量固定载

６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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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重复加载次数。全机天平校准结果见表１０，推

力天平校准结果见表１１，结果显示：两台天平的

综合加载误差均达到“ＧＪＢ２２４４Ａ２０１１风洞应变

天平规范”中天平静态校准的合格指标，综合加载

重复性达到先进指标，满足设计要求，天平各分量

信号实际输出值满足设计要求。

犠狕犻 ＝

∑
犿

犼＝１

（犉犻犼－犘犻犼）
２

犿－槡 １

犘犻ｍａｘ
×１００％

（犻＝１，２，…，６；犼＝１，２，…，犿） （１）

犛狕犻 ＝

∑
狀

犽＝１

犞犻犽－
１

狀∑
狀

犽＝１

犞（ ）犻犽
２

狀－槡 １

犞犻ｍａｘ
×１００％

（犻＝１，２，…，６；犽＝１，２，…，狀） （２）

３２　推力天平带空气桥静态校准

完整的推力天平（带空气桥）公式应包含力、力

矩、压力和温度参数。流量是推力矢量试验中的输

入参数，需精确控制，但推力天平（带空气桥）公式

中未使用流量而使用压力，这是因为流量与压力间

存在一定关系，两者可相互转化，且充压校准比通

流校准成本更低。不同压力下空气桥刚度不同，推

力天平（带空气桥）公式中的部分系数将存在差异。

温度对空气桥和推力天平都将产生影响，气流直接

作用于空气桥，温度对它是直接影响，高温时空气

桥的刚度系数降低，低温时相反。温度对天平是间

接影响，通过多个连接件以热传导方式产生。空气

桥在设计、加工阶段已从原材料角度充分考虑温度

影响，温度对天平的大部分影响可通过温度补偿解

决，开展推力天平（带空气桥）在不同温度下的精细

校准需要更长周期更高成本，所以本次推力天平

（带空气桥）公式中未加入温度参数。

根据推力天平带空气桥未充压状态校准［２２２３］

结果判断空气桥对推力天平的干扰量，同时为风

洞试验数据修正奠定基础。天平与空气桥校准实

物如图９，校准结果见表１２，结果显示：空气桥对

推力天平法向力分量、俯仰力矩分量、轴向力分

量、滚转力矩分量、侧向力分量、偏航力矩分量的

干扰量值分别为３．６％、１１．２％、０．０４％、１４．９％、

３．５％、９．２％。空气桥对推力天平各分量干扰的

实测值与有限元分析结果接近，干扰实测值满足

设计指标。

表１０　全机天平校准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０　犆犪犾犻犫狉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狑犺狅犾犲犿狅犱犲犾犫犪犾犪狀犮犲

参数
力分量／Ｎ 力矩分量／（Ｎ·ｍ）

法向 轴向 侧向 滚转 俯仰 偏航

设计载荷 １９０００ ２２００ ３４００ ７００ ３２９３ １２２３

校准载荷 １６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６４００ ４８０ １４４０ ９６０

供桥电压／Ｖ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信号实际输出值／ｍＶ ６．６７６ ５．２７４ ５．３７５ １．７３６ １４．２３６ ２１．７７５

综合加载误差／％ ０．１２ ０．１８ ０．１９ ０．２５ ０．２１ ０．１６

综合加载重复性／％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表１１　推力天平校准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１　犆犪犾犻犫狉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狋犺狉狌狊狋犫犪犾犪狀犮犲

参数
力分量／Ｎ 力矩分量／（Ｎ·ｍ）

法向 轴向 侧向 滚转 俯仰 偏航

设计载荷 ５００ １４００ ５００ ９０ １４９ １４９

校准载荷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９０ １３５ ９６

供桥电压／Ｖ ９．８３１ ９．８３１ ９．８３１ ９．８３１ ９．８３１ ９．８３１

信号实际输出值／ｍＶ ４．３３ ４．１１０１ ４．３８１ ３．１８２ ２３．２０１ ２３．６１３

综合加载误差／％ ０．１ ０．１ ０．１３ ０．１５ ０．１２ ０．１６

综合加载重复性／％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７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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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天平与空气桥

Ｆｉｇ．９　Ｂａｌａｎｃｅａｎｄａｉｒｌｉｎｅｂｒｉｄｇｅ

推力天平带空气桥未充压校准完成后，开展充压

状态校准。在试验压力范围内等间距地选取一定

压力点，在所选压力点下开展天平校准，获得对应

压力条件的天平公式（式（３））；根据准确压力条件

下多个天平公式（式（３））得含压力参数的天平公

式（式（４））；最后在试验压力范围内选取任一压力

点（非校准压力点）开展综合加载验证，检验天平

公式（式（４））的准确性，同时获得推力天平带空气

桥充压状态的综合加载误差及综合加载重复性

（表１３）。图１０～图１２给出了压力（狆）与推力天

平各分量主项系数间的变化规律，其中，犓犢 表示

天平法向力分量的主项系数，犓犕狕
表示天平俯仰

力矩分量的主项系数，犓犡 表示天平轴向力分量

的主项系数，犓犕狓
表示天平滚转力矩分量的主项

系数，犓犣 表示天平侧向力分量的主项系数，犓犕
狔

表示天平偏航力矩分量的主项系数。图１３、图１４

给出了压力与部分干扰项系数间的变化规律，其

中，犓犢犕狕表示天平俯仰力矩分量对法向力分量的

干扰系数，犓犣犕狕表示天平俯仰力矩分量对侧向力

分量的干扰系数，犓
犕狓
犕
狔

表示天平偏航力矩分量对

滚转力矩分量的干扰系数，犓犣犕
狔
表示天平偏航力

矩分量对侧向力分量的干扰系数。

犉犻＝犪犻Δ犝犻＋∑
６

犿＝１
犿≠犻

（犫犿犻犉犿）＋∑
６

犿＝１
∑
６

狀＝犿

（犮犿狀犻 犉犿犉狀）

（犻＝１，２，…，６） （３）

犉犻＝Δ犝犻（犃犻＋犃
犉犻
狆狆＋犃

犉
２
犻

狆狆
２）＋∑

６

犿＝１
犿≠犻

（犫犿犻犉犿）＋

∑
６

犿＝１
∑
６

狀＝犿

（犮犿狀犻 犉犿犉狀）＋∑
６

犻＝１

（犱犻狆犉犻）＋

∑
６

犻＝１

（犲犻狆
２犉犻）＋∑

６

犻＝１

（犵犻狆犉
２
犻）

（犻＝１，２，…，６） （４）

式（３）、式（４）中，犉犻表示天平第犻分量载荷；犪犻

表示第犻个分量的主项系数，Δ犝犻表示第犻分量

信号输出增量；犫犿犻 表示第犿 分量载荷对犻分荷

的一阶干扰系数；犉犿 表示 犿 分量载荷；犮
犿狀
犻 表

示各分量载荷对第犻分量的二阶平方项干扰系

数（犿＝狀）和交叉干扰系数（犿≠狀）；犉狀 表示第

狀分量载荷；犃犻、犃
犉犻
狆
、犃

犉
２
犻

狆
分别表示压力对第犻

分量主项系数影响的常数项、一次项和二次项

表１２　推力天平带空气桥（未充压）校准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２　犆犪犾犻犫狉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狋犺狉狌狊狋犫犪犾犪狀犮犲狑犻狋犺犪犻狉犾犻狀犲犫狉犻犱犵犲（狀狅狆狉犲狊狊狌狉犻狕犲犱狊狋犪狋犲）

参数
力分量／Ｎ 力矩分量／（Ｎ·ｍ）

法向 轴向 侧向 滚转 俯仰 偏航

设计载荷 ５００ １４００ ５００ ９０ １４９ １４９

校准载荷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９０ １３５ ９６

供桥电压／Ｖ ９．８３１ ９．８３１ ９．８３１ ９．８３１ ９．８３１ ９．８３１

主项系数／（Ｎ／ｍＶ） １１９．５７３７８ ３４０．７３６４２ １１８．０７２４２ ３２．５２０１４ ７．１３９３０ ６．８９０１５

测量不确定度／％ ０．２９ ０．１８ ０．２２ ０．３６ ０．３１ ０．３３

综合加载重复性／％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３

空气桥对天平的干扰／％ ３．６ ０．０４ ３．５ １４．９ １１．２ ９．２

表１３　推力天平带空气桥（充压）校准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３　犆犪犾犻犫狉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狋犺狉狌狊狋犫犪犾犪狀犮犲狑犻狋犺犪犻狉犾犻狀犲犫狉犻犱犵犲（狆狉犲狊狊狌狉犻狕犲犱狊狋犪狋犲）

载荷分量 法向力分量 俯仰力矩分量 轴向力分量 滚转力矩分量 侧向力分量 偏航力矩分量

综合加载误差／％ ０．３２ ０．３ ０．１５ ０．４２ ０．３ ０．３６

综合加载重复性／％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４

８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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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压力对主项系数犓犢 和犓犕
狕
的影响

Ｆｉｇ．１０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

ｍａｉｎｔｅｒｍ犓犢ａｎｄ犓犕
狕

图１１　压力对主项系数犓犡 和犓犕
狓
的影响

Ｆｉｇ．１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

ｍａｉｎｔｅｒｍ犓犡ａｎｄ犓犕
狓

图１２　压力对主项系数犓犣 和犓犕
狔
的影响

Ｆｉｇ．１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

ｍａｉｎｔｅｒｍ犓犣ａｎｄ犓犕
狔

图１３　压力对干扰系数犓
犢
犕
犣
和犓犣

犕
犣
的影响

Ｆｉｇ．１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ｅｒｍ犓犢犕
犣
ａｎｄ犓犣犕

犣

图１４　压力对干扰系数犓
犕
狓
犕
狔

和犓
犣

犕
狔

的影响

Ｆｉｇ．１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ｅｒｍ犓
犕
狓
犕
狔
ａｎｄ犓

犣

犕
狔

系数；犱犻表示压力与犻分量载荷的乘积对犻分量

的干扰系数；犲犻 表示压力平方与犻分量载荷的乘

积对犻分量的干扰系数；犵犻 表示压力与犻分量载

荷平方的乘积对犻分量的干扰系数；狆表示压力。

推力天平带空气桥系统充压校准结果显示：

天平各分量的综合加载误差均优于０．５％，综合

加载重复性优于０．０５％，满足设计指标，压力对

主项系数、干扰系数的影响规律明显。

３３　推力天平公式动态验证

动态验证是指在某一特定流量状态下对推力

天平（带空气桥）施加标准载荷，将高精度砝码悬

挂于推力天平（带空气桥）自由端的任何位置，待

砝码静止后采集天平信号，将采集信号和通过流

量压力转换公式（式（５））得到的压力带入式（４），

获得计算载荷，用计算载荷与标准载荷间的相对

误差来判断式（４）的动态适用性。图１５展示了不

同流量下的标准载荷与计算载荷以及两者间的相

对误差。由图可知：试验范围内不同流量下，式

（４）计算得到的载荷与标准载荷间的相对误差均

图１５　不同流量下的标准载荷与计算载荷

Ｆｉｇ．１５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ｌｏａｄａｎ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ｌｏａｄ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ｓ

小于０．５％，证明了式（４）的动态适用性及准确

９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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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表明在推力天平（带空气桥）校准过程中，通

过将复杂的流量控制转换为简单的压力控制来获

取具有通用性的天平公式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

法。式（５）中的流量狇犿 是已知量，通过高精度流

量计控制，总温犜 通过温度传感器测量获得，喉

道面积犃ｔｈ取理论设计值，计算得到的总压狆与

式（４）中的压力参数相对应。

犘＝
狇犿 槡犜
０．０４０４犃ｔｈ

（５）

４　结　论

本文主要介绍了某飞行器推力矢量试验测力

装置中天平及空气桥的设计、分析及校准，有以下

几点结论：

１）在测力装置合理布局基础上，采用有限元

方法对两台天平和一套空气桥系统进行了优化设

计，获得了理想的、满足设计指标的结构形式。

２）静态校准结果表明全机天平、推力天平的

综合加载误差均优于０．３％，综合加载重复性误

差均优于０．０３％；推力天平带空气桥（充压、未充

压）的综合加载误差均优于０．５％，综合加载重复

性均优于０．０５％。天平及空气桥的研制达到既

定目标，研制的测力装置满足推力矢量风洞试验

需求。

３）通过静态校准获得推力天平（带空气桥）

含压力参数的通用公式，公式适用于不同流量的

动态试验。

４）下一步工作将深入开展温度对天平的影

响研究，将温度参数纳入天平公式，以进一步提高

推力矢量风洞试验的精细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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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亚声速喷流近场的流声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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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马赫数为０．９的圆口喷流，采用大涡模拟计算流场与声场，在与直接数值模拟（ＤＮＳ）和实

验数据比对验证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心线和剪切层湍流脉动信号与声信号的相关性，并进一步对中心线上温

度信号进行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相关系数在中心线上势流核末端附近出现峰值，说明该处的湍流脉动信

号对声压信号有重要贡献，而这一区域的流动的间歇性与对流速度均较高。同时，声压与中心线上的温度脉

动和温度梯度径向分量的脉动也有较高相关性，但与温度梯度轴向分量的脉动相关性较低，表明在模拟的温

度比下轴向温度梯度对近场声压贡献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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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源机理的研究一直是喷流噪声问题的关

键，其中流动现象与声信号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当

前喷流噪声研究的重要内容［１］。通过对流场中脉

动特性及远声场信号的同步测量或计算分析，研

究声场中各脉动信号与声信号之间的关系，可以

评估声源对声场声压和声功率的贡献［２３］。研究

流声关联机制及其影响因素，是识别流体声源并

认识发声物理过程的重要途径。

喷流通常具有湍流和高温两个显著特征［４］，

例如航空发动机的尾气喷流或电厂高压蒸汽的泄

放流动。湍流的复杂性及其对流动发声的重要性

已是众所周知，而喷流温度导致的流体黏度和密

度的不均匀，也进一步增加了流动噪声发生机理

的复杂性［５］。正如Ｌｅｗ等
［６］所指出，迄今喷流噪

声的研究主要考虑与环境等温的冷态流场，例如

Ｂｏｇｅｙ和Ｂａｉｌｌｙ
［７］对于湍流脉动信号与近声场的

相关性的研究，仅限于考虑速度和压力的脉动对

声信号的贡献，因而湍流中温度的空间不均匀性

以及它随时间的脉动对噪声的贡献至今仍不

清楚。

为此，本文采用Ｆｒｅｕｎｄ
［８］研究的 犕犪ｊ＝０．９

的亚声速喷流作为对象，采用大涡模拟（ＬＥＳ）进

行计算分析，在流场验证的基础上，参考Ｂｏｇｅｙ

和Ｂａｉｌｌｙ
［７］采用的近场流声关联分析方法，对亚

声速喷流流场湍流脉动与近声场之间的相关性进

行研究，进一步考虑喷流中温度信号的声学贡献。

１　研究对象与计算方案

本文以Ｆｒｅｕｎｄ
［８］采用直接数值模拟（ＤＮＳ）

计算的马赫数犕犪ｊ＝狌ｊ／犮ｊ＝０．９高亚声速喷流作

为研究对象，其中下标ｊ代表喷流出口截面位置，

狌ｊ和犮ｊ分别是喷流出口速度和喷口处的声速。

喷流出口处的雷诺数犚犲＝ρｊ狌ｊ犇ｊ／μｊ＝３６００，ρｊ和

μｊ分别是喷流的密度和动力黏度，犇ｊ是喷口直

径。喷流温度犜ｊ／犜∞＝０．８６，下标∞表示环境。

　　本文均采用无量纲参数计算，密度量纲为ρｊ，

速度量纲为狌ｊ，长度量纲为犇ｊ，温度量纲为犜ｊ，时

间量纲为犇ｊ／狌ｊ，压力量纲为ρｊ狌
２
ｊ。

计算域范围为轴向狓方向为２５犇ｊ，喷流横截

面内狔和狕方向的宽度为２０犇ｊ，采用网格点数为

１８８×６２×６２的笛卡儿坐标系进行计算，采用双

曲正切函数对喷流喷口处以及剪切层处进行

加密。

初始流向速度分布采用双曲正切函数给定

狌０ ＝
狌ｊ
２
１－ｔａｎｈ１２．５

狉
狉０
－
狉０（ ）［ ］｛ ｝狉

（１）

式中狉和狉０ 分别是径向坐标和喷口半径。密度

初场采用Ｆｒｅｕｎｄ给出的速度密度关系给定

ρ０ ＝ （ρｊ－ρ∞）狌０＋ρ∞ （２）

　　初始温度可通过状态方程犜＝１／ρ得到，压

力给定均匀初场狆０＝１／（γ犕犪
２
ｊ）。

初始内能可由热力学关系得出

犲０ ＝犜０／γ（γ－１）犕犪
２［ ］犼 （３）

　　狕＝０轴截面初始条件如图１所示，图中纵坐

标表示无量纲值。在喷流模拟中，需引入人工扰

动来触发流动从层流向湍流的转捩，本文采用

Ｂｏｇｅｙ等
［９］提出的涡环扰动，其强度公式为

图１　狕＝０轴截面初始条件

Ｆｉｇ．１　Ｉｎｉｔｉ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狕＝０ｐｌａｎｅ

狌′狓

狌′狔

狌′

烅

烄

烆

烍

烌

烎狕

＝犃狌ｊ
２狉０

Δ０ 狔
２
＋狕槡

２
ｅｘｐ －ｌｎ２

（狓－狓０）
２
＋（狔

２
＋狕槡

２
－狉０）

２

Δ
［ ］２

０

×

∑
１５

犻＝４

ε犻ｃｏｓ（犻θ＋犻）

狔
２
＋狕槡

２
－狉０

（狓０－狓）ｃｏｓθ

（狓０－狓）ｓｉｎ

烅

烄

烆

烍

烌

烎θ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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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狓０ ＝１犇ｊ 为扰动施加的轴向位置，Δ０ ＝

０．１犇ｊ为特征尺寸，ε犻和犻分别是范围为［－１，１］

和［０，２π］的随机数，犃 为扰动的幅值系数，本文

取犃 ＝０．０１。图２是涡环扰动总强度狌′ｄ＝

（狌′狓）
２
＋（狌′狔）

２
＋（狌′狕）槡

２
＝０．０１狌ｊ 等值面的分

布，瞬时扰动强度最大不超过０．０６狌ｊ。

图２　涡环扰动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ｖｏｒｔｅｘｒｉｎｇ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本文可压缩喷流的大涡模拟使用Ｓｍａｇｏｒｉｎｓｋｙ

模型封闭亚网格应力项［１０］，计算代码蓝本是英国

南安普敦大学Ｓａｎｄｈａｍ教授课题组开发并授权使

用的ＳＢＬＩ程序
［１１１３］，其中空间导数使用四阶格式

离散；时间推进采用 Ｗａｒｙ
［１４］发展的三阶紧凑

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格式。程序中还使用了熵分裂方

法［１５］以提高湍流数值计算的稳定性。本文在代码

蓝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基于开式多进程（ＯｐｅｎＭＰ，

ｏｐｅｎｍｕｌｔｉ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的并行优化
［１０］。

为了防止计算域边界的数值反射，本文在计

算域出口处采用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１６］提出的特征边界

条件，通过屏蔽反射波的方法使所有传出的波平

滑地通过计算域边界，同时使数值反射清零。

计算的时间步长Δ狋＝０．０１４（犇ｊ／狌ｊ），对应的

ＣＦＬ（Ｃｏｕｒａｎ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ｓＬｅｗｙ）数小于１，以时间

狋＝３００～４００（犇ｊ／狌ｊ）的流场作为样本进行数据采

集，即流体以喷口速度流过计算域１２～１６遍，此

时非稳态流动已充分发展，可以排除初场对计算

结果的影响。

２　流场基本特性

２１　时均流动特征

时均中心线速度如图３所示，由于施加扰动

的轴向位置为狓＝１犇ｊ，故将喷口坐标移至狓＝

－１犇ｊ处后与Ｆｒｅｕｎｄ
［８］的结果进行比较。时均中

心线速度狌ｃ≥０．９５狌ｊ处所对应的轴向距离为势

流核长度。从图３中可以看出本文模拟与ＤＮＳ

的结果良好吻合，预测的势流核长度也与ＤＮＳ接

近，表明了本文计算的正确性。

图３　中心线轴向速度分布

Ｆｉｇ．３　Ａｘｉｓ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ｌｏ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ｌｉｎｅ

图４　轴向速度的径向分布

Ｆｉｇ．４　Ｒａｄｉ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ａｘｉｓ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２２　流动自相似性

实验表明亚声速喷流下游的轴向速度分布呈

现一定的自相似性，本文分别选取了轴向位置为

狓＝１０犇ｊ，１２．５犇ｊ，１５犇ｊ和１７．５犇ｊ四个截面，经过

周向平均后得到不同断面处的轴向流速的径向分

布，结果如图４所示。其中纵坐标为轴向速度与

选取截面轴线上的轴向速度之比，横坐标为

狔／（狓－狓０），其中狓０ 为喷流虚源的轴向位置，参

考Ｆｒｅｕｎｄ
［８］取狓０＝２．０７５犇ｊ。图４中不同断面处

的流向分布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即喷流轴线上

的流速最高、径向方向发展流速逐渐降低。这四

个截面处的轴向速度分布均落在一定的区域内，

表明本文计算结果已经体现了自由喷流断面流速

４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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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相似性这一重要特性。与 Ｈｕｓｓｅｉｎ和Ｐａｎ

ｃｈａｐａｋｅｓａｎ等
［１７１８］的实验结果的对比进一步验

证了本文计算结果的正确性。

喷流流动下游的速度二阶矩同样具有自相似

性，其定义如下：

犚狓狓 ＝
〈狌′狌′〉

狌２ｃ

犚狉狉 ＝
〈狌′ｒ狌′ｒ〉

狌２ｃ

犚θθ ＝
〈狌′θ狌′θ〉

狌２ｃ
（５）

式中犚狓狓、犚狉狉、犚θθ分别表示轴向速度、径向速度和

切向速度的二阶矩；式中〈·〉表示时间平均；狌′，

狌′ｒ，狌′θ分别表示轴向、径向与切向速度脉动，径向

与切向速度可由坐标变换得到；狌ｃ为所取截面处

轴线上的轴向速度。本文选取轴向位置为狓＝

１０犇ｊ，１２．５犇ｊ和１７．５犇ｊ三个截面得出的速度二

阶矩如图５所示，图中横坐标同样为狔／（狓－狓０）。

三个轴向位置处的速度二阶矩曲线整体吻合较

好，呈现较好的自相似性。同时，与 Ｈｕｓｓｅｉｎ和

Ｐａｎｃｈａｐａｋｅｓａｎ等
［１７１８］的实验结果的对比可以看

出，两组实验结果之间存在一些差别，而本文的计

算结果基本处于两组实验结果之间。

图５　速度二阶矩分布

Ｆｉｇ．５　Ｓｅｃｏｎｄｍｏｍｅｎｔｓｏｆ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３　喷流流场与近声场的关联分析

３１　监测点设置与声传时间求取

为了研究亚声速喷流近场流声关联机制，本

文记录了计算域边界附近设置的两个近场监测点

处的压力脉动信号，以及沿中心线（狔＝狕＝０）和

沿剪切层（狔＝狉０，狕＝０）两组声源监测点的湍流脉

动信号。参考Ｂｏｇｅｙ等
［７］文章中的设置方法，本

文的监测点设置如图６所示，图中细实线为本次

模拟得到的时均速度等值线（狌＝０．１狌ｊ，０．３６狌ｊ，

０．６３狌ｊ，０．９狌ｊ），轴截面内监测点 犕４０ 的坐标

（１８犇ｊ，８．５犇ｊ），犕９０的坐标为（８犇ｊ，８．５犇ｊ），分别

表示以势流核末端为圆心且与中心线成４０°与

９０°角（沿喷流轴线下游方向为０°）。因此 犕４０和

犕９０分别代表流动的侧前方和侧向。这些监测点

位置已远离喷流的非线性区域，密度ρ和压强狆

的脉动量ρ′和狆′均为声学信号。

图６　监测点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ｓ

声源监测点狓１ 处湍流脉动信号包括脉动参

数狌′、狌′２、湍动能犽＝（狌′２＋狏′２＋狑′２）（狏′，狑′分别

５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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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横向和展向速度脉动）与瞬时涡量｜ω｜，与近场

监测点狓２ 处压力脉动信号狆′间相关系数的定义

如下［７］：

犆狌狆（狓１，狓２，τ）＝
〈狌′（狓１，狋）狆′（狓２，狋＋τ）〉

〈狌′２（狓１，狋）〉
１／２〈狆′

２（狓２，狋）〉
１／２

（６）

犆狌狌狆（狓１，狓２，τ）＝
〈狌′２（狓１，狋）狆′（狓２，狋＋τ）〉

〈狌′４（狓１，狋）〉
１／２〈狆′

２（狓２，狋）〉
１／２

（７）

犆犽狆（狓１，狓２，τ）＝
〈犽（狓１，狋）狆′（狓２，狋＋τ）〉

〈犽２（狓１，狋）〉
１／２〈狆′

２（狓２，狋）〉
１／２

（８）

犆 ω 狆（狓１，狓２，τ）＝

〈ω （狓１，狋）狆′（狓２，狋＋τ）〉

〈ω
２（狓１，狋）〉

１／２〈狆′
２（狓２，狋）〉

１／２
（９）

式中τ为湍流信号与压力信号之间的时间延迟。

相关系数越大，表明湍流信号与压力信号之间的

相关程度越高，反之，信号间的相关程度越低，计

算出的相关系数也将趋近于零。

由于近声场中从声源到监测点之间的距离

短，因此声传播路径和声传时间τｒａｙ的计算必须考

虑背景流动的折射作用。本文以大涡模拟得到的

喷流时均速度场作为背景流动，结合Ｃａｎｄｅｌ
［１９］提

出的声线方程对声源监测点与近场监测点间的声

传路径进行求解

ｄ狓
ｄ犛
＝
１

犖
（ν＋犕犪）

ｄ犘
ｄ犛
＝
１

犖
［
!犖－（!犕犪）·犘］ （１０）

式中犛为相位；犖 为当地指标，犖＝犮０／犮；犕犪为当

地马赫数向量；犘 为当地波向量；ν为单位波向

量，ν＝犘／犘 。给定初始位置狓犻 及初始波向量

犘犻，即可对声线方程进行推进。本文在计算中采

用３阶 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格式进行推进，对中心线

（犃）与犕４０监测点、中心线与 犕９０监测点、剪切层

（犛）与犕４０监测点、剪切层与犕９０监测点之间的声

传路径进行了计算，分别简称为 犕４０犃，犕９０犃，

犕４０犛，犕９０犛。声传路径的计算结果如图７所示。

通过求解声线方程得到的声传轨迹，即可求出声

源监测点与近场监测点间声传时间，计算结果如

图８所示。

３２　相关性计算结果

图９为中心线上湍流信号狌′，狌′２，犽和 ω 与

犕４０监测点之间的相关性分布，其中数值覆盖范

围为［－０．２５，０．２５］，相关系数在［－０．１，０．１］内

图７　监测点间的声线轨迹

Ｆｉｇ．７　Ｒａｙｐａｔｈ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ｓ

６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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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监测点间的声传时间

Ｆｉｇ．８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ｓ

的区域显示为白色。图中黑色虚线为模拟得到的

喷流势流核末端位置，黑色实线为监测点间的声

传时间曲线，下文相关性分布数值覆盖范围及图

中曲线含义相同，不再重复介绍。

从图９（ａ）中可以看出，轴向速度脉动相关性

犆狌狆可以同时观察到较高水平的正相关系数与负

相关系数，这些较高水平的相关性主要出现在势

流核末端附近。随着时间延迟的变化，犆狌狆在声传

时间τｒａｙ附近达到了峰值，即图中实线与虚线的交

点附近。犆狌狆的峰值为负相关，正相关则主要出现

在势流核末端，时间延迟小于声传时间的区域。

对于其他湍流信号的相关系数，其相关系数

分布的分布趋势与 犆狌狆 的分布趋势相同，图

９（ｂ）～图９（ｄ）中相关系数的峰值也都出现在实

线与虚线的交点附近，即相关系数在势流核末端，

时间延迟为声传时间附近达到最大值，这些峰值

与犆狌狆中峰值符号相反，表现为正相关性。

图１０为中心线上湍流信号与犕９０监测点之间

的相关性分布。与犕４０犃相关系数中观察到的分

布趋势相同，其中高水平的相关性都出现在势流核

末端附近，并且在时间延迟为声传时间处有出现了

相关系数的峰值。从图９与图１０的对比可以发

现，中心线与犕４０点相关性中犆狌狆峰值符号为负相

图９　犕４０犃相关系数

Ｆｉｇ．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ａｓｅ犕４０犃

关，其余湍流信号相关性的峰值则为正相关，而在

犕９０犃中，相关性峰值的符号发生了转换。

中心线上湍流信号对流动侧前方的犕４０点和

７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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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犕９０犃相关系数

Ｆｉｇ．１０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ａｓｅ犕９０犃

流动侧向的犕９０点的相关性都在势流核末端处，

时间延迟为声传时间附近出现相关系数峰值，说

明在中心线上势流核末端处的湍流脉动对近场声

压的贡献最高。

图１１为剪切层上湍流信号与 犕４０监测点之

间的相关性分布。整体来看，图中相关系数没有

明显的分布趋势，并且与图９相比相关性水平也

较低，图１１（ｄ）中犆 ω 狆几乎整体低于０．１。这表

明剪切层上的湍流信号与流动侧前方近声场声压

的相关性低于中心线。

图１２为剪切层上湍流信号与 犕９０监测点之

间的相关性分布。图中仅有图１２（ａ）中犆狌狆和图

１２（ｄ）中犆 ω 狆还保持在势流核末端，时间延迟为

图１１　犕４０犛相关系数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ａｓｅ犕４０犛

声传时间附近出现了相关性的峰值这一分布趋

势，这表明相对于中心线，剪切层对流动侧向方向

的近声场的贡献也较低。

综合以上四组结果来看，中心线上的湍流信

８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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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犕９０犛相关系数

Ｆｉｇ．１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ａｓｅ犕９０犛

号与近场声压之间的相关性相对较高，且均有势

流核末端，时间延迟为声传时间附近出现峰值这

样的分布趋势，而剪切层上的湍流信号与近场声

压之间的相关性较低且不具有明显的分布趋势，

这表明中心线上的湍流脉动对近场声压的贡献高

于剪切层，而喷流中心线上又以势流核末端附近

的湍流脉动对近场声信号的贡献最高。

由于中心线的湍流脉动对近场声压的贡献较

高，因此本文后续对近声场相关性的方向性、喷流

的湍流特性以及温度信号与近声场相关性的分析

将针对中心线进行。

３３　近声场相关性的方向性

为了分析中心线上湍流信号与近声场的相关

性与辐射角度的关系，本文记录了犕４０犃与犕９０

犃中势流核末端，时间延迟为声传时间附近不同

湍流信号的相关系数的峰值，结果如表１所示。

从中心线上湍流信号与犕４０点和犕９０点处相关

系数峰值的对比可以看出，从犕４０点到犕９０点，相关

系数的峰值均有一定程度的降低。Ｂｏｇｅｙ等
［７］的

研究表明，在高雷诺数情况下，喷流中心线上的湍

流信号与近声场的相关性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势流

核末端处的湍流信号对流动侧前方的近声场贡献

很高，对流动侧向的近声场贡献很小。本文计算结

果显示，在低雷诺数情况下，喷流势流核末端处的

湍流信号与流动侧向方向近声场的相关性也相对

较低，但这一方向性没有高雷诺数情况下明显。

从表１中不同湍流信号的相关系数峰值的对

比可以看出，整体上犆狌狆最高，且随辐射角的增加

峰值降低的也最多，与之相比犆 ω 狆的峰值在四

种湍流信号中最低，这说明在湍流脉动信号中，轴

向速度脉动对近声场的贡献最高，相对而言瞬时

涡量最低。

表１　中心线湍流信号与近声场相关性峰值

犜犪犫犾犲１　犕犪狓犻犿狌犿犮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狌狉犫狌犾犲狀犮犲狊犻犵狀犪犾狊

犪犾狅狀犵犮犲狀狋犲狉犾犻狀犲犪狀犱狊狅狌狀犱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工况
相关性峰值

犆狌狆 犆狌狌狆 犆犽狆 犆 ω 狆

犕４０犃 －０．３８４０ ０．２７６４ ０．３０４３ ０．１９７３

犕９０犃 ０．２４９０－０．２５４２ －０．２１３０ －０．１４４４

３４　中心线湍流特性

本文计算了喷流中心线上的涡量间歇性分

布，涡量间歇性函数犐（狋）和涡量间歇性因子γ定

义如下：

犐（狋）＝
１ 　 ω ＜ 〈ω 〉／２

０ 　 ω ≥ 〈ω 〉／｛ ２
（１１）

γ＝ 犐（狋［ ］） （１２）

９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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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ω 和〈ω 〉分别表示瞬时涡量与时均涡量；

γ是涡量间歇性因子，表示中心线上涡量间歇性

程度，喷流流动为层流或湍流时γ≈０，流动呈现

间歇性时γ较高。

喷流中心线上涡量间歇性分布如图１３所示，

图中黑色虚线为势流核末端位置。从图中可以看

出，在势流核前端，间歇性因子γ较低，整体趋近

于０，随着流动向下游发展，γ在接近势流核末端

附近开始上升，并且在势流核末端处达到峰值，再

往下游发展，γ再次降低，最终回复到与势流核前

端相同的水平。间歇性因子的分布表明流动在势

流核末端附近是具有明显间歇性特征的。

图１３　涡量间歇性因子γ轴向分布

Ｆｉｇ．１３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ｃｙｆａｃｔｏｒγ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ｊｅｔａｘｉｓ

对流速度也称涡迁移速度，本文在轴线上从

狓＝２．５犇ｊ至狓＝１１．５犇ｊ均匀取十个点，分别计算

了这些点上的对流速度，对流速度定义如下［２０］：

狌ｃｏｎｖ＝
ξ
τｒｍａｘ

（１３）

图１４　中心线对流速度

Ｆｉｇ．１４　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ｌｉｎｅ

式中τｒｍａｘ为中心线上两点时空相关系数取极值时

的τ值；ξ为计算时空相关系数的两点距离。本

文计算取ξ＝０．１犇ｊ，对流速度计算结果如图１４

所示。与图１３中涡量间歇性分布相似，喷流中心

线上的对流速度在势流核前端相对较低，随着流

动发展，对流速度在势流核末端附近达到了峰值，

在流动下游，对流速度再次降低。

本文喷流湍流脉动相关性的计算结果表明，

中心线上势流核末端附近对近场声压的贡献最

高，本节中心线湍流特性的计算结果显示这一区

域的流动也具有较高的间歇性与对流速度。

３５　中心线温度信号相关性

在对沿中心线和沿剪切层的声源监测点上的

湍流脉动信号与近场声压的相关性分析的基础

上，本文进一步对中心线上的温度脉动及温度梯

度脉动与近场声压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温

度信号相关系数定义如下：

犆犜狆（狓１，狓２，τ）＝
〈犜′（狓１，狋）狆′（狓２，狋＋τ）〉

〈犜′２（狓１，狋）〉
１／２〈狆′

２（狓２，狋）〉
１／２

（１４）

犆犜狓狆（狓１，狓２，τ）＝

〈犜
（ ）狓′（狓１，狋）狆′（狓２，狋＋τ）〉

〈犜
（ ）狓′２（狓１，狋）〉

１／２

〈狆′
２（狓２，狋）〉

１／２

（１５）

　　图１５和图１６分别为中心线上温度脉动、温

度梯度轴向分量的脉动和温度梯度径向的脉动与

犕４０，犕９０两个近场监测点处的声压之间的相关系

数犆犜狆，犆犜狓狆和犆犜狔狆的分布图。

从图１５（ａ）和图１６（ａ）中可以看出，犆犜狆的相

关性水平较高，且与前文犆狌狆等相关系数相同，基

本保持在势流核末端，时间延迟为声传时间附近

出现高相关性水平这一分布趋势，这说明中心线

上的温度脉动对近声场也有较高的贡献。

从犆犜狓狆和犆犜狔狆的对比能看出，图１５（ｃ）和图

１６（ｃ）中犆犜狔狆的相关性较高，与之相比图１５（ｂ）和

图１６（ｂ）中犆犜狓狆的相关性较低，基本低于０．１，这

表明中心线上温度梯度径向分量的脉动对近场声

０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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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犕４０犃温度相关系数

Ｆｉｇ．１５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ａｓｅ犕４０犃

压贡献高于温度梯度轴向分量的脉动，原因可能

是温度在轴向上的分布比较均匀，使温度梯度轴

向分量的脉动值本身就较小。从犆犜狔狆的分布看，

仅有图１６（ｃ）中犕９０点处声压与温度梯度径向分

图１６　犕９０犃温度相关系数

Ｆｉｇ．１６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ａｓｅ犕９０犃

量的脉动相关性还具有与犆狌狆等相关系数一致的

分布趋势。

４　结　论

本文采用大涡模拟对马赫数为犕犪ｊ＝０．９的

高亚声速喷流进行研究，分析了喷流湍流参数和

温度参数与近声场之间的相关性，得到以下结论：

１）中心线上湍流脉动与近场声压之间的相

关性高于剪切层，中心线上又以势流核末端附近

的湍流信号对近声场的贡献最高，这一区域的流

动也具有较高的间歇性和对流速度。

２）不同湍流信号与近声场相关系数的对比

表明，近场声压与轴向速度脉动狌′的相关性最

高，与瞬时涡量 ω 的相关性最低。

３）近场声压与中心线上温度脉动之间也有

较高的相关性，且分布趋势与犆ｕｐ等相关系数相

同，近声场与温度梯度轴向分量脉动的相关性相

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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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发动机的热效率与涡轮前温度呈正相

关，因此提高涡轮前温度是提高发动机性能的重

要切入点。在提高涡轮叶片耐热性的常用方法

中，改进叶片冷却结构有着更大的研究价值。要

在使用尽量少的冷却气体，较少影响发动机整体

性能的情况下，尽可能提高涡轮叶片的耐受温度，

这就需要对叶片的不同冷却结构形式以及流动传

热机理做深入研究，为结构的优化设计提供依据。

典型的涡轮叶片内部布置有带扰流肋结构的通

道，其流动与传热特性是较为广泛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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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ｎ等
［１４］提出静止通道的传热效果主要取

决于扰流肋结构、通道宽高比以及流动雷诺数，并

指出４５°或６０°的斜肋及Ⅴ型肋的传热效果相比

于直肋有明显提高。李建华等［５］发现Ⅴ型肋的传

热效果好于直肋和斜肋。Ｒｙｕ等
［６７］提出传热效

果好的肋结构通常也会伴有较大的压损。迟重然

等［８］得出，相比于直肋，６０°～７０°的斜肋会造成更

强的旋涡结构，因而传热效果更好，但其压损也会

更大。另外，流向间距也是影响流动和传热特性

的因素之一。Ｗｅｂｂ等
［９］发现在给定通道阻塞比

时，流向间距比的增大使得总压损失与传热系数

都会减小。韩绪军［１０］提出流向间距的改变会使

得边界层的分离与再附出现不同，从而传热效果

不同。Ｌｅｉ等
［１１］发现流向间距比为１０时传热效

果最好，同时压损也较小。周明轩等［１２］也发现，

对于较高阻塞比的通道，流向间距比为１０时的传

热效果要好于流向间距比为５或１５。除此之外，

也存在一些对新型扰流肋结构如三棱锥体的研

究，Ｔｉｇｇｅｌｂｅｃｋ等
［１３］发现通过在通道壁上放置三

角形件或矩形件可以产生纵向涡。Ｂｉｓｗａｓ等
［１４］

发现纵向涡的螺旋流既能使通道壁面流体和主流

得到充分掺混，又能阻碍边界层的发展，从而得到

较好的传热效果。Ｌｉｏｕ等
［１５］对比了斜肋、Ⅴ型肋

以及三棱锥体群的传热效果，发现间断Ⅴ型肋和

三棱锥体群的传热效果最好。王龙飞［１６］也提到，

三棱锥体群作为间断肋的一种变形，具有比斜肋

更好的传热效果及更低的压损。可见，由于其出

色的流动及传热特性，三棱锥体群结构能够为叶

片内部通道的优化设计提供参考，具有很大的研

究价值。

近年来针对传统扰流肋结构的研究已经形成

一定的体系，而对三棱锥结构的流动及传热特性

的研究相对欠缺，因此本文采用数值模拟的方式，

对带三棱锥体群的静止通道进行了分析，重点研

究了三棱锥体群在不同放置方式、不同横向列数

及不同流向间距比时对通道的流动及传热特性的

影响规律。

１　数值方法

１１　模型与边界条件

本文选择文献［１７］中试验所用的静止通道作

为计算模型，如图１所示，通道宽犠＝５０．８ｍｍ，

高犎＝５０．８ｍｍ，宽高比犠／犎＝１，水力直径犇＝

５０．８ｍｍ，均与文献［１７］中保持一致。为减小入

口和出口对通道内部流场的影响，共设置了入口

图１　计算模型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

段、试验段及出口段３部分，其中入口段犔１＝

１０犇＝５０８ｍｍ，出口段犔３＝５犇＝２５４ｍｍ。

试验段上下壁面各放置有６排三棱锥结构，

其横向列数设为狀，取值范围为１～６，图１中狀＝

３。三棱锥结构的具体参数如图２所示，其中单个

三棱锥的侧边１垂直于底面２，长度犲＝２．３８ｍｍ，

阻塞比犲／犇＝０．０４７，与典型试验保持一致，底面

２为等边三角形，边长犮＝２犲＝４．７６ｍｍ。横向间

距犛＝犇／（狀＋１），流向间距为犘，流向间距比犘／犲

的初始值为１０，第１排三棱锥体距试验段入口距

离为犘，第６排距出口距离为２犘，试验段总长

犔２＝８犘。定义侧面３正对来流放置为迎风，反之

为背风，前后两排插空放置为交错排列，前后对齐

放置则为顺排，图中所示为迎风交错排列。另外

选择传统肋结构中性能较好的４５°Ⅴ型肋作为对

照方案，其阻塞比、流向间距等参数均与三棱锥体

群保持一致。

图２　三棱锥体群

Ｆｉｇ．２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ｐｙｒａｍｉｄｓ

进口处边界条件采用速度进口，来流温度

犜∞＝２８８Ｋ，湍流度为５％；出口设为压力出口，大

小为１０１３２５Ｐａ。所有壁面无滑移，试验段壁面使

用等热流密度加热，其余壁面均为绝热边界条件。

１２　数据处理及数值计算方法

引入相对传热强化值狉犖狌、相对压损增大值狕ｆ

来分别衡量不同方案的传热性能与总压损失，定

４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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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如下：

狉犖狌 ＝
犖狌
犖狌０

＝
犺犇／λ

０．０２３犚犲０．８犘狉０．４
（１）

狕ｆ＝
犳
犳０
＝
２Δ狆犇／（犔２ρ∞犞

２
∞）

０．３１６犚犲－０．２５
（２）

式中犖狌为努塞尔数，犖狌０ 为具有相同水力直径

光滑通道的平均努塞尔数［１８］，犺为壁面传热系

数，λ为流体导热系数，犘狉为普朗特数，犚犲为雷诺

数，犳为达西摩擦因子，犳０ 为相同水力直径光滑

通道的达西摩擦因子，Δ狆取试验段进出口的压

力差；ρ∞为来流密度，犞∞为来流速度。

引入均匀性指数γ犖狌，用以衡量努塞尔数在

壁面分布的均匀程度，定义为

γ犖狌 ＝１－
∑
犽

犻＝１

犖狌犻－（ ）犖狌 犃［ ］犻

２ 犖狌 ∑
犽

犻＝１

犃犻

（３）

式中犖狌犻为每个网格单元的努塞尔数，犖狌为壁

面平均努塞尔数，犃犻 为单个网格面积，犽为网

格数。

采用综合传热效率η
［１９２０］，用以将传热增强

和总压损失的影响综合考虑，定义为

η＝
犖狌／犖狌０
（犳／犳０）

１／３ ＝
狉犖狌
狕１
／３
ｆ

（４）

　　采用Ｆｌｕｅｎｔ分离隐式求解器进行稳态求解，

采用 ｓｅｍｉ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ｉｎｋｅｄ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ＳＩＭＰＬＥ）算法，差分格式均采用２阶

精度。解收敛的标准是各项残差精度均小于

１０－５，试验段上下方壁面平均努塞尔数保持稳定

且进出口流量相等。

１３　湍流模型验证与网格独立性检验

选择文献［１７］中的典型试验，即犚犲＝３００００

时的直肋方案，进行湍流模型的验证，如图３所

示。其中横坐标犡／犇 表示基于通道水力直径的

壁面无量纲流向长度，纵坐标为按照试验中数据

处理方法得到的狉犖狌。可以发现ｒ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ＲＮＧ）犽ε模型和试验值最为吻合，变化趋

势也趋于一致，尤其是在第３排肋以后，因此下文

所有计算均采用ＲＮＧ犽ε湍流模型。

为检验网格独立性，选择狀＝３的背风顺排三

棱锥体群，对其划分不同数量的结构化网格，分别

为５９万、７６万、９８万、１２２万、１７７万以及２５２万。

由于三棱锥体群存在较多的三角形面，因此在划

分网格时使用 Ｙｂｌｏｃｋ命令切分块，１２２万网格

数划分如图４所示。

图３　湍流模型验证

Ｆｉｇ．３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ｌ

图４　计算网格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ｉｄ

分别计算犚犲＝３００００时不同网格数量下试

验段上下壁面的平均努塞尔数犖狌及达西摩擦因

子犳，如图５所示。可以看出网格数量在１００万

以上时计算结果受网格数量的影响已较小，因此

本文所有模型的网格均遵循此模型在１２２万网格

时的划分及加密准则。

图５　网格无关性验证

Ｆｉｇ．５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ｉｄ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ａｎｃｅ

５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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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迎风背风、顺排交错排列对流动和传热特性

的影响

　　对流传热是叶片内部冷却通道传热的主要形

式，其强化可通过涡旋的形成、边界层分离和再附

着、流动扰动及湍流强化来实现［２１］。扰流肋能够

产生涡旋，一方面由于其下洗剪切作用，能够造成

附近流体流动边界层及热边界层的分离与再附

着，被破坏的边界层以及再附着后重新发展的较

薄边界层相对更有利于热量的传递；另一方面还

使流体的掺混程度提高，促进了流体间质量和热

量的传递，也能够改善传热效果。

下文对三棱锥体群在迎风背风、顺排交错排

列时的流动及传热特性进行分析，４５°Ⅴ型肋作为

对照方案。各方案流向间距比犘／犲均为１０，三棱

锥体群横向列数狀取３。

λ２ 准则是第二代涡识别准则中应用较广泛

的方法，其基本原理是将速度梯度张量犞 分解为

代表流体变形的对称张量犛以及代表旋转运动的

反对称张量犛′，之后计算出张量组合方程犛′２＋犛２

的３个特征值，并按照大小顺序排列为λ１、λ２ 及

λ３，通过判断λ２ 是否小于零来识别涡旋。不同λ２

的大小能够得到不同尺度的涡旋结构。在犚犲＝

３００００时，对不同方案进行λ２ 准则涡识别后结果

如图６所示，其中λ２ 取－５×１０
５ｓ－２，速度云图截

面取犣＝３×１０－４ｍ，图示范围为第３、４排肋结构

所在区域。可以看到，流体在流经单个三棱锥结

构后会形成１对纵向涡，对称地分布在其后方，并

沿流向向下延伸，而在流经Ⅴ型肋后则会形成尺

度较大的二次流，其延伸方向为由肋尖沿肋向两

侧壁面，与主流呈现一定的夹角，有利于改善带肋

壁面及侧壁面的传热效果，但也带来了更多的流

动损失。

图６为４种旋转方案下的涡旋分布。分别将

图６（ａ）和图６（ｃ）、图６（ｂ）和图６（ｄ）进行对比，从

涡旋分布来看，背风状态涡的尺度更大，流体与三

棱锥前端的冲击更加猛烈，覆盖范围也更广，使得

更大面积的边界层被破坏，也有利于流体的充分

掺混。而从截面速度分布来看，背风状态三棱锥

后方流体流速更高，能够在相同时间内带走更多

热量，而迎风状态不仅整体流速小于背风状态，在

三棱锥前方还出现了大面积低流速区域，这将不

利于传热效果的改善。而分别将图６（ａ）和图

６（ｂ）、图６（ｃ）和图６（ｄ）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交错

排列后涡的尺度明显减小，其截面流速整体变低，

低流速区域面积也有所增加。总地来说，在三棱

锥体群的４种放置方案中，迎风状态和交错排列

均不利于改善其流动特性，而背风顺排无论是在

纵向涡的尺度还是截面的速度分布上，均显著优

于其余方案。

图６　不同排列方式下涡旋分布

Ｆｉｇ．６　Ｖｏｒｔｅｘ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图７给出了背风顺排三棱锥体群及Ⅴ型肋的

截面流线分布，截面位置取紧邻第３排肋结构后

方，即犡／犇＝１．５处。可以看到，流体流经Ⅴ型

肋后发生了较明显的流动分离，在肋后方形成了

低速回流区，这会导致紧靠肋后方区域的传热效

果变差，也使得压损有所增加。而三棱锥体群所

产生的纵向涡走向与主流一致，不仅能对流体起

到扰动作用，还具有一定的导流作用，因而图７（ａ）

中可看出其后方并没有明显的回流区，这能极大

减少流体的压损。

图８为犚犲＝３００００时，各方案试验段下方壁

面相对传热强化值狉犖狌的分布云图。总体来看，与

前文对流场的分析相对应，背风顺排三棱锥体群

中代表传热效果较好的高狉犖狌区域面积较大，且与

６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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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截面流线分布

Ｆｉｇ．７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Ⅴ型肋较为接近，但Ⅴ型肋方案在紧靠肋后方处

出现了回流所引起的低狉犖狌区域。三棱锥体群各

方案的高狉犖狌区域均出现在单个三棱锥后方，呈条

状分布，与纵向涡的分布规律相吻合，验证了纵向

涡对传热效果的增强作用。分别对比图８（ａ）和

图８（ｃ）、图８（ｂ）和图８（ｄ），可以看出迎风状态三

棱锥体群高狉犖狌区域面积均小于对应的背风状态，

且在其正前方存在低狉犖狌区域，这也对应着速度截

面图中的低流速区域，验证了较高流速对传热效

果的增强作用。分别对比图８（ａ）和图８（ｂ）、图

８（ｃ）和图８（ｄ）可以看到，交错排列不利于传热效

果的改善，迎风交错后低狉犖狌区域有所增加，而背

风交错后高狉犖狌区域面积则有所减少。狉犖狌分布不

均匀易产生较大的温度梯度，使壁面产生热应力，

因此其分布均匀性也是衡量传热效果的重要因

素。从图中可以看出，迎风状态狉犖狌分布的均匀性

要明显优于背风状态，而交错排列对其影响则相

对不明显，迎风状态交错后均匀性有所下降，而背

风状态则有所上升。

从图８中还可看出，三棱锥体群对两侧壁面

附近传热效果的改善不明显，尤其是背风状态，在

下游处出现了较大面积条状低狉犖狌区域，这是由于

两侧壁面附近换热性能主要受肋诱导的二次流的

影响［１６］，三棱锥体群的导流作用阻碍了二次流的

形成以及对侧壁面上流体的扰动，而在Ⅴ型肋扰

流肋通道中，肋为贯穿式，具有较长的横向长度，

有利于二次流的形成和移动，进而能够改善侧壁

面的换热性能。

在涡轮叶片的内冷通道中，冷气流动的雷诺

数通常在１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之间，图９给出了各方

案试验段上下方壁面相对传热强化值狉犖狌及均匀

性指数γ犖狌随雷诺数的变化趋势，用以量化衡量

通道整体的传热效果。从图９（ａ）可以看出，雷诺

图８　不同排列方式下狉犖狌分布云图

Ｆｉｇ．８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狉犖狌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图９　狉犖狌及γ犖狌随犚犲变化

Ｆｉｇ．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狉犖狌，γ犖狌ｗｉｔｈ犚犲

数的增大增强了Ⅴ型肋和背风状态三棱锥体群对

壁面的传热改善能力，但各方案间的大小关系并

未改变。对于三棱锥体群，与前文分析结果相一

致，同一雷诺数下迎风状态时的整体传热效果均

差于背风状态，且迎风状态增大雷诺数并不能显

著改善其传热效果。另外，交错排列时的整体传

７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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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效果均差于顺排状态，这也与Ｓｒｉｒｏｍｒｅｕｎ等
［２２］

对顺排和交错排列的Ｚ型肋结构所做研究得到

的结论一致。就传热效果而言，背风顺排是最佳

的三棱锥体群放置方案，但与Ⅴ型肋相比仍有

２５％～３０％的差距。从图９（ｂ）可以看到，与图８

结论一致，迎风状态两种方案的犖狌分布具有最

好的均匀性，也要优于Ⅴ型肋方案，且增大雷诺数

能使其均匀性进一步提高。迎风状态交错排列会

使均匀性降低，而背风状态交错排列则会使均匀

性提高，背风顺排方案均匀性最差，且随雷诺数的

增大没有明显改善。

图１０为各方案相对压损增大值狕ｆ及综合传

热效率η随雷诺数的变化趋势。从图１０（ａ）可以

看到，Ⅴ型肋方案的狕ｆ显著大于三棱锥体群的４

种方案，证明了纵向涡在减小压损方面的优势。

与其较好的传热效果相对应，背风顺排方案的狕ｆ

稍大，而其余３种差距较小，其中迎风顺排与背风

交错排列两种方案的差距在５％以内。随着雷诺

数的增大，各方案的狕ｆ均有所增大，但Ⅴ型肋方

案增幅更明显，表明其性能受雷诺数影响的不确

定性，不利于其在高雷诺数工况下工作，而三棱锥

体群４种方案压损的变化受雷诺数的影响则相对

较小。

由图１０（ｂ）可以看到，背风状态的η要高于

对应的迎风状态，而交错排列后的η均低于对应

的顺排方案。在中高雷诺数下背风顺排方案具有

最高的η，较其他方案要高出２０％～３０％，且随着

雷诺数的增大逐渐升高并趋于稳定，表现出对雷

诺数变化的较强适应性，而Ⅴ型肋由于狕ｆ随雷诺

数增大增幅明显，其η呈下降趋势。

图１０　狕ｆ及η随犚犲变化

Ｆｉｇ．１０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狕ｆ，ηｗｉｔｈ犚犲

综合上述分析，相较于传统肋，在涡轮叶片冷

却通道内布置背风顺排的三棱锥体群具有明显优

势，其产生的纵向涡能够兼顾传热效果的改善和

压损的降低，有着优异的综合传热效率，且能适应

更加广泛的雷诺数范围，但该方案也有犖狌分布

均匀性相对较差的缺点。

２２　横向列数、流向间距比对流动和传热特性的

影响

　　根据文中第２．１节分析，本节各方案中三棱

锥体群均采用背风顺排放置，首先在流向间距比

犘／犲＝１０时，选取横向列数狀＝２～６的方案进行

分析。

图１１（ａ）～图１１（ｃ）分别为犚犲＝３００００时，狀

为２、４、６三种方案的试验段下壁面涡旋分布，速

度云图截面取犣＝３×１０－４ｍ，范围取第３～６排

三棱锥结构所在区域。可以看到，随着列数增加，

三棱锥体群的阻滞效应逐渐显现，流体流速明显

减慢，纵向涡强度有所减小，对下游的冲击作用减

弱，其扰流作用也随之减弱，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抵

消涡数量增加所带来的扰流作用的增强。

图１１　不同横向列数下涡旋分布

Ｆｉｇ．１１　Ｖｏｒｔｅｘ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ｃｏｌｕｍｎｓ

图１２（ａ）～图１２（ｅ）分别为犚犲＝３００００时不

同狀取值方案下壁面狉犖狌的分布云图。可以看到，

当狀＜４时，狉犖狌分布均匀性较差的现象仍较明显，

每列三棱锥结构之间存在较大面积条状低狉犖狌区

域，与其后方的高狉犖狌区域呈交错排列，而这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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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在狀＞４后有较好改善，由于纵向涡数量较多，

低狉犖狌区域面积大幅度减小，狉犖狌分布均匀且规律。

从高狉犖狌区域的面积大小来看，较大的狀对应着较

大面积的高狉犖狌区域，有利于整体传热效果的改

善。从图中还可看出，狀较小时单个三棱锥后方

的高狉犖狌区域面积有沿流向增大的趋势，而狀较大

时则有沿流向减小的趋势，这也是由于列数增加

带来的阻滞效应增大所引起。

图１２　不同横向列数下狉犖狌分布云图

Ｆｉｇ．１２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狉犖狌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ｃｏｌｕｍｎｓ

图１３给出了犚犲＝３００００时各方案通道下方

壁面狉犖狌展向平均值（狉犖狌）的流向分布，以将狀的

取值对传热特性的影响做进一步的分析，图示范

围取自第４排、第５排三棱锥结构附近。可以看

到，不同方案狉犖狌沿流向的变化规律基本一致，三

棱锥的前端由于流体的剧烈冲击，有着最高的

狉犖狌，而后沿流向迅速降低，在肋后方区域先保持

相对恒定，后随着涡强度的减小缓慢降低。

对图１３进一步分析还可看出，与云图中反映

出的规律一致，在狀较小时狉犖狌顺流向逐渐增大，狀

图１３　狉犖狌随犡／犇变化

Ｆｉｇ．１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狉犖狌ｗｉｔｈ犡／犇

较大时则逐渐减小，当犡／犇＞２时，狀＝６方案的

狉犖狌要小于其余方案，且越往下游这种趋势越明

显，说明其对狉犖狌的提升主要集中在上游区域，相

对不利于下游换热效果的改善，因而狀不宜取得

过大，狀为４和５方案的狉犖狌始终保持较大值，且随

顺流向变化不明显，为较优方案。

图１４　狉犖狌、γ犖狌、狕ｆ及η随犚犲变化

Ｆｉｇ．１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狉犖狌，γ犖狌，狕ｆ，ηｗｉｔｈ犚犲

图１４（ａ）～图１４（ｄ）为各方案狉犖狌、γ犖狌、狕ｆ及η
随雷诺数的变化趋势图，仍取４５°Ⅴ型肋作为对

照方案。可以看到随着雷诺数的增大，三棱锥体

群各方案狉犖狌、狕ｆ均有所增大，增幅也比较接近，且

各方案狉犖狌增幅均大于Ⅴ型肋，狕ｆ增幅则要小于Ⅴ

９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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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肋，γ犖狌在狀较小时变化仍不明显，但狀较大时

会有所增大。在同一雷诺数下，随着狀增大，狉犖狌

相应随之增大，但增幅逐渐变缓，狀＞４后会趋于

稳定，γ犖狌则有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且在狀＝５时

达到了与Ⅴ型肋相近的水平，狕ｆ的增大没有明显

的变缓趋势，较大的狀会相应带来较大的压损。

从综合传热效率来看，三棱锥体群各方案在中高

雷诺数下均表现优异，随雷诺数增加呈先上升后

稳定趋势，在同一雷诺数下，当狀较小时，η随狀

的增大而增大，但当狀大于５后，η反而会减小，

狀＝５时η达到最大值，在犚犲＝３００００时，相比Ⅴ

型肋增大了１５％。

从上述分析可知，当前参数下狀＝５为较优方

案，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狉犖狌分布相对不均的问

题，也具有优异的综合传热效率，但此时的分析仅

考虑到犘／犲＝１０一种间距比，还需将不同间距比

因素一同考虑，进行进一步分析。

保持各参数不变，设置不同大小的流向间距

比犘／犲，取值范围为３～１６，并分别在低中高雷诺

数下对其综合传热效率进行计算，所得结果如图

１５（ａ）、图１５（ｂ）及图１５（ｃ）所示。可以看到较小

的流向间距比有利于三棱锥体群η的提高，随着

流向间距比的增大，绝大多数方案的η呈先增大

图１５　η随犚犲、犘／犲、狀变化

Ｆｉｇ．１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ηｗｉｔｈ犚犲，犘／犲，狀

后减小趋势，且均在犘／犲＝４附近取到最大值，注

意到狀＝２方案的η整体呈下降趋势，但由于其η
始终较小，对较优方案的选择影响不大。另一方

面，流向间距比大小的改变对狀取值的影响相对

较小，在流向间距比很小时，狀＝６方案具有最高

的η，其次为狀＝５方案，但两者差距非常小，当流

向间距比稍大时，由于狀＝６方案的η有明显的降

低，狀＝５方案具有最高的η，当流向间距比大于

１６时，狀＝４方案具有最高的η，但此时各方案的η
均较小，相互之间的差距不太明显，可以看到，在

较大的流向间距比范围内，狀＝５仍为较优方案。

图１６为犚犲＝３００００时三棱锥体群狀＝５及

４５°Ⅴ型肋两种方案狉犖狌、γ犖狌、狕ｆ、η随流向间距比的

变化趋势图。整体来看，Ⅴ型肋的狉犖狌随流向间距比

增加呈先增大后略微减小趋势，在犘／犲＝６～１０处

取得最大值，这也与已有研究结论相符。γ犖狌变化

较小，仅略有增大。狕ｆ整体较大，但随着流向间距

比的增加有明显减小，因此在中小流向间距比时其

η低于三棱锥体群，而在大流向间距比时则高于后

者。三棱锥体群随流向间距比的增加狉犖狌、狕ｆ均有

明显减小，γ犖狌保持相对恒定，η则呈先增大后减小

趋势，并在犘／犲＝４附近取得最大值，这是由于与Ⅴ

型肋的二次流相比，单个三棱锥体群产生的纵向

涡尺度较小，当流向间距比较大时，涡的延伸长度

不够，流体的掺混程度降低，也会有较长的流向距

离使得被破坏的边界层完全形成，使其狉犖狌显著减

小，η也随之减小，而当流向间距比很小时，狕ｆ又

会显著增大，也不利于η的提高。从图中还可以

看出，三棱锥体群的流动及传热特性受流向间距

比的影响相对更明显，尤其是在较大流向间距比

时，其狉犖狌、狕ｆ和η的变化量显著高于Ⅴ型肋。

图１６　狉犖狌、γ犖狌、狕ｆ及η随犘／犲变化

Ｆｉｇ．１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狉犖狌，γ犖狌，狕ｆ，ηｗｉｔｈ犘／犲

３　结　论

本文通过数值模拟方法，采用阻塞比犲／犇＝

０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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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４７，宽高比犠／犎＝１的静止通道，研究了带三

棱锥体群冷却通道流动和传热的特点，并对比了

三棱锥体群在迎风背风、顺排交错排列以及不同

横向列数、不同流向间距时对通道内部流动及传

热特性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１）三棱锥体群通过产生顺流向的纵向涡，既

能极大减少总压损失，也能够较好地改善传热

效果。

２）相比于其他３种放置方式，背风顺排状态

放置的三棱锥体群能产生尺度更大的纵向涡，具

有最优的综合传热效率，较其他方案要高出

２０％～３０％。

３）背风顺排状态时，三棱锥体群流向间距比

的改变对横向列数取值的影响不太明显，但对其

流动传热特性的影响较大，较高的流向间距比会

显著降低其综合传热效率。较优的横向列数为

５，流向间距比为４～６。

４）相较于４５°Ⅴ型肋，背风顺排的三棱锥体

群在达到较为理想的换热效果的同时，能显著地

降低通道压损，综合传热效率更高，且能够适应更

加宽泛的雷诺数区间，在中高雷诺数时优势则更

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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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构型水滴收集率的拉格朗日计算方法

任靖豪１，易　贤１
，２，王　强１

，２，刘　宇１，李维浩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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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完善拉格朗日法在求解三维复杂外形液滴收集率的过程中存在的普适性缺陷，发展了一种

鲁棒且高效的三维收集率计算方法。该方法中采用基于非平面交叉判定的粒子定向查找算法，实现了多面体

网格下的水滴快速定位功能。基于笛卡儿网格自适应和壁面网格投影技术，克服了复杂迎风面收集率计算的

困难。对比传统求解方式，具有算法复杂度低、计算效率高的优势。同时，利用径向基函数插值技术，改进了

三维壁面收集率的表征方法。通过典型算例测试，计算结果与实验值误差均在１５％以内，且在同等计算精度

的条件下，计算所需的水滴轨迹数大幅减小。验证了该方法具备较高的准确性和良好的鲁棒性，能够为飞机

结冰机理研究以及防除冰系统设计提供参考。

关　键　词：液滴撞击特性；收集率；径向基函数 （ＲＢＦ）；粒子追踪；拉格朗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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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５０８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１１４７２２９６）；四川省科技厅应用基础研究项目（２０１９ＹＪ０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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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ｅｓｆｏｒ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

ｔｈｅ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ｈａｓｈｉｇｈ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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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ｄｒｏｐｌｅｔｉｍｐａｃ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ｒａｄｉ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ＲＢ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Ｌａｇｒａｎｇｅｍｅｔｈｏｄ

　　数值计算是研究飞机结冰致灾问题和适航审

定技术［１］的重要手段，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

了一些比较成熟的软件［２３］。业内针对水滴撞击

问题采用的数值计算方法可分为两类：拉格朗日

法和欧拉法。欧拉法基于水滴场的连续介质假

设，针对三维复杂构型的计算具有优势。然而，欧

拉法在低液态水含量、以及考虑粒子动力学的算

例中存在明显不足。拉格朗日法跟踪每个运动粒

子，适合低液态水含量和考虑水滴动力学特性的

计算，但在进行三维计算时，会遭遇粒子轨迹计算

量大、撞击面收集率计算困难等问题。

关于水滴撞击特性的拉格朗日计算研究，国

外起步较早，取得了不错的工程进展［４５］。但是受

限于算法复杂度和计算精度，只能用于简单外形

的计算。国内相关研究工作也多停留在解决二维

或简单三维问题［６］，针对复杂构型的计算普遍采

用欧拉法进行分析［７９］。为了解决复杂构型水滴

撞击的拉格朗日计算问题，Ｈａｍｅｄ
［１０］提出了打靶

算法，很大程度降低了算法复杂度，提高了算法的

鲁棒性。近些年，软件ＬＥＷＩＣＥ３Ｄ开发团队发

展了 ＭｏｎｔＣａｒｌｏ算法，实现了考虑湍流影响的水

滴颗粒运动过程模拟［１１１２］。然而，为了达到精度

要求，两者都需要计算大量运动轨迹。Ｗｉｄｈａｌｍ

等［１３］提出了一种利用网格表征水滴阵列的描述

方法，可以减少一定的轨迹计算数量。

本文搭建了适用于复杂三维构型水滴收集率

计算的拉格朗日算法框架，发展了粒子定向寻址

算法，建立了基于网格自适应加密和投影技术的

撞击面水滴收集率的计算方法，实现了基于径向

基函数（ＲＢＦ）插值的物面水滴收集率表征方法。

基于上述算法框架，开发了计算程序，计算了三维

圆柱、圆球等典型算例，通过对比计算与实验结

果，验证了算法的准确性。最后模拟了某型发动

机短舱及翼身组合体的水滴撞击特性，用于验证

程序在三维复杂构型下的计算能力。

１　计算流程

图１给出了水滴撞击特性计算模块的程序框

架图，计算流程分为三步：①液滴初始化；②运动

轨迹计算；③壁面收集率计算。在开始计算飞机

水滴特性前，需要计算空气流场的物性参数。本

文空气流场采用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自

主研发的ＰＨｅｎｇＬｅｉ解算器计算，相关理论介绍

可参阅文献［１４］。

图１　程序框架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２　基本方程

基于球形假设，水滴运动的控制方程表达式

如下：

ｄ狌ｄ
ｄ狋
＝
（ρｄ－ρａ）

ρｄ
犵＋

犆ｄ·犚犲
２４

·
１８μａ

ρｄ·犇
２
（狌ａ－狌ｄ）

（１）

式中等号右侧第一项表示水滴所受的重力和浮

４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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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第二项表示水滴运动过程中所受的阻力。组

合参数犆ｄ·犚犲／２４作为修正系数，仅由相对雷诺

数决定［１５］。

犆ｄ·犚犲
２４

＝１．０＋０．１９７犚犲
０．６３
＋２．６×１０

－４犚犲１．３８

（２）

犚犲＝
ρａ· 狌ａ－狌ｄ ·犇

μａ
（３）

　　式（１）为１阶常微分方程，在水滴初始速度已

知的前提下，方程的解是存在且唯一的。可采用

龙格库塔方法推进求解。

３　水滴定位方法

在采用拉格朗日法进行粒子演化计算的过程

中，需要在各时刻获取水滴所处网格单元编号，以

方便获取当地的流场信息。目前针对非结构网格

的粒子定位方法有：笛卡儿背景网格法、映射法和

邻面查找法等。然而，当网格量较大或出现严重

变形时，上述方法会花费较多的时间。本文采用

定向查找算法，在空间中以最优路径定位出水滴

颗粒所在单元。

定向查找算法的基本思路是：在明确起始点

犘狀 所处网格单元编号的前提下，连接终止点

犘狀＋１，根据连线与网格面的交叉情况，依次确定连

接线穿越的网格编号，直至终点。定向查找算法

示意图如图２所示。该方法的优势：①适用于复

杂的空间多面体网格；②粒子穿过壁面时，无需其

他特殊判定；③避免了对冗余单元的查找，有很高

图２　定向查找算法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ａｒｃ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的搜寻效率。

αｉ＝
（狉ｃ－狉ｐ）·狀
狋·狀

（４）

　　式（４）给出了针对一般平面与线段的交叉判

定公式［１６］，其中狉ｃ表示网格单元面心坐标矢量，

狀表示该面法向矢量，狉ｐ 表示当前时刻粒子的坐

标矢量，狋表示从当前时刻粒子指向下一时刻粒

子的距离矢量。通过遍历网格单元所有面，选取

α犻最小且小于１的面作为线段穿出出口。

Ｈａｓｅｌｂａｃｈｅｒ论文中采用双线性贴片模型求

解非平面交点，计算过程复杂［１７］。并且，进行出

入面判定需要遍历网格所有面元，计算效率低。

本文采用三角形平面分解法进行粒子定位计算。

如图３所示，将非平面单元三角化，分解成多

个空间面元，逐一判断线段是否与有限平面存在

交点。首先确定点犘狀 所处网格编号

狀犻犼·（狉犻－犘狀）≥０ （５）

图３　线段与非平面的交点

Ｆｉｇ．３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ｎｄ

ｎｏｎｐｌａｎａｒｆａｃｅ

　　若网格所有面元均满足式（５），则认为粒子处

于当前网格内。已知狆ｉｎｔ满足

狆ｉｎｔ＝狆狀＋α犻·狋 （６）

狆ｉｎｔ＝狉３＋狌犪１＋狏犪２ （７）

　　求解上述方程组，可以得到狌和狏的值，若狌

和狏分别满足

狌≥０

狏≥０

狌＋狏≤

烅

烄

烆 １

（８）

　　即可判断出狆ｉｎｔ在当前面元上。为了避免产

生间隙，对非平面面元在其左右两侧相邻网格单

元内的分解形式需保持统一。上述改进方法无需

遍历所有面进行交叉判定，仅需满足式（８）便可跳

出循环。表１给出了本文方法与 Ｈａｓｅｌｂａｃｈｅｒ方

法和ＬＡ（ＬｏｈｎｅｒＡｍｂｒｏｓｉａｎｏ）方法
［１８］的对比，表

中犇、犕、犃分别表示除法运算、乘法运算、加法运

算，犽表示多面体网格被三角分解后的面个数，犖ｔｃ

表示起止点穿过网格的数量。当背景网格为多面

体网格时，本文方法较另外两种方法有更高的计

算效率。

５５５２



航　空　动　力　学　报 第３５卷

表１　交叉判定运算量统计

犜犪犫犾犲１　犗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犮狅狌狀狋犳狅狉犮狉狅狊狊犼狌犱犵犿犲狀狋犪犾犵狅狉犻狋犺犿狊

方法 最小运算量 最大运算量

ＬＡ 犖ＬＡｃ （３犽犇＋２７犽犕＋５１犽犃）

Ｈａｓｅｌｂａｃｈｅｒ 犖ｔｃ［１犇＋３（犽＋１）犕＋（５犽＋２）犃］ 犖ｔｃ［（犽－１）犇＋３（２犽－１）犕＋（７犽－２）犃］

本文算法 犖ｔｃ（３犇＋１０犕＋６犃） 犖ｔｃ［３（犽－１）犇＋（１０犽－７）犕＋（９犽－４）犃］

４　水滴收集率计算方法

根据三维水滴收集率的定义：液滴在壁面与

远场处单位面积上的质量通量比值。基于流管假

设理论，可以利用流管撞击壁面前后的面积比率

等效评估壁面水滴收集率，如图４所示。

β＝犛０·ｃｏｓα／犛ｉ （９）

式中犛０ 表示流管初始空间平面面积，犛ｉ表示流

管撞击壁面围成的曲面面积，α表示来流攻角。

然而，在三维曲面面积计算和识别物面遮蔽区等

问题上，目前还未得到有效的解决。这一直是困

扰拉式方法向复杂构型拓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

文针对上述困难，设计了一种网格投影算法，用于

计算复杂曲面的面积。同时，采用笛卡儿网格自

适应加密技术，改进三维液滴撞击区间的识别

能力。

图４　三维水滴收集率计算示意图
［６］

Ｆｉｇ．４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３Ｄｗａｔｅｒｄｒｏｐｌｅ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６］

４１　壁面网格投影

三维空间中任意封闭曲面面积犃 的表达式

可以写成

犛ｓｕｒｆａｃｅ＝∫犃
犑２１＋犑

２
２＋犑槡

２
３ｄξｄη （１０）

式中犑１、犑２、犑３ 表示的是曲面微元面矢量在笛卡

儿坐标系上的投影坐标。ＣＦＤ求解器提供的网

格单元作为近似描述曲面的基本单元，可以通过

计算出撞击区域内包络的网格单元面积和来表示

撞击域面积。

计算过程共分为４步：①获取并记录壁面面

网格信息；②求解撞击曲面包络线；③壁面面单元

分类；④三角化求和计算。

本文方法的优势在于，当壁面网格邻居信息

和投影方向确定后，能够快速投影出一条确定的

分段曲线，这一过程基本不会耗费计算资源。当

撞击点个数大于等于３时，可使投影曲线封闭，进

而确定出封闭曲线内部的面单元编号。相比于二

分逼近法求面积，可以减少大量水滴轨迹的计算。

４２　液滴撞击与遮蔽区域识别方法

在远场垂直来流方向的空间平面上建立二维

笛卡儿网格，用来表征初始液滴阵列，每个网格节

点标记为一个液滴。通过初始液滴阵列的撞击情

况，进行网格自适应加密，以获取更精细的撞击区

描述能力。例如，对于四边形网格单元组成的流

管模型，当有且仅有１～３条液滴轨迹与壁面发生

碰撞，则对网格单元进行细分，将原始单元平均分

割成４份，计算新增节点处释放的液滴轨迹。

当求解多体模型或迎风面外形变化较大的构

型时，要求精确识别出壁面水滴遮蔽区。由于多

体模型内边界编号不同，液滴撞击在不同部件上

很容易识别。然而，针对同一编号的部件，辨别遮

蔽区会遇到一些困难。本文对此提出了两种判断

技巧：①大尺度模型。比如翼身组合体，当水滴分

别撞击在机头和机翼上时，此时收集率计算结果

会非常小。因此，对收集率非常小的流管模型进

行细分。②积冰冰角。仅依靠壁面收集率不易用

来区分遮蔽区，此时可以利用壁面网格单元法向

量与水滴入射速度方向向量进行判定，这一判定

方法与欧拉框架下的背风面判定条件类似。当被

投影曲线包络的面单元的法向矢量与水滴入射速

度方向点乘大于零时，认为此处可能出现遮蔽，进

行细分。

５　壁面收集率插值

文中第４节中计算得到的收集率仅存于各个

６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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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管撞击壁面后形成的撞击单元中心。需要将拉

格朗日水滴场的计算结果投影到壁面网格上，建

立起与欧拉空气流场间联系，才能进行后续的传

热分析。本文采用径向基函数插值技术实现局部

载荷插值的计算功能。

径向基函数插值的基本表达式如下：

犉（狉ｔａｒ）＝∑
狀

犻＝１

ω犻φ（狉ｔａｒ－狉犻 ） （１１）

式中狀为支撑点个数，φ（ｄ狉 ）为基函数。文献

［１９］在载荷插值和网格变形等问题中对径向基函

数进行了大量的验证，认为 Ｗｅｎｄｌａｎｄ’ｓＣ２函数

是非常适合解决此类问题的插值函数。

φ（η）＝ （１－η）
４（４η＋１） （１２）

η＝ 狉－狉犻 ／犱 （１３）

式中犱表示插值半径，当两点间距离大于插值半

径时φ（η）＝０。将基函数带入式（１１）中，根据样

本值计算出样本点的插值权重ω犻，也称作插值

系数。

犉ｓａｍｐｌｅ＝Φ·犠ｖｅｒｔｅｘ （１４）

式中犉ｓａｍｐｌｅ表示每个样本点上的收集率矩阵，Φ

表示径向基函数矩阵，犠ｖｅｒｔｅｘ表示权值系数向量。

求得ＲＢＦ插值系数后，代入式（１１）可以很容易解

得壁面网格单元各节点的收集率。

６　算例与分析

６１　三维圆柱撞击特性计算

为验证算法准确性，本节计算直径为１０．１６

ｃｍ的三维圆柱水滴收集率。自由来流速度为８０

ｍ／ｓ，空气密度为１．０９７ｋｇ／ｍ
３，远场静压为８９８６７

Ｐａ。计算结果如图５所示。

图５　三维圆柱壁面水滴收集率

Ｆｉｇ．５　Ｃｏｎｔｏｕｒｏｆ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ｃａｓｅ

图６给出了不同粒径条件下的收集率分布。

并按照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Ｄ分布原则，修正了１６．０μｍ水

滴粒径（ＭＶＤ，量符号记为犇ｍｖ）的收集率曲线，

结果如图７所示，图中横坐标犛表示到驻点的弧

长距离、纵坐标为收集率。显而易见，满足Ｌａｎｇ

ｍｕｉｒＤ分布的收集率曲线较单一粒径的计算结

果更加接近实验数据［２０］，预测的撞击极限位置与

实验结果基本吻合。

图６　不同粒径下的收集率曲线

Ｆｉｇ．６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Ｖ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图７　圆柱收集率曲线计算与实验结果对比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ｃａｓｅ

６２　三维圆球撞击特性计算

圆球直径为１５．０４ｃｍ，空气流场环境为不可

压理想气体，空气密度为１．０９７ｋｇ／ｍ
３，液态水含

量为１ｇ／ｃｍ
３，远场来流速度为７５ｍ／ｓ，静压为

９５８４０Ｐａ，分别取水滴直径为１１．５μｍ和１８．６μｍ

进行计算，并参考实验结果［２１］进行对比。

图８中给出了笛卡儿网格加密技术对水滴撞

７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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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预测圆球撞击极限

Ｆｉｇ．８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ｉｍｐａｃｔｌｉｍｉｔｏｆｓｐｈｅｒｅｃａｓｅ

击极限的预测结果。初始设置的３６００条水滴轨

迹，撞击到壁面的只剩５５３条，不能直接用来表征

最终的撞击区域。在已知撞击域边缘进行３次加

密后，边缘预测结果较左图更加光滑，收集率最小

值小于０．０５，基本能够确定为此模型的撞击极限。

图９给出了３条工况的插值结果及其与实验

的对比，从截面收集率分布的结果来看，两者有良

图９　圆球收集率计算结果

Ｆｉｇ．９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

ｔｈｅｓｐｈｅｒｅｃａｓｅ

好的一致性。

６３　某型发动机短舱算例

本节算例是一个典型的多旋成体模型，用于

验证本文方法在计算复杂三维构型算例时是否具

有良好的鲁棒性。计算工况：马赫数为０．２３，攻

角为０°，雷诺数为４．８×１０６，液态水质量为１

ｇ／ｃｍ
３，水滴直径为１６．４５μｍ和４４．５μｍ。此算

例不考虑液滴的动力学特性以及发动机吸气。

计算轨迹前，在模型前方放置一块水滴个数

为６０×６０的水滴阵列；根据初始液滴阵列的撞击

情况对其进行删减，得到一个有效的液滴释放区；

多次加密阵列后，便可识别出壁面的撞击极限。

图１０中给出了模型细分３次后的“释放水滴阵

列”和“水滴撞击位置”。可以很清晰地观察到，此

时液滴大部分撞击在短舱唇口前缘内侧和整流椎

８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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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物面识别及加密过程

Ｆｉｇ．１０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ａｎｄ

ｒｅｆ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ｅｓｈ

前部段，这与同类模型实验现象［２１］一致。

壁面水滴收集率分布云图如图１１所示，图

中横坐标犚为到转子驻点的距离。可见，发动

机整流罩的水滴收集率变化受水滴尺度影响

更加敏感，且在靠近前缘点附近，收集率曲线

斜率出现拐点。

图１１　某型发动机短舱壁面收集率计算结果

Ｆｉｇ．１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

ｔｈｅｅｎｇｉｎｅｎａｃｅｌｌｅｍｏｄｅｌ

６４　翼身组合体撞击特性计算

翼身组合体具有典型的三维流动特性，且在

机翼与机身连接处存在遮蔽区。为验证本文算法

求解此类算例的鲁棒性，本节研究了一套简化的

翼身组合模型的水滴撞击特性。计算工况如下：

马赫数为０．２３；攻角为０°；雷诺数为６．０×１０５；远

场静温为２８８．１５Ｋ；液滴直径为２０μｍ。

液滴阵列的释放范围和空间位置分别由数模

的外接盒体尺寸和来流速度方向预估得到，阵列

密度采用６０×６０的笛卡儿网格表示。图１２给出

了加密３层后的收集率分布结果。并截取了机翼

站位在１５％、３５％、５５％、７５％、９０％处的弦向收

集率分布曲线。

从图１３可以发现，受流动三维效应影响，沿

机翼展向，越靠近翼稍水滴收集率越大。对比各

截面最大收集率，翼稍比翼根处高出了近３０％。

图１４给出了翼身接合处的水滴轨迹，从图中

可以很明显地观察到在翼根处出现局部的水滴场

９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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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翼身组合体模型收集率分布

Ｆｉｇ．１２　Ｃｏｕｎｔｅｒｏｆ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

ｗｉｎｇｂｏｄｙｍｏｄｅｌ

图１３　机翼沿弦向不同站位的收集率分布

Ｆｉｇ．１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ｃｈｏｒｄ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ｗｉｎｇ

图１４　机翼机身接合处水滴轨迹

Ｆｉｇ．１４　Ｄｒｏｐｌｅｔ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ｉｎｇｂｏｄｙ

ｍｏｄｅｌｎｅａｒｂｙｔｈｅｊｏｉｎｔ

遮蔽区域。图１５分别给出了传统方法和本文方

法计算得到的“撞击网格”，图１５（ａ）为未识别遮

蔽区结果，图１５（ｂ）为识别遮蔽区后结果。本文

算法在计算收集率时，有效地避开了对遮蔽区面

积的统计，从而不会出现非物理的插值结果。这

图１５　翼身组合体模型水滴撞击网格

Ｆｉｇ．１５　Ｉｍｐ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ｍｅｓｈｏｆｔｈｅｗｉｎｇｂｏｄｙｍｏｄｅｌ

一点证明了本文采用的算法具备模拟复杂构型收

集率的能力。

７　结　论

１）本文发展的粒子定位方法在多面网格下

寻址较 Ｈａｓｅｌｂａｃｈｅｒ方法有更高的效率，减少了

轨迹计算所耗占的计算资源。

２）笛卡儿网格自适应加密技术有效地完善

了传统方法在识别撞击极限和遮蔽区存在的不

足，提高了拉格朗日方法的计算能力。同时本文

设计的网格投影算法，解决了复杂构型下的三维

收集率计算问题，并采用径向基函数插值技术，实

现了拉格朗日方法对壁面收集率的表征能力。

３）文中计算结果与实验测试数据吻合良好，

表明本文方法具备常规粒径（即粒径在１５～５０

μｍ范围内）下的数值模拟能力。同时，该方法在

发动机短舱和翼身组合体模型的水滴收集率计算

中，表现出良好的鲁棒性，满足工程应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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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ｏｎａｌｍｅｓｈｅｓ［Ｒ］．ＡＩＡＡ２００８４７２，２００８．

［１４］　赵钟，张来平，何磊，等．适用于任意网格的大规模并行

ＣＦＤ计算框架ＰＨｅｎｇＬｅｉ［Ｊ］．计算机学报，２０１９，１１（１１）：

２３６８２３８３．

ＺＨＡＯＺ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Ｌａｉｐｉｎｇ，ＨＥＬｅｉ，ｅｔａｌ．ＰＨｅｎｇＬｅ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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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２０１９，１１（１１）：２３６８

２３８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ＪＯＨＮＲ．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ｉｃｅ

ａｃｃｒｅ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１９８５，２２（６）：５０３５０８．

［１６］　ＨＡＳＥＬＢＡＣＨＥＲＡ．Ａ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ｒｏｂｕｓｔ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ｌｏ

ｃａｌｉｚ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ｕ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ｇｒｉｄ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０７，２２５（２）：２１９８２２１３．

［１７］　ＲＡＭＳＥＹＳ，ＰＯＴＴＥＲ Ｋ，ＨＡＮＳＥＮ Ｃ．Ｒａｙｂｉｌｉｎｅａｒ

ｐａｔｃｈ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Ｔｏｏｌｓ，２００４，９

（３）：４１４７．

［１８］　ＬＯＨＮＥＲ Ｒ，ＡＭＢＲＯＳＩＡＮＯ Ｊ．Ａ ｖｅｃｔｏｒｉｚｅ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ｒａｃｅｒｆｏｒｕ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ｇｒｉｄ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９９０，９１（１）：２２３１．

［１９］　ＷＡＮＧＧ．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ｐｏｉｎｔ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ｈｙｂｒｉｄｕ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ｍｅｓｈ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ｒａｄｉ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Ｊ］．ＡＩＡ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４，５３（４）：１０１６１０２５．

［２０］　ＴＯＮＧＸＬ，ＬＵＫＥＡ．Ｅｕｌｅｒｉａ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ｉｃｉｎｇｃｏｌｌｅｃ

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ｕｓｉｎｇａ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Ｒ］．

ＡＩＡＡ２００５１２４６，２００５．

［２１］　ＢＩＤＷＥＬＬＣ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ｉｃｅａｃｃｒｅｔｉｏｎｃａｌ

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ａｓｐｈｅｒｅ，ａｓｗｅｐｔＭＳ（１）３１７ｗｉｎｇ，ａｓｗｅｐｔ

ＮＡＣＡ００１２ｗｉｎｇｔｉｐ，ａｎａｘｉ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ｉｎｌｅｔａｎｄａＢｏｅｉｎｇ

７３７３００［Ｒ］．ＡＩＡＡ９５０７５５１９９５．

（编辑：李岩梅、王碧臖）

１６５２



第３５卷 第１２期

２０２０年 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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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Ｎｏ．１２


Ｄｅｃ．２０２０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０５５（２０２０）１２２５６２１１　　　　　　　　犱狅犻：１０．１３２２４／ｊ．ｃｎｋｉ．ｊａｓｐ．２０２０．１２．０１０

采用二维贝叶斯方法求解旋转盘腔

导热反问题

杨　阳１，曹　楠１，陈　航１，罗　翔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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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压气机旋转盘腔换热特性，实现准确求解转盘表面传热系数，引入二维贝叶斯方法，此

方法采用先验分布优化测温误差，并且更加符合转盘的二维特性。通过加入噪声的模拟数据验证方法的可行

性，结果表明无测温误差时方法的平均误差是３．２％，有测温误差时方法的平均误差是１０．６％，并分析了误差

来源。通过与已有实验结果对比，发现方法更适用于计算转盘迎风面与背风面传热差异较大时的表面传热系

数，平均相对误差为９．６％，满足实际工程精度的要求。通过改变盘面温度测点数量，发现测点增加会提升计

算精度，并采用统计抽样理论分析原因，发现在可接受误差为１０％时，所需要的测点数量比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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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２２０６，Ｃｈｉｎａ；

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２２０６，Ｃｈｉｎａ；

３．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２２０６，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ｄｉｓｃ

ｃａｖｉｔｙ，ａｎ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ｎ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ｄｉｓｃ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ａｔｗｏ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Ｕｓｉｎｇｐｒｉｏ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ｔｅｍｐｅｒａ

ｔｕ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ｅｒｒｏｒ，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ａｇｒｅｅｄｗｅｌｌ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ｄｉｓｃ．Ｕｓｉｎｇ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ｗｉｔｈｎｏｉｓｅｔｏｖｅｒｉｆｙｔｈｅ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ｅｒｒｏｒ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ｅｒｒｏｒｗａｓ３．２％ａｎｄｔｈｅａｖ

ｅｒａｇｅｅｒｒｏｒｗｉｔ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ｅｒｒｏｒｗａｓ１０．６％．Ｔｈｅｅｒｒｏｒｓｏｕｒｃｅ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ｏｏ．Ｂ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ｗｉｔｈ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

ｍｏｒｅ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ｗｈｅｎｔｈｅｗｉｎｄｗａｒｄａｎｄｌｅｅｗａｒ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ｈａｄａｌａｒｇ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ｗａｓ９．６％，ｍｅ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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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ａｃｔｕ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Ｂｙ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ｅａｓ

ｕｒｅｍｅｎｔｐｏｉｎｔｓｏｎｄｉｓｃ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ｔ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ｐｏｉｎｔｓｃｏｕｌ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Ｉｔ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ｗｈｅｎｔｈｅ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ｅｒｒｏｒｗａｓ１０％，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ｅａｓｕｒ

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ｗａｓ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ｉｎｖｅｒｓｅｈｅａｔ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ｕｒｆａｃｅ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ｄｉｓｃｃａｖｉｔｙ；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在航空发动机的二次空气系统中，冷却气体

通常从前级压气机适当的位置引出并对涡轮盘与

叶片等热端部件进行冷却以及封严。在流动过程

中会经过高压压气机各级旋转腔，部分气体会流

入腔中并与转盘与盘罩发生换热，因此压气机旋

转腔内换热会直接影响整个空气系统的冷却效

果。为了更准确地得到转盘及腔内（简称盘腔）的

温度和热应力等物理量的分布以及对盘腔以及发

动机进行更合理的冷却设计，对压气机旋转盘腔

的换热特性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其中盘面的努

塞尔数（表面传热系数）是换热特性中最重要的研

究参数之一［１５］。

关于通过测量盘面温度从而获得盘面表面传

热系数的研究开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目前主要

采用的测量与计算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两类：第一

类方法是直接求解导热微分方程。Ｏｗｅｎ、Ｆａｒ

ｔｈｉｎｇ、蔡旭等
［６８］对湍流状态下的下游加热盘进

行了换热特性的实验研究。在实验中，使用加热

丝对转盘进行加热并使用热电偶测量转盘面温

度，通过直接求解导热微分方程计算热流从而得

到表面传热系数，该方法使用简便，同时最符合物

理意义，但是它忽视了不适定性的影响，因为热流

是温度的一阶导数，温度测量误差在反问题计算

过程中会被放大［９］。此外，Ｏｗｅｎ等
［１０１１］通过推

导二维形式导热微分方程，得出理论形式上的直

接求解算法，不过这个算法局限于转盘温度关于

中心对称，也就是说迎风面和背风面温度相同。

第二类方法是迭代求解法，其主要思路是将

被测温度作为目标函数，迭代计算表面传热系数

使相应的温度场最接近被测温度，研究方向集中

在迭代计算的算法改进上。端维伟、Ｃｕ等
［１２１３］对

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Ｍａｒｑｕａｒｄ算法（ＬＭ 方法）进行了一

定的改进，采用复变量矩阵作为灵敏度矩阵，但是

以被测温度作为目标函数就难以避免测温误差，

实际工程中转盘高速旋转，测温误差较大。Ｔａｎｇ

等［１４］提出运用贝叶斯统计对反问题求解，贝叶斯

统计与经典热传导反问题方法（ＬＭ 方法）相比，

在迭代中增加了先验分布项，有助于平滑测温误

差，较好地解决了不适定性的影响［１５］。

但是Ｔａｎｇ等
［１４］将盘腔模型简化为一维模

型，此时转盘被视作一个环形肋片，只考虑径向温

度分布。在真实情况中，虽然转盘由于其厚度较

薄，迎风面和背风面的温度差异较小，但是转盘两

侧流场结构一定有极大的区别。根据以往的研究

表明迎风面受冷气冲击影响比较强烈，而背风面

是由已经冷却过迎风面的冷气来冷却，热流大小以

及表面传热系数必然不一样［４，６］。因此将转盘简化

为一维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无法准确地研究转盘

的换热特性。针对上述研究的缺陷，本文在一维贝

叶斯方法的基础上，将原一维环形肋片问题拓展为

二维圆盘问题，增加了轴向上的温度差异，探究二

维贝叶斯方法计算表面传热系数的可行性。

１　物理模型与算法介绍

图１　高压压气机盘腔模型示意图
［１４］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ｄｉｓｃｃａｖｉｔｙｍｏｄｅｌ
［１４］

１１　物理模型与正问题求解

典型的航空发动机高压压气机盘腔模型的径

向轴向二维截面如图１所示。实际中转盘的壁厚

３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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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薄，同时转速极高，所以可简化为周向温度分布

均匀，因此只需要研究柱坐标系下径向轴向（狉狕）

二维截面的传热规律即可［１６１７］。本文取图１中转

盘（ｄｉｓｃ）部分为研究对象，为了便于研究，将转盘

简化为等厚度的模型，即忽略下方榫头（ｃｏｂ）结构。

简化后模型如图 ２ 所示，对于圆盘区域

（０．１ｍ≤狉≤０．３５ｍ，０ｍ≤狕≤０．０５ｍ）内的柱坐标

系下的无源项、稳态导热问题，其控制方程为

１

狉
·
狉
狉κ
犜

（ ）狉 ＋


狕
κ
犜

（ ）狕 ＝０ （１）

　　选用边界条件为

Ｂ１：　－κ
犜

狕
＝犺ｌ（犜－犜ｆｌｕｉｄ），狕＝０ｍ （２）

Ｂ２：　－κ
犜

狕
＝犺ｒ（犜－犜ｆｌｕｉｄ），狕＝０．０５ｍ

（３）

Ｂ３：　犜＝犳（狕），狉＝０．１ｍ （４）

Ｂ４：　犜＝犳（狕），狉＝０．３５ｍ （５）

式中κ为导热系数；犜为转盘表面温度；犜ｆｌｕｉｄ为环

境温度；犺ｌ、犺ｒ分别为迎风面Ｂ１、背风面Ｂ２（下文

简称左侧、右侧）上的表面传热系数；犳（狕）为边界

Ｂ３、Ｂ４上的温度分布。

图２　简化后模型（单位：ｍ）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ｍｏｄｅｌ（ｕｎｉｔ：ｍ）

利用有限差分法将圆盘区域离散为 犕×犖

个网格，离散后式（１）变为

犜犿＋１，狀－２犜犿，狀＋犜犿－１，狀

Δ狉
２ ＋

１

狉
·

犜犿＋１，狀－犜犿－１，狀
２Δ狉

＋
犜犿，狀＋１－２犜犿，狀＋犜犿，狀－１

Δ狕
２ ＝０

（６）

　　在定解条件也就是边界条件确定情况下求解

式（６），可以得到各节点处的温度犜犿，狀（犿＝１，

２，…，犕；狀＝１，２，…，犖），这个过程即是正问题

求解。

１２　反问题求解与贝叶斯方法

热传导反问题（ｉｎｖｅｒｓｅｈｅａｔ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
［１８］是指根据测量数据反推边界条件或物理参

数，本文中的反问题指已知左右盘面的温度分布和

上下盘面的边界条件，反推左右盘面的表面传热系

数。前人所研究的传统热传导反问题（ＬＭ 方

法）［１２１３］步骤如图３所示，其中残差犛（犺１，犺２，…，

犺犖）＝
１

犕∑
犕

１

［犜ｍｅａｓｕｒｅ犿 －犜犿（犺１，犺２，…，犺犖）］槡
２，收

敛条件为犛≤１０
－４。

图３　采用ＬＭ方法的反问题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ｉｎｖｅｒｓ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ｕｓｉｎｇ

ＬＭｍｅｔｈｏｄ

实际情况中盘面导热、盘面向冷却气体传热

以及气体对流换热同时发生且相互影响，构成一

个不适定的强共轭问题［１７］，并且热流是温度的导

数，导致所测温度误差会极大地影响所推导表面

传热系数的准确性。而ＬＭ 方法并未对测温误

差作处理，会导致较大的计算误差［１９］。

为了解决此问题和减小测温误差影响，本文

采用贝叶斯方法解决此问题，它的基本原理是将

未知参数（表面传热系数犺）的先验信息和由样本

信息（通过热电偶所测的温度值）所导出的似然函

数相结合，从而得出后验分布函数，然后根据后验

概率去推断未知参数。因为采用先验分布辅助方

法计算而不是只对所测实验温度进行迭代逼近，

贝叶斯统计可以平滑所测温度误差的影响，较好

解决不适定性［２０２１］。由图４可知，其相比于ＬＭ

方法的主要改变就是加入了先验分布。其中残差

４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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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１ 与图３中犛属于同一类型，对应式（１０）中的

ｅｘｐ －
∑
犕

狀＝２

［Θ狀－θ（犺）狀］
Ｔ［Θ犿 －θ（犺）犿］

２ε
烅
烄

烆
烍
烌

烎２

，式中Θ

为温度测量值，θ为过余温度，ε为温度误差；犛２对

应式（１０）中的ｅｘｐ －
１

２
犺Ｔ犆－１（ ）犺 。

图４　采用贝叶斯方法的反问题流程图

Ｆｉｇ．４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ｉｎｖｅｒｓ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ｕｓｉｎｇ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ｅｔｈｏｄ

　　下面简单介绍贝叶斯方法有关公式的推导，

其中加粗黑体代表具有方向性的矢量（二维性），

采用过余温度θ代替犜，根据条件概率公式（式

（７））可以根据先验分布犘（犺）和似然函数犘（θ｜犺）

求解后验分布犘（犺｜θ）。

先验分布犘（犺）相当于对犺的猜测，根据已有

理论基础采用 Ｍａｔｅｒｎ类协方差多维正态分

布［２２２３］，其广泛用于空间统计，可以确定协方差

矩阵犆中的参数狇＝２，犚为转盘外径，表达式如

式（８）、式（９）：似然函数犘（θ｜犺）如式（１０）所示是

指在给定犺条件下温度θ的概率密度分布
［２４］，理

想情况下已知犺，通过导热微分方程求解可以得

到相应的真实值θ，但是因为存在测温误差，测量

值Θ很可能不等于真实值，而是围绕真实值上下

波动，但反问题还是以测量值Θ为基准进行计算

的。其中θ（犺）表示以表面传热系数为自变量，通

过微分方程求出来的温度场。

经过上面的分析，已经得到了 犘（犺）和

犘θ（ ）犺 ，根据式（７）～式（１０），可以得到式（１１）

犘 犺（ ）θ ，式中σ
２ 为方差，Ｋ为第二类修正贝塞尔

函数，Γ（狇）为ｇａｍｍａ函数。当后验分布犘（犺｜θ）

取最大值（最大后验概率分布）时，对应的犺就是

贝叶斯方法所求解出来的犺。

犘（犺θ）∝犘（犺）·犘（θ犺） （７）

犘（犺）＝
１

（２π）
（犖＋１）
２ 犆

１
２

ｅｘｐ －
１

２
犺Ｔ犆－１（ ）犺 （８）

犆（狓犿，狓狀）＝
σ
２

２狇－１Γ（狇）
狓犿－狓狀（ ）犔

狇

Ｋ
狓狀－狓犿（ ）犔

（９）

犘（θ犺）＝
１

（２πε
２）犕／２

ｅｘｐ －

犕

狀＝２

［Θ狀－θ（犺）狀］
Ｔ［Θ狀－θ（犺）狀］

２ε
烅
烄

烆
烍
烌

烎２

（１０）

犘（犺θ）＝
１

（２π）
（犖＋１）
２ 犆

１
２

ｅｘｐ －
１

２
犺Ｔ犆－１（ ）犺· １

（２πε
２）犕／２

ｅｘｐ －
∑
犕

狀＝２

［Θ狀－θ（犺）狀］
Ｔ［Θ狀－θ（犺）狀］

２ε
烅
烄

烆
烍
烌

烎２

（１１）

２　结果及分析

２１　计算工况简介

本文设置了两组计算工况，第一组工况采用

人为设定的模拟数据进行计算和验证，同时与

ＬＭ方法计算结果对比，计算模型如图２所示，狕

方向节点数为５，狉方向节点数为３５，流体温度为

２８８Ｋ，边界条件分别为

Ｂ１：　－κ
犜

狕
＝犺ｌ（犜－犜ｆｌｕｉｄ）

犺ｌ＝２００（狉／犚）
３ （１２）

Ｂ２：　－κ
犜

狕
＝犺ｒ（犜－犜ｆｌｕｉｄ）

犺ｒ＝３００（狉／犚）
２ （１３）

Ｂ３：　犜＝３００Ｋ （１４）

Ｂ４：　犜＝４００犓 （１５）

　　通过正问题有限差分法计算的左右侧（Ｂ１，

Ｂ２）温度曲线和温度云图（图５、图６），将计算出

５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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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左右侧温度和作为边界条件的上下侧温度代入

反问题中计算，图中狉／犚为无量纲径向距离。

因为实际工程中热电偶测量温度会有一定误

差，给Ｂ１和Ｂ２的温度加上误差ε，视其为模拟的

实验温度。此处温度误差ε为均值为０，标准差

图５　正问题计算出的Ｂ１、Ｂ２温度

Ｆｉｇ．５　Ｂ１ａｎｄＢ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ｒｏｂｌｅｍ

图６　正问题计算出的温度云图

Ｆｉｇ．６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ｌｏｕ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ｒｏｂｌｅｍ

为０．３的正态分布随机数，因为大部分实验研究

中的测温误差大约是０．３Ｋ，也就是标准差为

０．３
［９］，那么加上误差后的左右侧温度为犜＋ε。

第二组工况采用 Ａｔｋｉｎｓ
［２５］的实验数据第

３ａ、３ｂ组，因为能与一维贝叶斯方法的结果进行

对比［１４］，实验装置见图７，ｍ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ｍｏｃｏｕｐｌｅ就

是温度测点。本文忽略下方榫头和上方盘罩的温

度测点，只研究迎风面和背风面的温度测点，实验

数据如图８所示。

２２　数值模拟数据计算结果及分析

图９、图１０为采用文中第２．１节数值计算工

况的计算结果。图中“Ｂａｙｅｓｉａｎ”指不加入测温误

差时二维贝叶斯方法的计算结果，“Ｔｒｕｅ”指初始

设定的表面传热系数，视作真实值。可以看出计

算结果与真实值非常接近，因为低半径处表面传

热系数接近于零，采用平均绝对误差除以表面传

热系数平均值作为相对误差，Ｂ１和Ｂ２的平均相

对误差为３．２％。

图９、图１０中的“ＬＭ”为ＬＭ 方法的计算结

果，其平均误差为２７．８％。ＬＭ 方法计算步骤如

图３所示，第狆＋１次犽位置处的迭代计算犺狆
＋１
犽 ＝

犺狆犽＋δ
狆，δ狆 是迭代步长，公式如下，其中犑表示雅

可比矩阵，μ是阻尼因子，ｄｉａｇ表示矩阵对角线元

素，犜表示测量温度：

δ狆 ＝
犑Ｔ 犜

犻 －犜犻（狆［ ］）

犑Ｔ犑＋μｄｉａｇ（犑
Ｔ犑［ ］）

（１６）

　　图９、图１０中“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ｗｉｔｈ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指在

加入测温误差时二维贝叶斯方法的计算结果，此

时Ｂ１和Ｂ２的平均相对误差为１０．６％。计算结

果在低半径处较好地符合真实值，在高半径处偏

差较大，这是因为真实犺值在高半径处上升较快，

相应的温度测量误差导致犺值误差也会较大。

此外，加入误差后ＬＭ 方法结果在高半径和

低半径处与真实的表面传热系数相差很大，这是

热传导反问题的不适定性造成的。热流是温度的

导数，微小的测温误差会极大影响求导结果，导致

计算结果误差很大。对比说明贝叶斯方法可以较

好解决热传导反问题中的不适定性问题。

为了定量分析传热误差ξ＝犺ｔｒｕｅ－犺ｃｏｍｐｕｔｅ，对

式（１１）求对数，此处采用犜代替过余温度θ，并且

忽略与犺无关的项，可以得到

犉（犺Τ）＝－
１

２
犺Ｔ犆－１犺－

［Τ－犜（犺）］
Ｔ［Τ－犜（犺）］

２ε
２

（１７）

６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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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实验装置示意图
［２５］（单位：ｍｍ）

Ｆｉｇ．７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２５］（ｕｎｉｔ：ｍｍ）

图８　文献［２５］的实验数据

Ｆｉｇ．８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Ｒｅｆ．［２５］

图９　Ｂ１计算结果

Ｆｉｇ．９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Ｂ１

图１０　Ｂ２计算结果

Ｆｉｇ．１０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Ｂ２

　　对于－
１

２
犺Ｔ犆－１犺，它代表图４中残差项犛２，

其中犆是文中第１．２节中先验分布的协方差矩

阵，也就是式（９）中的犆。

对于
［Τ－犜（犺）］

Ｔ［Τ－犜（犺）］

２ε
２

，它代表图４中

残差项犛１，运用雅可比矩阵来分析它。雅可比矩

阵定义见式（１８）、式（１９），犐行犑 列的雅克比矩阵

犑犐，犑中，第犻行第犼列的元素代表犻处的温度变量

犜关于犼处的表面传热系数犺的一阶偏导数，采用

中心差分近似求导数。计算出来的雅克比矩阵的

大小是３５×３５，为了方便分析，只取６×６的矩阵。

如果只考虑误差影响，误差项ξ可认为是正

比于式（１７）的等号右边项，见式（２０）。对于

７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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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２
犺Ｔ犆－１犺忽略犺Ｔ 和犺，并且用雅可比矩阵犑

代替Τ－犜（犺），再将负数转化为倒数
［１４］，式（２０）

右端变为式（２１），此时 犆－１＋
犑Ｔ犑

ε（ ）２

－１

就代表贝叶

斯方法中的误差分布，见表１。

犑Ｔ（犺）＝

犜
Ｔ
１

犎１

犜
Ｔ
１

犎２
… 犜

Ｔ
１

犎犑

犜
Ｔ
２

犎１

犜
Ｔ
２

犎２
… 犜

Ｔ
２

犎犑

   

犜
Ｔ
犐

犎１

犜
Ｔ
犐

犎２
… 犜

Ｔ
犐

犎

熿

燀

燄

燅犑

（１８）

犑犻，犼 ＝
犜犻

犺犼
＝
犜（犺犻＋１）－犜（犺犻－１）

犺犼＋１－犺犼－１
（１９）

ξ∝－
１

２
犆－１－

犑Ｔ犑

２ε
２

（２０）

－
１

２
犆－１－

犑Ｔ犑

２ε
２ ∝ 犆－１＋

犑Ｔ犑

ε（ ）２

－１

（２１）

　　表１中犐行和犑列分布代表一维情况下的空

间坐标，第犻行第犼列的元素近似于代表犼处的

表面传热系数犺关于犻处的测温误差ε的导数。

从表１可以看到对角线上的元素最大，这因为在

某个位置的表面传热系数计算结果会最大程度地

受到同一位置的测温误差的影响，这是符合物理

原理的。然后在对角线上头尾（犻＝１，犼＝１以及

犻＝６，犼＝６）处值最大，表明低半径和高半径处表

面传热系数受到测温误差的影响最大，所以在同

样的测温误差情况下，低半径和高半径处的表面

传热系数计算结果更偏离真实值，这与图（９）、图

（１０）是对应的。

类比地分析ＬＭ 方法的误差，此方法中只包

含残差项犛１＝
［Τ－犜（犺）］

Ｔ［Τ－犜（犺）］

２ε
２

，相应的

ξ∝
犑Ｔ犑

ε（ ）２

－１

，计算结果见表２。可以看出ＬＭ 方

法的对角线上的误差量级明显比贝叶斯方法大，

这是因为贝叶斯方法引入了先验分布平滑了误差

项。同时ＬＭ方法的误差也是对角线上最大，然

后在对角线上头尾（犻＝１，犼＝１以及犻＝６，犼＝６）处

值最大，这也与图（９）、图（１０）是对应的。

表１　贝叶斯法误差分布矩阵

犜犪犫犾犲１　犈狉狉狅狉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犿犪狋狉犻狓犫狔犅犪狔犲狊犻犪狀犿犲狋犺狅犱

犻 犼＝１ 犼＝２ 犼＝３ 犼＝４ 犼＝５ 犼＝６

１ １．６×１０－６ －２×１０－７ －３．６×１０－７ １．５×１０－７ －３．９×１０－８ －２．８×１０－９

２ －２×１０－７ ６．７×１０－７ －１．１×１０－７ －９．９×１０－９ ７．９×１０－９ ６．２×１０－１０

３ －３．６×１０－７ －１．１×１０－７ ３．５×１０－７ －８．６×１０－８ ７．２×１０－９ －９．１×１０－１１

４ １．５×１０－７ －９．９×１０－９ －８．６×１０－８ ２．３×１０－７ －６．８×１０－８ －２．５×１０－９

５ －３．９×１０－８ ７．９×１０－９ ７．２×１０－９ －６．８×１０－８ １．７×１０－６ １．３×１０－８

６ －２．８×１０－９ ６．２×１０－１０ －９．１×１０－１１ －２．５×１０－９ １．３×１０－８ ２．４×１０－５

表２　犔犕方法误差分布矩阵

犜犪犫犾犲２　犈狉狉狅狉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犿犪狋狉犻狓犫狔犔犕犿犲狋犺狅犱

犻 犼＝１ 犼＝２ 犼＝３ 犼＝４ 犼＝５ 犼＝６

１ ０．００２ ４．５×１０－８ １．９×１０－９ ５．８×１０－１１ １．５×１０－１２ ４．２×１０－１４

２ ４．５×１０－８ ７．３×１０－５ ２．７×１０－８ １．２×１０－９ ３．５×１０－１１ ４．３×１０－１４

３ １．９×１０－９ ２．７×１０－８ ３．５×１０－５ １．５×１０－８ ６．４×１０－１０ ４．９×１０－１３

４ ５．８×１０－１１ １．２×１０－９ １．５×１０－８ １．３×１０－４ ８．６×１０－９ １．１×１０－１１

５ １．５×１０－１２ ３．５×１０－１１ ６．４×１０－１０ ８．６×１０－９ ２×１０－４ ２．３×１０－１０

６ ４．２×１０－１４ ４．３×１０－１４ ４．９×１０－１３ １．１×１０－１１ ２．３×１０－１０ ０．００４

２３　实验数据计算结果及分析

一维贝叶斯方法计算结果见图１１，它是将迎

风面和背风面的温度值进行算术平均处理，用平

均温度作为测点温度进行计算，从而简化为一维

温度场问题。其中犖狌是代表表面传热系数犺的

无量纲参数：

８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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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狌＝
犺狉

κ
（２２）

　　采用图１１中同样的数据和设定条件，用二维

贝叶斯方法计算，将结果中的迎风面与背风面的

努塞尔数进行算术平均，结果见图１２。与图１１

中文献［１４］中所用一维贝叶斯方法相对比，二维

贝叶斯方法的结果偏大，这可能是因为二维情况

误差更多，但总体比较符合，在左右侧盘面差距较

大的情况下，二维贝叶斯方法可以有效地分别测

量上游和下游的表面传热系数。

图１１　文献［１４］中采用一维贝叶斯方法的计算结果

Ｆｉｇ．１１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ｕｓｉｎｇ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ｉｏｎａｌ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Ｒｅｆ．［１４］

图１２　二维贝叶斯方法计算结果

Ｆｉｇ．１２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ａｎｌ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ｅｔｈｏｄ

为了量化分析二维贝叶斯方法和一维贝叶斯

方法的区别，设计如式（２３）～式（２６）工况，其中左

侧Ｂ１是对流换热边界条件，右侧Ｂ２是绝热边界

条件，以便于分析两个侧面换热条件差别很大时

二维方法结果。

Ｂ１：　－κ
犜

狕
＝犺ｌ（犜－犜ｆｌｕｉｄ）

犺ｌ＝２００（狉／犚）
３ （２３）

Ｂ２：　κ
犜

狕
＝０ （２４）

Ｂ３：　犜＝３００Ｋ （２５）

Ｂ４：　犜＝４００Ｋ （２６）

　　二维贝叶斯方法计算结果见图１３，在计算

Ｂ１和Ｂ２都有计算结果偏大的现象，这是因为方

法无法精确计算热流为零的情况，必然会偏向于

有微小的热流，而壁面温度比流体温度高，表面传

热系数也肯定是正数，所以Ｂ２处表面传热系数结

果会是微小的正数而不是零，而另一侧的表面传热

系数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但是总体来说计算结

果尚可，相比于一维贝叶斯方法，可见二维贝叶斯

方法更适合于计算两侧盘面热流差别较大的情况。

因为表面传热系数在低半径处极小，采用绝

对误差分析，见图１４，Δ犺为表面传热系数绝对误

差，其平均绝对误差为９．８Ｗ／（ｍ２·Ｋ），如果除

以Ｂ１处平均表面传热系数可得平均相对误差

９．８％，符合工程中对表面传热系数计算精度的

要求［９］。

图１３　二维贝叶斯法计算结果（采用模拟工况）

Ｆｉｇ．１３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ｕｓｉｎｇ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图１４　绝对误差

Ｆｉｇ．１４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ｅｒｒｏｒ

９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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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温度测点数量的影响

不同于数值模拟，实验研究中温度测点数量

有限。为了分析温度测点数量（犖ｍ）的影响，采用

文中第２．１节中数值模拟的工况，将Ｂ１测点数

量设置成５、１５、２５、３５、４５，其他条件不变，进行

计算。

由图１５可知，随着测点数量增加，计算结果

逐渐趋向于真实值，２５个点已经足够接近真实

值，和３５个点的结果相差无几，再增加测点数量

对结果改善并不大。可以引入数值计算中网格无

关解进行分析，一般来说网格越密，结果越接近于

真实值，计算结果之间的差别也会越来越小。

为了符合实际工程中的测温误差，加入误差

后再分析测点数量的影响，由图１６可以看出加入

图１５　无测温误差时采用不同测点数量反求Ｂ１

表面传热系数

Ｆｉｇ．１５　Ｒｅｖｅｒｓ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１ｓｕｒｆａｃｅ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ｅｒｒｏｒ

图１６　有测温误差时采用不同测点数量反求Ｂ１

表面传热系数

Ｆｉｇ．１６　Ｒｅｖｅｒｓ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１ｓｕｒｆａｃｅ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ｅｒｒｏｒ

误差后，测点数量偏少时（５和１５的情况）与真实

值偏差很大，而测点数量增加后（２５、３５和４５的

情况），虽然还是有相对于真实值的上下波动，但

总体来说可以近似于真实值。这说明随着测点数

量的增加，测温误差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减小，计算

精度增加。

为了分析加入误差后测点数量的影响，因为

贝叶斯方法属于统计学，引入统计学中关于统计

抽样的知识。统计抽样是指同时具备下列特征的

抽样方法［２６］：①随机选取样本；②运用概率论评

价样本结果。本文中测温热电偶不可避免地存在

误差，可以近似为均值为真实值的正态分布，所以

每次测量温度可近似为一次抽样得到的温度，因

此满足特征一；之后采用贝叶斯方法进行处理，满

足特征二。对于统计抽样存在样本容量［２７］，公式

如下：

狀＝
犣２σ

２

犈２
（２７）

其中犣２ 为误差的置信水平，根据标准正态分布

表［２８］可以得到不同置信度的犣；σ
２ 为方差，也就

是样本间的离散程度，本文中所加入的误差的标

准差为０．３，方差为０．０９；犈 为可接受的抽样误

差，犈越小，需要的样本容量越大，此处犈分别取

５％、１０％、１５％，计算结果见表３，此时样本容量

就是满足置信度并且在可接受的抽样误差之内的

所需要的测点数量。犈＝１０％时，测点数量既符

合工程中对表面传热系数计算精度的要求［９］，也

不会数量太多，导致在实验中无法做到［９］。

表３　样本容量计算结果

犜犪犫犾犲３　犆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狅犳狊犪犿狆犾犲狊犻狕犲

置信度 犣

样本容量

犈＝５％ 犈＝１０％ 犈＝１５％

０．８０ １．２８ ５９ １５ ７

０．８５ １．４４ ７５ １７ ８

０．９０ １．６５ ９８ ２５ １１

０．９５ １．９６ １３８ ３５ １５

３　结　论

本文通过二维贝叶斯方法研究柱坐标系下的

二维稳态导热反问题，以求解盘面表面传热系数，

首先采用模拟数据验证此方法的可行性。没有测

温误差时，计算结果与真实值非常接近，平均相对

误差是３．２％；有测温误差时，计算结果与真实值

０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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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接近，平均相对误差是１０．６％。与ＬＭ 方法

对比证明了此方法可以较好地消除反问题的不适

定性，并且分析了误差的来源和在空间位置的

分布。

之后采用实际实验数据进行验证，二维贝叶

斯方法的平均结果与论文中一维贝叶斯方法基本

一致，而且相比于一维贝叶斯计算方法，它可以分

别算出左右侧盘面表面传热系数，并且采用侧面

换热边界条件差别很大的模拟工况进行测试。最

后讨论了温度测点数量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发现

随着测点数量增加，测温误差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减小，通过样本容量来解释这个问题，发现在犈＝

１０％时，测点数量符合实际要求。

本文的计算方法是由贝叶斯一维方法所推广

而来，它的优势在于左右两侧盘面温差较大或者

换热差异较大时，可以计算得到更加准确的两侧

表面传热系数，所以更加适用于实际的压气机和

涡轮盘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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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状态边界层速度场及温度场特性实验

李刚夫１，李海旺２，由儒全２，夏双枝３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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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１００１９１；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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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中国保利集团新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北京１０００８８）

摘　　　要：针对涡轮转子叶片内冷技术，使用ＴＲＰＩＶ（ｔｉｍｅｒｅｓｏｌｖｅ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ｍａｇｅｖｅｌｏｃｉｍｅｔｒｙ）技术与热

线技术同步原位测量了壁面加热条件下旋转通道内边界层速度场和温度场特性。结果显示：旋转数大于

０．４８时前缘面附近出现了回流现象，并从受力分析的角度给出了解释；回流区一般出现于流场下游、较大密

度比、较高旋转数下，可以利用回流区的影响达到增强前缘面换热的目的；得到了旋转条件下无量纲温度型、

温度脉动量和努塞尔数的变化规律，可以看出湍流边界层内部的温度场分布在旋转效应的影响下产生了强

烈的不对称性，与静止条件下的标准规律相比会产生一定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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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促进航空发动机性能的提升，科研工作

者致力于提高涡轮进口前燃气温度，以此实现提

高航空发动机推质比和热效率的目标［１］。工作过

程中的涡轮叶片需要承受超过２０００Ｋ的高温燃

气环境、超过数吨的离心载荷、高温度梯度等。目

前，没有任何一种单一材料能够完全满足使用要

求，需要开发更加先进的材料以及发展更加先进

的冷却技术［２］。涡轮叶片承受高温能力的提升有

６０％来自于涡轮叶片冷却技术的贡献，冷却技术

又被誉为“航空发动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涡轮

叶片内部冷却技术是涡轮叶片冷却技术的一个重

要分支，主要采用压气机出口或者中间级引出的

高压空气作为冷却介质，经过涡轮叶片内冷通道

之后，汇入主流燃气。由于涡轮叶片工作环境十

分复杂，为了确保利用有限的冷气实现全方位防

护，需要精细化认识内冷通道中冷却空气的传热

与流动规律，多年以来国内外学者在这方面已经

开展了广泛的基础研究［３］。具体有旋转通道发展

中的湍流边界层特征［４］，旋转通道中完全发展的

湍流边界层特征［５］，旋转通道中的二次流特征［６］，

通道几何特征影响［７］，旋转通道内的局部传热实验

研究［８１０］，热边界条件对流动与换热的影响等［１１］。

受限于旋转情况下流动测试技术难度大，目

前大部分研究都只关注于旋转通道内整体传热特

性，导致对于传热特性变化的机理揭示不足。这主

要是缺乏旋转通道内、尤其是通道内近壁面处边界

层内流动信息的测量。另外传统换热实验往往只

能获得宏观换热量，无法获得边界层内温度分布。

以上不足限制了涡轮叶片冷却结构精细化设

计，也影响了航空发动机性能提升。因此，本研究

依托 ＴＲＰＩＶ（ｔｉｍｅｒｅｓｏｌｖｅ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ｍａｇｅｖｅ

ｌｏｃｉｍｅｔｒｙ）技术和热线技术，克服旋转条件下动静

转换、信号传输、传感器影响流场等测试技术的难

题、为获得旋转通道内尤其是近壁面处精细化流

场信息提供了可能。本文旨在介绍这两种技术在

研究旋转通道内部流动与换热细节方面的实验技

术优势和具体实现方式，并依托实验技术获得大

量的旋转状态边界层速度和温度分布信息的同

时，对实验得出的结果与现象进行分析，从机理层

面进行解释，揭示了旋转引起温度与速度分布变

化的规律和机理。

１　实验原理与方法

１１　犜犚犘犐犞测量速度分布

ＰＩＶ（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ｍａｇｅｖｅｌｏｃｉｍｅｔｒｙ）利用相机拍摄

被激光照亮的示踪粒子，是一种瞬态、多点、无接触

式的流体测速方法。其显著优势是超出了单点测

速技术的局限性，比如ＣＴＡ（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ｅｍｏｍｅｔｅｒｓ）、ＬＤＶ（ｌａｓｅ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ｖｅｌｏｃｉｍｅｔｒｙ）等，

能在同一瞬态记录下大量空间点上的速度分布信

息。本研究需要采用ＰＩＶ技术测量旋转通道内

的流场，目前一般采用两种ＰＩＶ布置方式：一种

是将ＰＩＶ系统置于静止端，利用锁定相位触发技

术实现静止ＰＩＶ系统测量旋转通道内的流场
［１２］，

另一种是将ＰＩＶ系统整体置于旋转端
［１３］。第一

种布置方式下直接测量的是绝对速度，为了得到

准确的相对速度，需要锁定相位触发和转速控制

的准确性。本研究为了避免锁相拍摄过程中的误

差采用第二种方式，即ＴＲＰＩＶ，如图１。

为此需要将一般的大型ＰＩＶ激光模块换成

集成化半导体连续激光模块，并将其固定在旋转

端，其主要由电源部件、激光发射器部件以及片状

光转换器部件组成，采用整体风冷。由于激光是

连续的，不需要考虑激光与拍摄快门的同步问题，

可以满足高频率的连续拍摄需求，能更好地反映

４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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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ＰＩＶ测试技术实物图

Ｆｉｇ．１　ＰＩＶｔｅｓ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ａｐ

流场信息。

１２　平行双丝热线测量温度分布

热线技术的优势是探针具有极小的热惯性，

可以使得热线风速仪达到极高的动态响应频率

（１００ｋＨｚ以上），可以用于测量速度以及温度时

域脉动，虽然属于接触式测量，但是空间分辨率极

高，而且不需要借助激光，避免了光学测量中需要

解决的近壁面反射问题。对于旋转通道边界层内

速度特性测量而言，前人对速度［１４］及其脉动量［１５］

已有详细的研究。

由于流体的速度和温度都能对热线信号产生

影响，因此单丝热线无法满足本研究的温度测量

目的，解决办法是采用平行双丝热线，一路使用原

有的测速功能，另一路连接自制的测温电路。另

外在后文可以看到，由于在温度分布的无量纲化

过程中需要使用速度信息，从这一点看温度和速

度的同步测量也是必要的。

旋转状态下热线风速仪测试系统最大的不同

就是探头以及探头支杆必须跟随实验段旋转。但

接收测试信号的计算机，由于体积太大不能旋转。

因此，热线技术旋转应用要解决的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在热线系统连线图选择合适的位置，通过接

入滑环实现信号通路的转静变换。本研究选择将

Ａ／Ｄ（ａｎａｌｏｇ／ｄｉｇｉｔａｌ）板与计算机之间的连线断开

接入滑环，可最大限度的减小由此带来的误差。

２　实验系统

２１　旋转实验台系统

旋转实验台的总体布置如图２所示。

图２　旋转实验台

Ｆｉｇ．２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ｂｅｎｃｈ

采取垂直旋转轴布置，实验台的旋转部分固

定在转盘上，由 Ｖ带电动机驱动。旋转实验台

设计的最大旋转半径约为１ｍ，最大转速为５００

ｒ／ｍｉｎ，通道入口距离旋转轴的距离为２１１ｍｍ。

为了保证旋转通道实验的安全性，在实验段对称

位置安装了相同质量的配重，以平衡质量保证实

验台旋转时的平稳性。下面是各个系统的具体

介绍。

１）供气系统

整个供气系统由：涡旋气泵、输气管道、循环

水冷系统、热式气体体积流量计、旋转进气接头所

构成，如图３所示。实验中采用 ＲＨＧ５２０型涡

旋气泵给通道提供连续的空气，经过输气管道之

后，到达管壳式水冷换热器，冷却水由水泵提供动

力循环，经过温度控制器将水冷却。气体通过流

量计后，由热电偶及压力传感器分别测量气体温

度（犜）和压力（狆）信号，并传送到计算机。最后，

冷气将会通过旋转进气接头（ＤＥＵＢＬＩＮ４５２

０００１９８）进行动静转换，为实验通道输送温度稳

定、流量稳定的冷气。

图３　供气系统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ｇａｓｓｕｐｐｌｙｓｙｓｔｅｍ

２）动力系统

本实验台的实验段绕垂直轴旋转，其动力系

５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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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核心部分Ｚ２６１型直流电动机为实验台提供旋

转的动力，以ＥＵＲＯＴＨＥＲＭ５９０Ｃ型控制器为

基础调节直流电动机工作电压以此调节旋转台的

转速，利用单片微处理器编写的控制算法来完成

调控，并且其本身软件结构和微处理器的工作速

度能够保证控制装置的良好动态控制特性，最大

转速可达５００ｒ／ｍｉｎ，转速控制精度为±０．１ｒ／ｍｉｎ

的量级。图４展示了动力系统示意图。

图４　动力系统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３）滑环引电系统

滑环引电系统包括２路 ＵＳＢ（通用串行总

线）滑环、７２路信号滑环、４路强电滑环以及千兆

网线滑环，４种滑环可以同时工作。ＵＳＢ滑环主

要应用于热线测试过程中的热线信号的传输。７２

路信号滑环主要用于旋转实验台上热电偶、热电

阻等温度传感器信号的传输。由于传感器信号一

般为模拟信号，而滑环会引入信号的干扰，因此在

信号传输过程中，一般是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

信号再进行传输。４路强电滑环主要用于为实验

通道提供加热功率，最大可提供１０Ａ、３８０Ｖ的电

信号。由于ＰＩＶ高速相机拍摄速率高而且自身

内存不足，需要网线滑环将照片快速传输到计算

机进行保存。

４）加热系统

加热系统采用ＤＷＷＫ型稳压稳流开关电

源，加热电源可实现恒流式或恒压式加热，最大可

提供６００Ｖ／５Ａ的加热功率；电流通过强电滑环

传输到旋转实验台上，实现对旋转通道壁面加热

的功能。

５）测试段

图５展示了测试段坐标系的选取，狓、狔、狕分

别为沿程方向、垂直于侧壁方向、旋转方向，两个

侧壁分别为前缘面和后缘面，可以由右手法则确

定哥氏力方向进而确定两者（哥氏力由前缘面指

向后缘面）。

图５　实验测试段示意图（单位：ｍｍ）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ｔｅｓ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ｍｍ）

２２　基于犜犚犘犐犞的速度测量系统

本研究放弃了以往ＰＩＶ系统中常用的脉冲

激光部件，采用连续激光模块，主要由电源部件、

激光发射器部件以及片状光转换器部件组成。该

模块能够以２８°为张角发射出功率可调控，最大

可达１０Ｗ 的５３２ｎｍ连续激光。同时片状光转换

器部件可使片状激光最薄处厚度达到１ｍｍ 以

内，使１０Ｗ 的连续激光能量充分汇聚，弥补了没

有使用脉冲激光的激光强度不足问题。

相机部件采用Ｐｈｏｔｒｏｎ公司所研发生产的科

研级高速相机ＦＡＳＴＣＡＭ ＭＩＮＩＡＸ２００，其满分

辨率为１０２４像素×１０２４像素、在满分辨率的拍

摄情况下，最高拍摄频率可达６４００帧／ｓ。镜头部

件采用Ｎｉｋｏｎ６０ｍｍ／Ｆ２．８的微距镜头安装在这

款高速相机上，保证每帧拍摄画面内示踪粒子的

成像足够清晰完整。

为实现将ＴＲＰＩＶ测试系统整体搭载于旋转

通道实验台上，并要求激光与相机随实验台一起

旋转，本研究设计了旋转通道外侧夹具，如图６所

示，用以安装ＴＲＰＩＶ测试系统的激光发生器和

高速相机。

图６　旋转端ＴＲＰＩＶ系统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ｅｎｄ

ＴＲＰＩＶｓｙｓｔｅｍ

将高速相机安装于通道上方，从上向下拍摄，

将激光发生器安装于通道一侧，向通道中心

狕／犇＝０．５（狕为旋转轴方向）处发射片状光源，而

６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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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的安装位置需要根据片状光张角以及高速相

机与镜头的拍摄张角来计算两者离测试区域的最

小距离，以此保证片状激光对于测试区域的全覆

盖，以及高速相机对测试区域的完整拍摄。同时，

高速相机和激光发生器的电源装置安装于旋转台

面上，通过引电滑环为ＴＲＰＩＶ测试系统供电，高

速相机外接光纤通过信号滑环与计算机端连接，

实现测试数据的实时传输。

２３　基于双丝热线探针的温度测量系统

图７展示的是采用热线测量旋转通道内温度

分布所采用的试验段结构图。实验段是由底板、

整流段、通道段以及热线相关测试机构构成。其

中，底板主要是起到一个装配平台的作用，整流段

由渐扩段、蜂窝段以及阻尼段组成。渐扩段采用

扩张角为１８°的扩张通道，尽量减少流动分离并

且尽量均匀地进入下游蜂窝段。蜂窝段装有平均

孔径为０．５ｍｍ，流向长度为１０ｍｍ的蜂窝网，从

而可以消除来流中的大尺度二次流。经过蜂窝段

后，来流将会进入由４～６层不锈钢网组成的阻尼

段，使入口气流湍流度大约为１％。

图７　旋转端热线系统示意图

Ｆｉｇ．７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ｅｎｄｈｏｔｗｉｒｅｓｙｓｔｅｍ

通道段由有机玻璃通道以及通道定位装置构

成。有机玻璃通道壁厚为１５ｍｍ，方形通道横截

面尺寸为８０ｍｍ×８０ｍｍ。在有机玻璃内层黏贴

有一层很薄的ＩＴＯ（ｉｎｄｉｕｍｔｉｎｏｘｉｄｅｓ）玻璃，可以

在两端通电从而制造壁面加热的条件，外侧有机

玻璃还能起到隔热作用，热稳定后能够实现近似

的恒热流边界条件，由于有机玻璃和ＩＴＯ玻璃对

于可见光和激光都有很好的透光性（透光率大于

８５％），因此在文中第２．２节所描述的ＴＲＰＩＶ实

验中也使用了这种通道。本研究热线实验采取单

侧面加热的实验条件，ＰＩＶ实验采取双侧面加热

的实验条件。

热线相关测试机构主要由热线探头、热线支

杆、定位装置以及位移机构组成。其中，热线探针

采用Ｄａｎｔｅｃ公司５５Ｐ７１型双丝平行探针，有效长

度为１．２５ｍｍ，直径为５μｍ，双丝之间的空间距离

为０．４ｍｍ，根据同类研究
［１６］中的指导法则选择

采集频率为２０００Ｈｚ。定位装置主要是保证热线

支杆垂直于通道壁面安装，实现垂直于通道壁面

方向的位移。位移机构采用ＥＴＳ５０Ｒ型超薄电

动位移平台，位移行程为５０ｍｍ，定位精度为

２μｍ，通过ＲＳ２３２控制端口与ＰＭＣ１００型控制器

连接，从而实现位移平台远程控制。

３　实验工况与可靠性验证

３１　速度测量系统可靠性验证

为确保ＴＲＰＩＶ实验结果准确性，本研究首

先对ＴＲＰＩＶ测试技术进行收敛性验证，选取测

试段主流区域内任意两点，每组实验拍摄张数增

加５００张，最终的收敛性验证结果如图８所示。

图中纵坐标表示通道流向速度，可以看出当拍摄

张数大于６０００张时，结果趋于稳定代表收敛性

良好。为确保实验结果精确性，本文所有实验数

据均采取８０００张拍摄结果计算得到。

图８　ＴＲＰＩＶ测试结果收敛性验证

Ｆｉｇ．８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ＰＩＶ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在湍流近壁面流动中，湍流附加切应力与黏

性力对流动产生的影响程度会随着距壁面距离不

同而改变。因此根据不同的流动特性，将边界层

分为内层与外层，其中内层区包括了黏性底层、过

渡层和对数率层［１７］。在通道静止、无流向压力梯

度、不加热条件下，湍流边界层已有普遍认同的壁

面函数，因此可以将犚犲＝１００００，狓／犇＝５（狓是测

点距离通道入口的流向距离，犇 是通道水力直

径），静止条件下的结果与对数率层标准函数

（狌＋＝２．４４ｌｎ狔
＋＋５．２）做对比，再加入了 Ｍａｃ

ｆａｒｌａｎｅ等
［１８］的结果做对比，如图９所示。

７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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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旋转ＴＲＰＩＶ对速度测量结果的无量纲化对比图

Ｆｉｇ．９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ＴＲＰＩＶ

狌＋和狔
＋的计算公式为狔

＋＝
狌τ狔

ν
，狌＋＝

狌
狌τ
，狌τ

是壁面摩擦速度，可以由近壁区域的速度梯度计

算得到，狔是测点距离壁面的法向距离，ν是空气

的运动黏度，狌是沿狓方向的速度。可以看出，本

研究的结果与标准速度对数率符合得很好，与前

人研究的结果也只是靠近边界层外层才有明显差

异，能够证明本文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３２　温度测量系统可靠性验证

在实验之前，也需要对热线测温部分进行可

靠性验证。在本研究中两条热线之间的空间距离

为０．４ｍｍ。热线探针的直径为５μｍ，两条热线之

间的影响对实验结果的准确性至关重要。将热线

编号１和２，分别测量速度电压和温度电压，都与

壁面平行并垂直于旋转半径方向，在通道静止条

件下分别采取以下两种测量方式：测量方式１中，

热线１更靠近壁面，热线２与之相距０．４ｍｍ。而

在测量方式２中，将探针旋转１８０°使两根探针交

换位置，在图１０中比较两种测量方式下的结果。

图１０　双丝热线之间的影响验证

Ｆｉｇ．１０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ｈｏｔｗｉｒｅｓ

可以看出温度和速度都有很好的一致性，这表明

两根热线之间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也证明了该

装置在测量过程中具有很好的空间分辨率。在之

后的实验测量中，采用测量方式１。

另外，还需要对温度型本身的准确性进行验

证，由于各个实验测量过程中的条件千差万别，使

用无量纲温度来比较是必要的。温度的无量纲化

过程与速度类似，具体公式为狔
＋ ＝
狌τ狔

ν
，狋＋ ＝

狋ｗ－狋

狋τ
，狋τ＝

狇ｗ

ρ犮狆狌τ
，其中狋ｗ 是壁面温度，狇ｗ 是壁面

热流密度，ρ和犮狆 分别是空气的密度和比定压热

容，其他参数与文中第３．１节速度无量纲化公式

中的意义一致。静止条件、无流向压力梯度下，无

量纲温度的对数区定律公式为狋＋＝２．０７５ｌｎ狔
＋＋

３．８
［１９］。将其与静止条件下、犚犲＝１９０００、狇ｗ＝３８０

Ｗ／ｍ２ 恒热流边界条件测量的无量纲温度型比

较，如图１１所示，另外还在图中加入 Ｈｏｕｒａ等
［２０］

的结果进行比对，结果显示，本实验的测量结果与

前人研究符合得很好，可以证明当前研究中温度

测量结果的可靠性。

图１１　热线系统对温度测量结果的无量纲化对比图

Ｆｉｇ．１１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ｈｏｔｗｉｒｅｓｙｓｔｅｍ

４　实验结果分析

４１　旋转条件下速度特性

在研究旋转条件下流场特征时，选择雷诺数

犚犲＝１００００，原因是在较小的雷诺数下能够发挥

ＰＩＶ二维测量的优势，观察回流、涡旋等现象。其

他实验条件为狓／犇＝４．０～６．５，近似恒热流边界

条件狇ｗ＝３８０Ｗ／ｍ
２，旋转数犚ｏ 从０逐渐增大。

结果发现在旋转数较小时通道内流场只是向后缘

面偏转而并无回流现象，直到犚ｏ＝０．４８时出现

回流现象，如图１２所示，图中上部为后缘面，下部

为前缘面，回流区位于前缘面附近，大概范围为

８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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狓／犇＝５．５～６．５。

为进一步分析回流现象，将实验旋转数继续

提高使犚ｏ＝０．６，在雷诺数与加热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下游处（狓／犇＝５．８７５～６．５）观察到较为明

显的回流现象，图１３为该实验条件下通道内流场

流线图（由于回流区主要出现于下游，因此只截取

了下游段的图像）。从图中可以看出，此时通道前

缘面附近出现很明显的与主流速度方向相反的气

流，说明此处发生了回流现象，所影响的边界层厚

度可达距离壁面７ｍｍ处。与图１１中犚ｏ＝０．４８

时流线图相同位置对比，此时的回流速度和影响

范围都变得更大。

图１２　犚ｏ＝０．４８条件下狓／犇＝４．０～６．５区域流场

流线图

Ｆｉｇ．１２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ａｔ狓／犇＝

４．０～６．５ｕｎｄｅｒ犚ｏ＝０．４８

图１３　犚ｏ＝０．６条件下狓／犇＝５．８７５～６．５主流流场

流线图

Ｆｉｇ．１３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ａｔ狓／犇＝

５．８７５～６．５ｕｎｄｅｒ犚ｏ＝０．６

为了分析回流发生的机制，选取通道最下游

狓／犇＝６．５处加热与不加热条件下的速度型进行

对比及受力情况分析，如图１４所示，图中狌为流

向速度，狌ｍ 为截面平均速度。当通道旋转时，通

道内产生哥氏力，使得主流速度型偏向后缘面。

当通道处于加热状态时，壁面会向流场传热，使流

图１４　犚ｏ＝０．６条件下加热与不加热条件下速度型

Ｆｉｇ．１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ｈｅａｔ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犚ｏ＝０．６

场存在温度差，越靠近主流温度越低。在旋转作

用下诱发离心浮升力，其方向与通道内产生它的

惯性力方向相反。在前缘面附近，由于哥氏力的

作用，速度向后缘面偏移，前缘面速度不断下降，

导致惯性力随之减弱，同时离心浮升力随旋转数

和沿程长度（或旋转半径）不断增强，故在沿程某

一位置处出现惯性力小于离心浮升力，导致回流

现象的产生。

用壁面温度和通道进口温度定义密度比狉ｄ＝

（狋ｗ－狋ｉｎ）／狋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改变壁面

热流密度，得到不同密度比下前缘面回流区速度

型如图１５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密度比越大，

离心浮升力越强，导致回流区的速度负值越大，最

大回流速度可达０．０１８ｍ／ｓ，在犚犲＝１００００，犚ｏ＝

０．６，狓／犇＝６．５的条件下，回流产生的临界密度

比大约是０．０６，由于实验条件限制，无法进一步

图１５　不同密度比下前缘面回流区速度型

Ｆｉｇ．１５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ｌｅａｄｉｎｇｓｉｄｅｂａｃｋｆｌｏｗ

ｚｏｎ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ｎｓｉｔｙｒａｔｉｏｓ

增大热流密度，并不能得出更具普适性的结论，但

从有限的数据中仍可验证温度梯度是回流产生机

９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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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重要因素。一般情况下，由于哥氏力使速度

型向后缘面倾斜，前缘面附近换热被削弱，但是回

流区的产生能够促进所在区域流体的掺混，起到

增强换热的作用。可以看出，回流区一般出现于

流场下游、较大密度比、较高旋转数下，叶片内冷

通道设计可以根据这一规律，利用回流区的影响

达到增强前缘面换热的目的。

４２　旋转条件下温度特性

在研究旋转条件下温度场特征时，选择犚犲＝

１９０００，原因是二维平行热线只能测量速度的绝

对值而不能得到狓和狔 方向的分量。在较大的

雷诺数下，沿程方向狓之外的两个速度分量非常

小可以忽略不计。其他实验条件为狓／犇＝５．３１，

近似恒热流边界条件狇ｗ＝３８０Ｗ／ｍ
２，旋转数犚ｏ

从０逐渐增大。最终的无量纲速度型（狌＋ ＝
狌
狌τ
）

和无量纲温度型（狋＋＝
狋ｗ－狋

狋τ
）如图１６和图１７。为

了方便表示，字母Ｌ和Ｔ分布代表前缘面（ｌｅａｄ

ｉｎｇｓｉｄｅ）和后缘面（ｔｒａｉｌｉｎｇｓｉｄｅ）。从两幅图中可

以看出，无论是速度还是温度，旋转效应对于黏性

底层的影响非常小，这部分主要由黏性力主导，大

概区域为狔
＋
＜１０，而在大概区域为３０＜狔

＋
＜２００

的对数区（由于旋转实验中通道长度的限制，边界

层还处于发展中状态，对数区并没有延伸到狔
＋很

大的值），旋转效应的影响非常显著。对于在本实

验的无量纲速度，前缘面狌＋随着旋转数的增大而

增大，后缘面则相反但是变化幅度较小。和静止

条件下相似，在横坐标取对数的情况下，旋转条件

下对数区仍存在线性区域，但是该区域的范围有

所缩小，这一点在大旋转数前缘面附近的结果中

体现得尤为明显。对于无量纲温度，可以看出狋τ

是一个很好的量度，前缘面附近的温度型与静止

条件下比较接近，后缘面附近的温度型只有在高

旋转数下才有明显差异，这说明在小旋转数下（大

约犚ｏ＜０．１），旋转对于温度型的影响可以忽略。

这些结果都能为数值计算提供很好的验证。

除去无量纲温度型，热线探针还能获得温度

的脉动量狋′＋ ＝
狋′狋′

狋２槡
烄

烆

烌

烎τ
，实验结果如图１８所示。

可以看出温度脉动量的大小与壁面摩擦温度

狋τ是同一量级的，在前缘面随着旋转数的增大而

整体明显降低，原因是旋转产生的哥氏力由前缘

面指向后缘面，从而增强的前缘面附近的稳定性，

这一现象在之前的文献［２１２２］中也有提到，这里

就是在温度上的体现，结果显示旋转效应最大可

以使温度脉动量降低约５０％。

图１６　狓／犇＝５．３１不同旋转数下无量纲速度型分布

Ｆｉｇ．１６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ｓａｔ狓／犇＝５．３１

图１７　狓／犇＝５．３１不同旋转数下无量纲温度型分布

Ｆｉｇ．１７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ｓａｔ狓／犇＝５．３１

图１８　狓／犇＝５．３１不同旋转数下无量纲温度脉动量

Ｆｉｇ．１８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ｕｌｓ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ｓ

ａｔ狓／犇＝５．３１

０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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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测量旋转边界层温度分布的同时，还能

获得壁面的换热特征，即努塞尔数 犖狌（犖狌＝

犺犇

λ
＝
狇ｗ犇
（狋ｗ－狋）λ

），本实验中不同旋转数下犖狌的变

化规律如图１９，旋转数正、负值分别代表前缘面

和后缘面。可以看出后缘面的换热被明显强化，

而前缘面的换热被大幅削弱。参考文献［２３］可

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哥氏力从前缘面

指向后缘面，把主流冷流体压向后缘面强化了后

缘面附近流场掺混，同理前缘面附近的换热能力

因此下降。

图１９　狓／犇＝５．３１不同旋转数下努塞尔数分布

（犚犲＝１９０００）

Ｆｉｇ．１９　Ｎｕｓｓｅｌｔｎｕｍｂ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ｓａｔ狓／犇＝５．３１（犚犲＝１９０００）

综合本节温度特性的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湍

流边界层内部的温度场分布在旋转效应的影响下

产生了强烈的不对称性，与静止条件下的标准规

律相比会产生一定的偏差，在设计使用中需要增

加一些旋转修正。受限于本实验的工况量不够

大，因此没能得出实用更广泛的经验公式，但是仍

能反映内冷通道非对称、精细设计的重要性。另

外，对于数值模拟计算而言，也可以为其从壁面

量、内部温度场、温度脉动强度等方面提供检验，

增强其可靠性。

５　结　论

本文针对涡轮转子叶片内冷技术，使用ＴＲ

ＰＩＶ技术与热线技术分别测量了壁面加热条件下

旋转通道内边界层速度场和温度场特性。速度场

测量的条件为犚犲＝１００００，狓／犇＝４．０～６．５，狇ｗ＝

３８０Ｗ／ｍ２，结果显示旋转数大于０．４８时前缘面

附近出现了回流现象，并从受力分析的角度给出

了解释，还得到不同密度比下的回流情况；回流区

一般出现于流场下游、较大密度比、较高旋转数

下，叶片内冷通道设计可以根据这一规律，利用回

流区的影响达到增强前缘面换热的目的；温度场

测量的条件为犚犲＝１９０００，狓／犇＝５．３１，狇ｗ＝３８０

Ｗ／ｍ２，得到了旋转条件下无量纲温度型、温度脉

动量和努塞尔数的变化规律。可以看出湍流边界

层内部的温度场分布在旋转效应的影响下产生了

强烈的不对称性，与静止条件下的标准规律相比

会产生一定的偏差，这些结果可以为数值模拟计

算提供多方面的检验，增强其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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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活塞发动机用自增压喷嘴喷雾特性试验

楼煌强１，魏民祥１，刘　锐２，季昊成１，杨海青１，常　诚１

（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１６；

２．南京工业大学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南京２１１８１６）

摘　　　要：为了自增压喷嘴更好地在航空活塞发动机上应用，在定容弹内对自增压喷嘴喷雾特性进行了试

验研究。采用可视化技术结合 Ｍａｔｌａｂ图像处理程序，研究了ＲＰ３航空煤油在不同背压、燃油温度和环境温

度下的喷雾特性。结果表明：背压为０．１ＭＰａ时的喷雾有明显的表面波和油线结构。背压从０．１ＭＰａ增大至

０．８ＭＰａ，典型的中空锥喷雾转变成有大尺度涡流的中空锥喷雾，喷雾贯穿距离和喷雾面积的最大值分别减

小了４５％和５５．３％。燃油温度的升高促进了喷雾蒸发有助于冷起动，喷雾贯穿距离、喷雾面积和喷雾锥角均

在燃油温度为５０℃时最小。在背压为０．１ＭＰａ时，喷雾贯穿距离和喷雾面积随着环境温度升高先增大后减

小，在环境温度为６０℃和５０℃分别有最大值６７．３ｍｍ和９１５．５ｍｍ２，而喷雾锥角则随着环境温度升高而减

小，在环境温度为９０℃时达到最小值９．２°。

关　键　词：喷雾特性；自增压喷嘴；航空活塞发动机；ＲＰ３航空煤油；油线；涡流

中图分类号：Ｖ３１２＋．１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０１４

基金项目：内燃机燃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Ｋ２０２００５）；江苏省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项目（２０ＫＪＢ４７００１４）

作者简介：楼煌强（１９９６－），男，硕士生，研究方向为燃油喷射雾化。Ｅｍａｉｌ：１７８５４２９０７９８＠１６３．ｃｏｍ

通信作者：刘锐（１９８７－），男，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内燃机仿真与控制。Ｅｍａｉｌ：ｔｉｍｌｉｕ＠ｎｊｔｅｃｈ．ｅｄｕ．ｃｎ

引用格式：楼煌强，魏民祥，刘锐，等．航空活塞发动机用自增压喷嘴喷雾特性试验［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２０，３５（１２）：２５８３２５９２．

ＬＯＵＨｕａｎｇｑｉａｎｇ，ＷＥＩＭｉｎｘｉａｎｇ，ＬＩＵＲｕｉ，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ｓｐｒａ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ｅｌ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ｅｄ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ｆｏｒａｉｒ

ｃｒａｆｔｐｉｓｔ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０，３５（１２）：２５８３２５９２．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狅狀狊狆狉犪狔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狊犲犾犳狆狉犲狊狊狌狉犻狕犲犱

犻狀犼犲犮狋狅狉犳狅狉犪犻狉犮狉犪犳狋狆犻狊狋狅狀犲狀犵犻狀犲狊

ＬＯＵＨｕａｎｇｑｉａｎｇ
１，ＷＥＩＭｉｎｘｉａｎｇ１，ＬＩＵＲｕｉ２，ＪＩＨａｏｃｈｅｎｇ１，

ＹＡＮＧＨａｉｑｉｎｇ
１，Ｃ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１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１６，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Ｔｅｃ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１８１６，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Ｆｏｒｔｈｅｂｅｔ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ｌ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ｅｄ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ｏｎ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ｐｉｓｔｏｎｅｎ

ｇｉｎｅｓ，ｔｈｅｓｐｒａ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ｓｅｌ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ｅｄ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ｗａ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ｓｔｕｄｉｅｄｉｎａ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ｖｏｌｕｍｅｖｅｓｓｅｌ．Ｓｐｒａ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Ｐ３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ｋｅｒｏｓｅｎ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ｂｉ

ｅ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ｕｅ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ｍｂｉ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ｕｓｉｎｇ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Ｍａｔｌａｂ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ａｍ．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ｓａｎｄｆｕｅｌｓｔｒｉｎｇｓｃａｎｂ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ａｍｂｉｅ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０．１ＭＰａ．

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ｍｂｉｅ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ｆｒｏｍ０．１ＭＰａｔｏ０．８ＭＰａ，ｔｈ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ｈｏｌｌｏｗｃｏｎｅ

ｓｐｒａｙｗａ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ｉｎｔｏａｈｏｌｌｏｗｃｏｎｅｓｐｒａｙｗｉｔｈ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ｖｏｒｔｅｘｅｓ．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ｐｒａｙ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ｅｄｂｙ４５％，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ｐｒａｙａｒｅａｒｅｄｕｃｅｄｂｙ５５．３％，ｒｅｓｐｅｃ



航　空　动　力　学　报 第３５卷

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ｆｕｅ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ｓｐｒａｙ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ｃｏｌｄｓｔａｒｔ．

Ｔｈｅｓｐｒａｙ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ａｎｄｃｏｎｅａｎｇｌｅｗｅｒｅａｌｌｍｉｎｉｍｕｍｗｈｅｎｔｈｅｆｕｅ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ａｓ

５０℃．Ａｔｔｈｅａｍｂｉｅ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０．１ＭＰａ，ｔｈｅｓｐｒａｙ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ｒｅａ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ｔ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ｔｈｅｎ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ａｍｂｉ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ｐｒａｙｐｅｎｅｔｒａ

ｔｉｏｎｒｅａｃｈｅｄ６７．３ｍｍａｔａｍｂｉ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６０℃，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ｐｒａｙａｒｅａｒｅａｃｈｅｄ９１５．５ｍｍ
２

ａｔａｍｂｉ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５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ｓｐｒａｙｃｏｎｅａｎｇｌ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ｏｆ

ａｍｂｉ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ｕｍｖａｌｕｅｏｆ９．２°ａｔａｍｂｉ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９０℃．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ｓｐｒａ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ｓｅｌ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ｅｄ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ｐｉｓｔ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ｓ；

ＲＰ３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ｋｅｒｏｓｅｎｅ；ｆｕｅｌｓｔｒｉｎｇｓ；ｖｏｒｔｅｘｅｓ

　　点燃式活塞发动机功质比大、结构简单、成本

低廉，被广泛应用于民用和军事领域的小型无人

机上［１］。有研究报告指出，由于小型无人机的通

用性和低成本，其应用数量在不久的将来将大大

增加［２］。

汽油是点燃式活塞发动机的主要燃料，但是

汽油易挥发、安全性低，不适合用于舰载等安全性

要求较高的场合，近年来单一燃料概念（ｓｉｎｇｌｅ

ｆｕｅ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ＦＣ）
［３］越来越受到各国研究者的关

注。具有高热值与高稳定性的航空煤油被认为可

以在传统点燃式活塞发动机上应用，但是航空煤

油黏度与表面张力大，蒸发性差难以雾化［４］，易导

致发动机冷起动困难、爆震和积碳。采用缸内直

喷技术能提高航空煤油雾化质量，改善冷起动性

能避免淹缸，降低缸内温度抑制爆震。同时，缸内

直喷技术理论上能消除二冲程点燃式发动机短路

损失，提高燃油经济性［５］。

车用高压共轨的燃油雾化质量好，但其过高

的喷油压力可能会导致喷雾直接撞击活塞顶，引

起燃烧与排放恶化，另外其机械系统复杂，难以小

型化。空气辅助喷射（ａｉｒ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ｊｅｃ

ｔｉｏｎ，ＡＡＤＩ）可以提升航空煤油雾化效果
［６］，已有

许多研究就其在点燃式航空活塞发动机上应用而

展开［６９］，但其喷射压力低，高速大负荷工况下喷

油时间长，需要在下止点前喷油，不可避免地造成

短路损失而导致燃油经济性恶化；另外在高海拔

时由于空气稀薄导致压缩空气压力下降，难以维

持恒定的油气压力差；且油气供给系统增加了额

外质量，消耗了发动机功率，导致发动机功质比下

降［１０］。另一种缸内直喷技术是采用自增压喷嘴，

ＥＴＥＣ缸内直喷系统是其中的代表（ＥＴＥＣｄｉ

ｒｅｃｔｉｎｊｅｃｔｏｎ，ＥＤＩ）
［１１１２］。ＥＤＩ自增压喷嘴无需

高压油泵和油轨就能提供高达５ＭＰａ的喷油压

力［１０］，能在高速大负荷工况下短时间内完成喷

油，且简单的供油系统也变相提高了发动机功质

比。ＥＤＩ自增压喷嘴为外开旋流式，无预喷射喷

雾［１３］，且不易形成喷嘴沉积物［１４］。

目前，国内外大部分对ＥＤＩ自增压喷嘴喷雾

特性的研究都基于汽油燃料［１５１６］，应用航空煤油

的研究较少。根据喷雾特性在缸内组织合理的可

燃混合气，是发动机进行良好燃烧与排放的前提，

因此有必要对ＥＤＩ自增压喷嘴航空煤油喷雾特

性进行研究，为ＥＤＩ在点燃式航空活塞发动机上

的应用提供参考依据。本文拟在定容弹内采用可

视化技术获取喷雾图像，主要研究背压、燃油温度

和环境温度对ＥＤＩ自增压喷嘴航空煤油喷雾特

性的影响。

１　喷雾试验系统与图像处理

１１　犈犇犐自增压喷嘴工作原理

ＥＤＩ自增压喷嘴内部结构如图１所示，线圈

通电后受到永磁体磁场的作用，向下驱动弹簧预紧

的顶针，顶针向下撞击燃油液柱，在压力室内产生

高压，液压力使燃油从弹簧预紧的喷油嘴中喷出。

喷嘴工作时需要保持燃油循环流动来冷却线圈。

图１　ＥＤＩ自增压喷嘴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ＥＤＩｓｅｌ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ｎｊｅｃｔｏｒ

４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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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喷雾试验系统

如图２所示，搭建了喷雾试验系统，包括燃油

供给系统、进排气系统、定容弹、可视化系统和电

子控制系统。定容弹有３个圆形石英玻璃视窗，

其中两个视窗相对布置，所有视窗可视部分直径

为１２０ｍｍ。定容弹主体为正方体，底部有倒圆锥

形设计，便于废油流出。可视化系统的参数如表

１所示。

图２　喷雾试验系统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ｐｒａ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表１　可视化系统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犞犻狊狌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参数 数值及详情

高速摄像机型号 ＰｈａｎｔｏｍＶＥＯ４１０Ｌ

分辨率／像素 ８３２×６００

帧率／（帧／ｓ） １００００

曝光时间／μｓ ５０

光源功率／Ｗ １５０

　　试验采用背光摄影法，喷嘴和高速摄像机的

同步由电子控制系统完成，通过自编Ｌａｂｖｉｅｗ上

位机控制ＥＣＵ（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ｕｎｉｔ）发送同步

信号。试验中氩气瓶最高压力为２５ＭＰａ，关闭进

排气路中的空气阀可使定容弹背压维持稳定，两

个气压表同时监测定容弹内背压，减小背压误差

对试验结果的影响。泄压阀保证了试验安全性，

背压超过设定安全值时将自动泄压。油泵压力为

０．３ＭＰａ，体积流量为８０Ｌ／ｈ。试验中通过燃油加

热器加热燃油，气体加热使用ＰＴＣ（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ｔｅｍ

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加热片，燃油温度和环境温

度由Ｐｔ１００温度传感器监控，使用碳罐对废气中

的废油进行回收。

１３　试验条件

试验在不同背压、燃油温度和环境温度下进

行，试验条件如表２所示，ＲＰ３航空煤油物化性

质［１７］如表３所示，其中狋ｆ表示燃油温度。

表２　试验条件

犜犪犫犾犲２　犈狓狆犲狉犲犻犿犲狀狋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

参数 数值

背压／ＭＰａ ０．１，０．２，０．４，０．６，０．８

燃油温度／℃ ３０，４０，５０

环境温度／℃ ３０，４０，５０，６０，７０，８０，９０

喷油压力／ＭＰａ ３．５

喷油脉宽／ｍｓ ３

表３　犚犘３航空煤油性质

犜犪犫犾犲３　犚犘３犪狏犻犪狋犻狅狀犽犲狉狅狊犲狀犲狆狉狅狆犲狉狋犻犲狊

参数 数值

密度／（ｋｇ／ｍ
３）（狋ｆ＝１５℃） ７８３．４

表面张力／１０－３（Ｎ／ｍ）（狋ｆ＝２０℃） ２４．１

运动黏度／（ｍｍ２／ｓ）（狋ｆ＝２０℃） １．７２

冰点／℃ －４５．２

闪点／℃ ４３

５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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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喷雾图像处理

喷雾图像处理采用自编 Ｍａｔｌａｂ程序，首先通

过减去背景图来消除环境干扰与照明不均匀性，

将去背景图像转换成灰度图，用中位数滤波对灰

度图去噪，去噪后进行对比度增强和伪彩图处理，

采用 Ｏｔｓｕ阈值法
［１８］进行二值化，用 Ｃａｎｎｙ算

子［１９］进行边缘检测获取喷雾边缘。图３为上述

喷雾图像处理过程示意图。

图３　喷雾图像处理过程

Ｆｉｇ．３　Ｓｐｒａｙｉｍａｇｅ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喷雾贯穿距离和喷雾锥角的定义采用ＳＡ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２７１５
［２０］方

法，如图４所示。喷雾贯穿距离为喷雾在喷嘴轴

向能达到的最远距离。喷嘴出口５ｍｍ和１５ｍｍ

的两条喷雾边缘切线，与喷嘴轴形成的左右锥角

θｌ和θｒ 之和为喷雾锥角。因为喷雾是一个随机

过程，所以在每个试验点重复１０次取平均值作为

试验结果。试验结果需要对单个像素的实际大小

进行标定，通过图像处理程序计算喷雾贯穿距离、

喷雾锥角和喷雾面积大小。

图４　喷雾特性定义

Ｆｉｇ．４　Ｄｅｎｅｆ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ｒａ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２　喷雾试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犈犇犐自增压喷嘴的喷雾形态发展

图５为燃油温度和环境温度在３０℃时，不同

背压下的喷雾宏观形态发展图，将首次出现喷雾

的图像作为第一张图像，图中犜表示时间。接近

喷嘴出口部分的喷雾颜色较浅，是因为喷油器安

装底座的金属表面过于光滑而反射光线，对图像

有一定干扰，但不影响试验结果。

图５中，不同背压下喷雾宏观形态差异很大，

背压狆ａ＝０．１ＭＰａ时，中空锥喷雾表面存在表面

波和油线［２１］，为了更清晰地观察油线，图６展示

了喷雾图像和对应的油线结构图。犜＝０．３ｍｓ

时，油线清晰且油线间隙基本一致；犜＝０．５ｍｓ时

表面波消失，油线在近场区域比较清晰，在远场区

域油线开始破碎；在犜＝０．７ｍｓ和犜＝０．９ｍｓ时，

近场区域存在油线但较为浑浊，油线间隙不清

晰［２２］，而远场区域油线消失。油线和油线间隙大

大增加了喷雾与空气的接触面积，加强了喷雾与

空气的相互作用，提高了航空煤油雾化质量。

空气与速度极高的燃油射流发生动量交换

后，空气具备较大的运动速度［２３］。如图７所示，

在高速空气作用下，液膜表面发生畸变并处于不

稳定状态。当不稳定性达到临界点时，第一次破

裂发生在液膜较薄处［１３］。同时，表面张力使液膜

较厚处收缩。另外，空气夹带使得空气进入喷嘴

内变成气泡附着在喷嘴体或轴针上［２４］，如图８所

示。轴针上的气泡使液膜外表面成凸型，喷嘴上

的气泡使液膜外表面成凹型。随着液膜在周向不

断扩大，液膜凸型与凹型处较薄，最先破裂。因此

在空气作用力、表面张力和空气夹带共同作用下，

油线生成。

图５中背压大于０．１ＭＰａ时，喷雾两侧出现

涡流且涡流尺度逐渐增大，形成再循环区［１５］。在

再循环区，涡流挟带燃油液滴向喷嘴方向运动，部

分燃油液滴逐渐靠近主喷雾体，最后与喷雾体发

生作用。中空锥喷雾内部气流向喷嘴方向运

动［２５］，喷雾射流速度比喷雾内部气体速度大，因

此中空锥内部为低压区，而涡流中心为高压

区［１５］，在内外压差作用下喷雾坍塌，背压越高坍

塌越明显。另外，背压增大使涡流出现时刻提前，

背压为０．８ＭＰａ，犜＝０．３ｍｓ时就出现大尺度涡

流，且背压越大，涡流作用范围越大，涡流最上方

越接近喷嘴出口［２５］。在涡流作用下，油滴运动促

进了油气混合，易形成可点燃的混合气。

２２　背压对自增压喷嘴喷雾特性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探究 ＲＰ３航空煤油喷雾特性，

在燃油温度和环境温度为３０℃时，研究了喷雾特

６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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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背压下喷雾宏观形态图

Ｆｉｇ．５　Ｓｐｒａｙ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ｉｍａｇ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ｂｉｅ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性随背压变化的规律。图９为不同背压下喷雾贯

穿距离的变化规律，从图中看出所有背压下的喷

雾贯穿距离都近似于线性增加，背压增大时喷雾

贯穿距离减小。在背压为０．１ＭＰａ时喷雾贯穿距

离最大且明显大于其余背压，背压为０．８ＭＰａ时

喷雾贯穿距离最小，在犜＝１．５ｍｓ时喷雾贯穿距

离有最大值９０．５ｍｍ，最小值４９．７ｍｍ，在高背压

作用下减小了４５％。

喷雾贯穿距离随着背压增大而减小的原因

是，背压增大导致气体密度增大，单位体积内气体

分子数增加，喷雾与气体分子发生碰撞的概率变

大，喷雾与气体之间动量交换增加［２５］导致动能减

７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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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喷雾图像和油线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Ｓｐｒａｙｉｍａｇｅｓａｎｄ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ｆｕｅｌ

ｓｔｒｉｎｇ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图７　液膜变形形成油线

Ｆｉｇ．７　Ｌｉｑｕｉｄｓｈｅｅｔ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ｔｏｆｏｒｍｆｕｅｌｓｔｒｉｎｇｓ

图８　喷嘴内空气夹带

Ｆｉｇ．８　Ａｉｒｅｎｔｒａｉｎ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ｉｎｊｅｃｔｏｒ

图９　不同背压下喷雾贯穿距离随时间变化

Ｆｉｇ．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ｒａｙ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ｂｉｅ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小，贯穿距离随之减小。另外，背压大于０．１ＭＰａ

时涡流向上卷吸小燃油液滴［２２］，也使得喷雾贯穿

距离减小。背压大于０．１ＭＰａ时喷雾贯穿距离相

差不大的原因可能是，小粒径液滴受到空气阻力

作用后动能损失更大，而大粒径液滴有更大的动

能继续向下运动［２６］，此部分大粒径液滴受到空气

阻力的影响有限。

图１０　不同背压下喷雾面积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１０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ｒａｙａｒｅａｗｉｔｈｔｉｍｅ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ｂｉｅ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喷雾面积一定程度上反映喷雾空间分布能

力，喷雾空间分布能力与缸内混合气质量有关，后

者影响发动机燃烧与排放。图１０是燃油温度和

环境温度为３０℃时，不同背压下的喷雾面积，可

以看出喷雾面积随背压增大而减小。背压为０．１

ＭＰａ下在犜＝１．５ｍｓ时喷雾面积有最大值为

１２０４．５ｍｍ２，背压为０．８ＭＰａ下在犜＝１．５ｍｓ时

有最大值为５３８．２ｍｍ２，减小了５５．３％。因为背

压为０．１ＭＰａ时喷雾贯穿距离最大，大大促进了

喷雾在空间内扩散。虽然背压大于０．１ＭＰａ时喷

雾径向展开度变大，但是较小的喷雾贯穿距离导

８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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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喷雾面积变小。

由于涡流对喷雾锥角干扰太大，背压试验不

分析喷雾锥角变化规律。

２３　燃油温度对自增压喷嘴喷雾特性的影响

低温冷起动困难是点燃式航空煤油活塞发动

机面临的难题之一，通常需要外部加热装置加热

缸头或者燃油进行辅助冷起动。图１１是环境温

度为３０℃时在不同燃油温度狋ｆ和背压下的喷雾

贯穿距离，可以发现相同背压下燃油温度越高喷

雾贯穿距离越小，喷雾贯穿距离均在狋ｆ＝５０℃时

达到最小。背压大于０．１ＭＰａ时，燃油温度升高

但是喷雾贯穿距离相差不大。

图１１　不同燃油温度和背压下喷雾贯穿距离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１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ｒａｙ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ｉｍｅ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ｕｅ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ａｍｂｉｅ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燃油温度升高降低了燃油黏度，喷嘴内部流

动摩擦损耗减小［２７］，燃油射流初始动能变大，贯

穿距离应该增大。试验结果与之相反的原因是，

燃油温度升高后雷诺数变大，油束湍流增强，同时

燃油表面张力减小，导致喷雾更易破碎。破碎后

喷雾粒径减小，小粒径液滴受到空气阻力后减速

更明显，所以喷雾贯穿距离减小；同时燃油温度升

高和喷雾破碎后增加的空气接触面积加强了蒸发

作用，也使得喷雾贯穿距离减小［２７］。图１２是背

压为０．１ＭＰａ、环境温度为３０℃时不同燃油温度

下的部分喷雾伪彩图，红色越深表示喷雾越浓，

狋ｆ＝３０℃时喷雾尖端浅色部分面积最大，狋ｆ＝４０℃

次之，狋ｆ＝５０℃最小，说明狋ｆ＝５０℃时喷雾蒸发作

用最强。但是从图１３环境温度为３０℃时不同燃

油温度和背压下喷雾面积变化曲线图中发现，在

图１２　不同燃油温度下喷雾伪彩图

Ｆｉｇ．１２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ｌｏｒｉｍａｇ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ｕｅ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图１３　不同燃油温度和背压下喷雾面积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１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ｒａｙａｒｅａｗｉｔｈｔｉｍ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ｕｅ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ａｍｂｉｅ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背压大于０．１ＭＰａ后，燃油温度升高能促进喷雾

蒸发，但是对喷雾面积影响有限。

图１４　不同燃油温度的喷雾锥角

Ｆｉｇ．１４　Ｓｐｒａｙｃｏｎｅａｎｇｌ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ｕｅ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图１４是背压为０．１ＭＰａ、环境温度为３０℃时

不同燃油温度下的喷雾锥角变化情况，由图可知

燃油温度升高而喷雾锥角减小，因为燃油温度越

９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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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喷雾蒸发作用越强，喷雾锥角随之减小。在

犜＝０．４ｍｓ时燃油温度为３０～５０℃之间有最大

锥角差值２．４°，在犜＝１．０ｍｓ、狋ｆ＝５０℃时有喷雾

锥角最小值１４．５°。另外喷雾锥角还随时间推移

而减小，其原因是：喷雾外侧与空气接触摩擦，许

多小粒径液滴从喷雾体上剥落，随着时间推移小

液滴蒸发，喷雾锥角变小。

２４　环境温度对自增压喷嘴喷雾特性的影响

图１５是背压为０．１ＭＰａ、燃油温度为３０℃

时，在不同环境温度狋ａ 下喷雾贯穿距离的变化曲

线。环境温度在３０～６０℃之间，喷雾贯穿距离随

环境温度升高而增大，环境温度大于６０℃后变化

趋势相反，其中喷雾贯穿距离在狋ａ＝６０℃、犜＝

１．０ｍｓ时有最大值６７．３ｍｍ。从图１６背压为

０．１ＭＰａ、燃油温度为３０℃时不同环境温度下的

喷雾图像中可以发现，喷雾浓度随温度升高而减

小。气体密度随环境温度升高而减小，喷雾与空

气之间动量交换减少，喷雾贯穿距离先变大。但

同时环境温度升高也促进喷雾蒸发，喷雾贯穿距

离开始减小。图１７背压为０．１ＭＰａ、燃油温度为

图１５　不同环境温度下喷雾贯穿距离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１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ｒａｙ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ｂｉ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图１６　不同环境温度下喷雾发展图像

（狆ａ＝０．１ＭＰａ，犜＝１ｍｓ）

Ｆｉｇ．１６　Ｓｐｒａ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ｂｉ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狆ａ＝０．１ＭＰａ，犜＝１ｍｓ）

图１７　不同环境温度下喷雾距离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１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ｒａｙａｒｅａｗｉｔｈｔｉｍ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ｍｂｉ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３０℃时不同环境温度下喷雾面积的变化也说明

了这点，图１７中喷雾面积在狋ａ＝５０℃、犜＝１．０ｍｓ

时达到最大值９１５．５ｍｍ２。因此在图１５中，环境

温度小于６０℃时，空气阻力减少的作用大于蒸发

作用，在环境温度大于６０℃后，蒸发作用占据主

导地位［２８］。

图１８是背压为０．１ＭＰａ、燃油温度为３０℃

时，在不同环境温度下的喷雾锥角变化规律，可以

发现环境温度小于等于６０℃时喷雾锥角随时间

推移逐渐减小；环境温度大于６０℃时喷雾锥角先

快速减小，然后在犜＝０．８ｍｓ开始变化速度逐渐变

缓。环境温度为９０℃时喷雾锥角有最小值９．２°。

图１８　不同环境温度下的喷雾锥角

Ｆｉｇ．１８　Ｓｐｒａｙｃｏｎｅａｎｇｌ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ｂｉ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３　结　论

在定容弹内通过可视化技术捕获了ＥＤＩ自

增压喷嘴喷雾图像，得到了背压、燃油温度和环境

温度等参数对ＥＤＩ自增压喷嘴航空煤油喷雾特

性的影响规律，主要结论如下：

１）油线在空气夹带、空气作用力和液体表面

０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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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共同作用下形成，背压大于０．１ＭＰａ时出现大

尺度涡流，油线和涡流加强了喷雾蒸发与雾化作

用，有利于形成可燃混合气。喷雾贯穿距离和喷雾

面积随着背压增大而减小，犜＝１．５ｍｓ时在背压为

０．８ＭＰａ下分别有最小值４９．７ｍｍ和５３８．２ｍｍ２。

２）燃油温度的升高可以促进喷雾蒸发和增

加喷雾初始动量，但是喷雾蒸发作用对喷雾特性

的影响比喷雾初始动量增加的作用更强。喷雾贯

穿距离、喷雾面积和喷雾锥角随燃油温度升高而

减小，且均在燃油温度为５０℃时出现最小值。

３）随着环境温度的升高，喷雾贯穿距离和喷

雾面积先增大，当环境温度继续升高时，喷雾蒸发

作用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喷雾贯穿距离和喷雾面

积开始减小。在环境温度为３０～９０℃之间，喷雾

锥角随着环境温度的升高而一直减小，环境温度

为９０℃时有最小值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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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犲狉狅狊狆犪犮犲犘狅狑犲狉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１２


Ｄｅｃ．２０２０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０５５（２０２０）１２２５９３０９　　　　　　　　犱狅犻：１０．１３２２４／ｊ．ｃｎｋｉ．ｊａｓｐ．２０２０．１２．０１３

基于５００犎狕犗犎犘犔犐犉技术的超声速

燃烧室火焰结构

叶家伟１，２，张顺平３，于　欣４，陈　爽２，任虹宇３，赵延辉３，彭江波３，杨顺华３

（１．国防科技大学 空天科学学院，长沙４１００７３；

２．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设备设计与测试技术研究所，四川 绵阳６２１０００；

３．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空天技术研究所，四川 绵阳６２１０００；

４．哈尔滨工业大学 航天学院 可调谐激光技术重点实验室，哈尔滨１５０００１）

摘　　　要：针对超声速燃烧室火焰驻留时间短和高湍流度的特点，利用５００Ｈｚ高频ＯＨＰＬＩＦ（ｐｌａｎａｒｌａｓｅｒ

ｉｎｄｕｃｅｄ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技术，研究了氢燃料超声速燃烧室火焰结构，结合壁面压力，获得了点火、稳焰以及熄火

过程的规律。结果表明：隔离段入口来流马赫数为２的情况下，氢气当量比０．１和０．３，在火花塞点火下，２ｍｓ

均能点燃并获得ＰＬＩＦ火焰图像，其中当量比为０．１凹槽内存在爆燃现象，火焰达到稳定燃烧状态较慢（约６５

ｍｓ）。稳焰过程中，当量比为０．３燃烧相对不充分，燃烧区域更靠近下壁面，燃烧位置和火核位置变化较大。

当量比为０．１和０．３，熄火时间均在６ｍｓ内，其中当量比为０．１熄火时火焰是从凹腔中部传播到凹腔前缘位

置熄灭并伴随有一个短暂火焰增强的过程，并且在传播至凹腔前缘时已接近熄灭，当量比为０．３在熄灭前则

是慢慢变弱，最终在凹腔前缘至喷氢位置间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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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ｓｕｐｅｒｓｏｎｉｃ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ｆｌａｍ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ａｖｉｔｙ；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ＯＨＰＬＩＦ （ｐｌａｎａｒｌａｓｅｒｉｎｄｕｃｅｄ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超燃冲压发动机是实现高超声速飞行的重要

动力系统，超燃冲压发动机的研制过程中依然有

诸多关键技术亟待突破，比如实现快速点火、燃料

高效掺混、火焰稳定燃烧等。发展先进的流场测

量技术，实现对燃烧室内的细致流场结构的观测

和诊断相当重要。由于燃烧室高速气流，约１０００

ｍ／ｓ，流经燃烧室时间极短（ｍｓ量级），受混合过

程限制，发动机点火和火焰稳定困难。因此，通过

研究火焰结构，了解超声速燃烧室火焰发展规律，

提高燃料喷注和混合的效率、提高初始火焰的传

播和扩散能力、提高火焰稳定燃烧能力是研制超

燃冲压发动机的关键问题。

平面激光诱导荧光（ｐｌａｎａｒｌａｓｅｒｉｎｄｕｃｅｄｆｌｕ

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ＰＬＩＦ）诊断技术是利用整形为平面的

可调谐激光选择性地激发燃烧场中的活性基团，

诱导产生荧光辐射，利用面阵探测器对荧光进行

探测获得燃烧场的反应锋面、结构、活性基团分布

和温度分布等信息的一种技术手段，具有探测空

间范围大、时空分辨率高等优点，而且 ＯＨ 自由

基作为燃烧过程的主要中间产物，被视作燃烧的

反应区，所以 ＯＨＰＬＩＦ在表征超声速燃烧反应

区应用很广。虽然ＰＬＩＦ诊断技术已经成为国内

外各主流研究单位研究超声速燃烧过程普遍采用

的技术手段［１４］，但是目前商用ＰＬＩＦ系统工作频

率都较低，一般在１０～３０Ｈｚ，因此现有的ＰＬＩＦ

诊断技术绝大多数只能获得稳态燃烧的流场图

像。在超燃冲压发动机燃烧室中，燃料的驻留时

间只有毫秒量级，点火延迟时间５～１０ｍｓ，要想准

确获得发动机点火过程的瞬时图像，现有的低频

ＰＬＩＦ技术难以做到。近年来，随着高频泵浦源激

光器技术的发展［５６］，百赫兹至千赫兹的高频

ＰＬＩＦ技术逐渐在燃烧流场的诊断中得到应用，为

研究超声速湍流燃烧非稳态过程提供了一种新的

手段，国外已开展相关研究。公开报道有２０１７年

美国空军实验室的Ｍｉｌｌｅｒ等
［７］在马赫数为２的设

备上分别同步开展了５０ｋＨｚ和１００ｋＨｚＣＨ自

发光和ＣＨ２ＯＰＬＩＦ点火测试（燃料为乙烯）。该

试验采用火花塞点火和脉冲雷管点火，研究了不

同的当量比，不同的点火方式的点火特性，结果发

现不同的点火方式获得的结果明显不同，但均可

以反应点火以及火核传播的过程。２０１３年，密歇

根州立大学的 Ｈａｍｍａｃｋ等
［８］在赖特帕特森空

军基地的直连式超声速燃烧试验平台首次对超声

速燃烧过程开展了高频ＰＬＩＦ测量试验研究，应

用１０ｋＨｚ高频ＯＨＰＬＩＦ系统研究了马赫数为２

的来流条件下凹腔稳燃火焰结构和火焰动力学

（燃料为乙烯），获得了燃烧室流向凹腔稳燃的高

速ＯＨＰＬＩＦ火焰结构序列，针对超燃湍流火焰

直接获得了高采样频率燃烧序列图像，可以更好

地描述火焰分布，还可以研究与时间有关的现象，

比如火焰表面的发热和燃烧声学耦合的影响。

本文主要通过搭建５００ＨｚＯＨＰＬＩＦ测量系

统，开展燃烧室流场高频ＰＬＩＦ测量试验，获取

ＯＨＰＬＩＦ图像，完成对凹腔火焰分布进行可视化

成像，并主要研究燃料喷注不同当量比条件下的

火焰结构。

１　试验系统与测试方法

１１　试验设备

本试验在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４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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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ＲＤＣ）的３ｋｇ／ｓ脉冲燃烧直连式风洞上开展，

如图１所示。该脉冲燃烧风洞可提供５００ｍｓ试

验时间，采用氢富氧燃烧来获得高焓来流，用于模

拟实际发动机工作状态，其具体工作和试验能力

可参考文献［９１３］。

本试验选用的发动机燃烧室构型如图１所

示，包含隔离段、单凹腔段和扩张段。

隔离段入口横截面为３０ｍｍ×１５０ｍｍ，隔离

段长度为０．３ｍ，包括两部分：即为０．２２ｍ长的等

直段和０．０８ｍ长带有上壁面１．４°扩张角的扩张

段。燃烧段长度范围为０．３０～１．０７ｍ，包括长深

比为１１的凹槽和四段扩张的扩张段。凹槽深为

１１ｍｍ，凹槽底部扩张角为１．４°。四段扩张分别

为１０５ｍｍ长带有１．４°扩张角的第一扩张段、１５５

ｍｍ长带有２°扩张角的第二扩张段、１４２ｍｍ长带

有８°扩张角的第三扩张段和长度为１０３ｍｍ带有

１５°扩张角的第四扩张段。

凹腔内部采用氢气燃料喷注，模型点火采用

火花塞，火花塞频率为１２．５Ｈｚ、能量为６～７Ｊ，火

花塞位于凹腔内距离凹腔前台阶７５ｍｍ，展向距

离６４ｍｍ，对称分布两个，试验模拟飞行马赫数

４．０，对应的隔离段入口马赫数为２，入口总压和

总温分别为０．８ＭＰａ和９５０Ｋ。

图１　脉冲燃烧风洞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ｕｌｓ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ｗｉｎｄｔｕｎｎｅｌ

图２　高频ＰＬＩＦ系统和凹腔内结构图

Ｆｉｇ．２　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ＬＩＦ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ｃａｖ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１２　高频犘犔犐犉测试系统

高频ＰＬＩＦ系统实物光路图如图２所示，其

中高频ＰＬＩＦ测试系统，主要包括激光器系统、光

束整形系统、数据采集系统等，激光器系统主要包

括激光器、探测器、时序控制和片光传输系统。

Ｎｄ：ＹＡＧ激光器输出波长为５３２ｎｍ，平均脉冲能

量为３０ｍＪ，重频为５００Ｈｚ。可调谐燃料激光器输

出紫外激光波长为２８３．５５３ｎｍ。为提高系统的稳

定性，片光整形系统由电动旋转台、电动位移台和

手动升降台完成整形系统光学镜片的精确调节，系

统调节精度为百微米。系统中光学镜片包含扩束

负透镜（焦距犳＝－１５ｍｍ）、准直柱透镜（犳＝３５０

ｍｍ）和聚焦透镜（犳＝２７５ｍｍ）。通过调节透镜组，

试验激光片光宽为１００ｍｍ、厚为５００μｍ，从底部入

射进入燃烧室，覆盖整个凹腔区域。探测器相机采

用ＩＣＭＯＳ采集系统，门宽为１００ｎｓ，工作频率为

５００Ｈｚ。

试验凹腔模型及高频ＰＬＩＦ测量试验布局如

图２。定义凹腔所在壁面为上壁面，试验中激光

片光距离凹腔中轴线约为 ９ｍｍ，激光波长

２８３．５５３ｎｍ，能量约为１．７ｍＪ，探测系统门宽为

１００ｎｓ，帧频为５００Ｈｚ。试验中壁面压力传感器

安装于侧板中间，主要记录燃烧室及隔离段靠近

燃烧室位置压力变化。压力测量精度为０．０２％，

５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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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频率为１ｋＨｚ。

２　结果与讨论

本次试验研究的条件如表１，通过选取两不

同工况燃烧室壁面压力，分析从点火成功到火焰

熄灭燃烧室的壁面压力变化。结合实际试验结

果，选取燃烧室壁面两个测点，（犐１ 和犐２，距离凹

腔前缘２９ｍｍ和６９ｍｍ）在火焰点燃、燃烧室压力

建立后约３３０ｍｓ内压力曲线，共计３３００个压力

值。为便于分析和比较，压力零时刻设置为每次

试验燃烧室喷注氢气的时刻，将每次试验点火时

刻对应ＰＬＩＦ图像首次出现氢气火焰的那一帧

（狋１），这样的定义由于压力测量的响应和滞后问

题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如图３。

表１　试验研究条件

犜犪犫犾犲１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

当量比 喷注压力／ＭＰａ 喷注位置（距前缘／ｍｍ） 入口马赫数 喷孔直径／ｍｍ

０．１ １．５ ２５ ２ １

０．３ ４ ２５ ２ １

图３　当量比为０．１和０．３时壁面压力曲线

Ｆｉｇ．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０．１ａｎｄ０．３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ｕｒｖｅ

　　通过对压力值的研究发现，氢气当量比（Φ）

为０．１工况燃烧室点火成功到持续稳定总时间约

２８６ｍｓ，这与ＰＬＩＦ获得的１４５幅火焰图像时间基

本对应，相差６ｍｓ的可能原因是燃烧室压力已经

下降，但是火焰还没有完全熄灭，ＰＬＩＦ也获得了

图像。对照获得的 ＰＬＩＦ 图像所以基本确定

０．０１～０．６６ｓ为点火阶段，０．０６６～０．２９６ｓ为稳定

燃烧阶段，０．２９６～０．３０２ｓ为熄火阶段。氢气当

量比０．３工况燃烧室点火成功前燃烧室压力已经

明显上升，点火成功到持续稳定总时间约为２１８

ｍｓ，这与ＰＬＩＦ获得的１１８幅火焰图像时间相差

１８ｍｓ，说明熄火前的９幅ＰＬＩＦ图像对应的燃烧

室压力已经下降，属于不稳定燃烧。对照获得的

ＰＬＩＦ图像所以基本确定０．０９ｓ为点火阶段，迅速

达到稳定状态，０．０９～０．３２０ｓ为稳定燃烧阶段，

０．３２０～０．３２６ｓ为熄火阶段。总体上看，当量比

为０．３时，在点火成功后约４ｍｓ燃烧室压力达到

稳定，在２１５ｋＰａ上下波动，而当量比为０．１时，

在点火成功后有一个明显升高的过程，压力达到

１７２．８ｋＰａ（０．０２８ｍｓ），约５６ｍｓ（此时对应狋２８）后

压力开始稳定。并且当量比为０．３情况下，两个

测点压力值比较接近，说明凹腔壁面压力值沿流

６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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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区别较小，而当量比为０．１两测点压力值有明

显的差异，说明壁面压力沿流向区别较大。

２１　不同当量比下燃烧室点火过程

研究不同当量比下，高频ＰＬＩＦ试验获取到

的火焰图像，其中色标中０～１反映ＰＬＩＦ信号强

度由弱至强，下文中所有ＰＬＩＦ图像均采用同一

颜色标尺。第一幅图像定义其为狋１，这也是压力

曲线对应的点火时刻为０．０１ｓ和０．０９ｓ，狋１～狋２ 每

幅图间隔时间２ｍｓ，燃烧室来流方向、点火及喷注

位置如图４，下文中讨论均依据此定义。

图４　当量比为０．１时点火过程ＯＨＰＬＩＦ图像

Ｆｉｇ．４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ｉｏ０．１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ＨＰＬＩＦｉｍａｇｅ

氢气当量比为０．１的狋１ 时刻图像显示发生

了爆燃现象。可燃气体燃烧主要有定压燃烧、爆

燃、爆轰和定容爆炸４种形式
［１４１５］，爆燃是一种带

有压力波的燃烧。从壁面压力曲线看，在点火成

功后有一个明显升高的过程，压力达到１７２．８ｋＰａ

（狋＝０．０２８ｍｓ），ＰＬＩＦ图像更是覆盖了整个凹腔，

相比后面时刻的ＰＬＩＦ图像火焰处于一个极值。

说明低当量比下氢气喷注压力低，氢燃料穿透深

度小。影响射流穿透深度的主要因素包括喷注物

的性质、喷注压力、气流的马赫数、韦伯数等［１６１７］，

所以此工况下燃料穿透深度可能未超过凹腔深度

为１１ｍｍ，导致凹腔内氢气聚集，火花塞点火瞬间

发生了爆燃现象（狋１），火焰区域基本覆盖整个凹

腔，点燃后随着氢气的不断燃烧，凹腔内氧气浓度

降低，火焰强度减弱（狋２），燃烧室内压力下降，随

着凹腔内空气与外部的新鲜空气进行交换，氧气

浓度增加，火焰强度又得到增强（狋３）。这种燃烧

强度的变化与凹腔内外质量交换特征时间狋ｍ 和

氢点火延迟时间狋ｉ有关。质量交换时间涉及到

不同温度、压力、组分、燃烧室构型、燃料喷注等因

素，目前还处在研究阶段，没有合适的结论。点火

延迟时间也引起许多科研人员的关注［１８２３］，到目

前为止，获得的可用信息也比较少，一个相关点火

延迟时间公式如下［２４］：

狋ｉ＝狋０
狆
狆（ ）
ａｔｍ

－０．３９


－０．５７ｅ

犜
０（ ）
犜

式中狋０＝１０
－３

μｓ，犜０＝１４７００Ｋ，狆ａｔｍ为标准大气

压，狆和犜 分别为研究条件的压力和温度，Ф 为

当量比。鉴于研究的水平，本次讨论质量交换特

征时间狋ｍ 和氢点火延迟时间狋ｉ不进行定量分析，

仅仅基于理论上进行定性分析。当狋ｍ＞狋ｉ，凹腔

内的氧气得不到及时补充，火焰的强度就会降低。

从狋１～狋９ 看，火焰的强度在周期性的增强和减弱，

当狋ｍ≈狋ｉ时，火焰达到稳定。对照压力曲线，从火

焰点燃至压力稳定至少需要５６ｍｓ，也就是狋１～狋９

显示的均是当量比为０．１火焰稳定前的火焰结

构。通过对应氢气喷注位置和点火器的位置可以

看到，狋２ 时刻火焰存在区域较小，仅存在于喷氢位

置和点火位置之间，说明燃烧还在受上一时刻的

爆燃影响。狋３ 时刻火焰便开始存在于凹腔前缘至

点火位置，并且在喷氢位置火焰连续但是较弱，使

得火核出现两个，一个在喷氢位置至凹腔前缘间，

另一个在喷氢位置至点火位置间，这是火焰主要

分布位置。为结合壁面压力更全面研究点火过程

选取狋２６～狋３１时刻的ＰＬＩＦ图像，如图４，此时壁面

压力接近稳定，ＰＬＩＦ图像火焰区域基本覆盖凹腔

前缘至点火位置，变化较小，除了狋３０时刻图像出

现周期性的减弱。观察狋１～狋９ 和狋２６～狋３１时刻的

火焰位置分布，可以看出火焰靠近上壁面，说明当

量比为０．１情况下剪切层靠近壁面，覆盖主流区

域较少。

７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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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５氢气当量比为０．３时，通过压力曲线

分析，燃烧室压力在点火成功后迅速就开始稳定

在２１５ｋＰａ左右波动，说明当量比为０．３时火焰

在点火成功后便已达到稳定燃烧状态，此时氢燃

料喷注压力大，穿透深度大，直接进入主流，没有

在凹腔内部大量聚集。从狋１ 时刻图像可以看出，

由于燃料流量较大，速度快，氢气驻留时间短，点

火没有出现爆燃现象，火焰最初在点火位置下方

出现，强度很弱。分析狋２ 时刻图像，可以发现火

焰明显增强并且火焰回传至凹腔前缘，但是火焰

的核心区域分布在喷氢位置至点火位置。从狋２

时刻开始，火核开始并一直存在于喷氢位置至点

火位置，但是除了狋７ 时刻，喷氢位置至凹腔前缘

之间也存在与一个小的火核，并且在狋４ 和狋９ 时

刻，火焰在喷氢位置至凹腔前缘之间燃烧更强。

同样，狋１～狋９ 在喷氢位置火焰均较弱，而且由于氢

气喷注压力大，在狋７ 和狋８ 时刻直接冲断了火焰，

得到两团火焰。对比当量比为０．１，整体火焰位

置分布靠近主流，与上壁面间隔增大，说明当量比

为０．３情况下剪切层下移至主流区域。此外，通

过多张图像的对比，可以发现在当量比为０．３的

情况下，火焰燃烧强度低于当量比为０．１，说明在

超声速来流下，随着当量比增加，凹腔内的燃料当

量比变高，凹腔内的氢气不能够完全燃烧充分。

图５　当量比为０．３时点火过程ＯＨＰＬＩＦ图像

Ｆｉｇ．５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ｉｏ０．３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ＨＰＬＩＦｉｍａｇｅ

２２　不同当量比下火焰稳定特性

通过对高频ＰＬＩＦ图像灰度化后进行燃烧轮

廓提取，计算轮廓面积来反映火焰燃烧区域的面

积，一定程度可以反映燃烧强度变化，如图６，横

坐标表示帧数，纵坐标表示面积。研究面积变化

曲线可以看出当量比为０．１和０．３燃烧室燃烧区

域面积均波动较大。

氢气当量比为０．１情况下，燃烧最大区域出

现在狋１ 时刻，此时火焰还没达到稳定燃烧，在狋２７

时刻，参考压力曲线火焰也还未进入稳定燃烧阶

段。火焰燃烧区域最小在狋７２时刻，如图６所示，

火焰很弱分布在凹腔内部，喷氢位置也出现间断，

接近熄灭。整体上在第６０帧后火焰区域面积波

动较稳定，选取三个时刻的图像如图７，火焰稳定

在喷氢位置和点火位置之间的剪切层内，强度上

有较小的变化，位置上基本没变化，并且在凹腔前

缘至喷氢位置存在一个形状细长的预混燃烧区。

图６　不同当量比火焰区域面积变化曲线

Ｆｉｇ．６　Ａｒｅａｃｈａｎｇ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ｆｌａｍｅａｒｅａ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ｉｏ

图７　火焰稳定燃烧图像（Ф＝０．１）

Ｆｉｇ．７　Ｆｌａｍｅｓｔａｂｌ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Ф＝０．１）

在研究点火时已经得出氢气当量比为０．３情

况下，火焰从点燃便处于压力稳定状态燃烧，但是

伴随着很大的不稳定性。对比当量比为０．１可以

８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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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发现燃烧区域面积出现较大值如狋４０，较小值

如狋２１、狋５３的帧数明显增多，说明当量比为０．３燃

烧更不稳定。在燃烧面积最大的狋４０时刻，火焰燃

烧基本到达下壁面，说明火焰燃烧位置不仅仅只

在剪切层内，受喷注压力影响较大，有极不确定

性。在火焰燃烧区域面积小的比如狋２１、狋５３时刻，

火焰虽然也很弱，但是强于当量比为０．１情况下，

并且火焰始终明显的存在于剪切层。

研究火焰区域在凹腔内位置变化时，通过提

取每幅火焰图片垂直于来流方向最下端纵坐标，

绘制位置变化（狓）曲线，如图８。两个当量比由于

火焰实际拍摄上可能存在不一致，所以两者绝对

位置不进行比较，只进行各自火焰位置变化的讨

论，并展示变化特征。氢气当量比为０．１时狋１３时

刻火焰位置最靠近上壁面，燃烧不充分，按照之前

的分析，火焰还没达到稳定燃烧状态。狋４９时刻火

焰位置最靠近下壁面，燃烧充分，火焰也已经进入

图８　不同当量比火焰区域下端位置变化曲线

Ｆｉｇ．８　Ｃｈａｎｇ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ｅ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ｆｌａｍｅａｒｅａ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ｉｏｓ

稳定燃烧阶段。氢气当量比为０．３时狋１０３时刻火

焰位置最靠近上壁面，燃烧极不充分，火焰很弱，

并且在喷氢位置出现间断。狋４０时刻火焰位置最靠

近下壁面，燃烧充分，基本覆盖整个凹腔。整体上

看，当量比为０．１火焰下端位置基本在５２６～５９０

ｍｍ之间，６４ｍｍ范围内波动。当量比为０．３火

焰下端位置基本在５４０～６５５ｍｍ 之间，１１５ｍｍ

范围内波动。当量比为０．３位置变化比当量比为

０．１要剧烈。

２３　不同当量比下燃烧室熄火过程

在分析不同当量比熄火过程ＰＬＩＦ图像时发

现两个当量比火焰熄灭均在６ｍｓ，因为此时通过

获得的ＰＬＩＦ图像可以看出从图像中火焰完全消

失往前推开始火焰减弱图像，发现符合特征的有

３张ＰＬＩＦ图像，而且此时对照压力曲线，燃烧室

壁面压力已经开始下降，所以判断两个当量比火

焰熄灭均在６ｍｓ，对应具体时刻在结果与讨论开

始的篇幅中已有说明，当量比为０．１对应时刻

０．２９６～０．３０２ｓ，当量比为０．３对应时刻０．３２０～

０．３２６ｓ。所以选取熄火前４个时刻的图像进行研

究，如图９。

图９　不同当量比熄火过程ＯＨＰＬＩＦ图像

Ｆｉｇ．９　ＯＨＰＬＩＦｉｍａｇｅｏｆｆｌａｍｅｏｕ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ｉｏｓ

氢气当量比为０．１时，可以发现在火焰熄灭

前壁面压力已经下降，火焰燃烧区域面积也在减

小，但是分析ＰＬＩＦ图像发现狋１４３～狋１４４时刻火焰有

９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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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明显的增强，到狋１４５时刻火焰在喷氢位置和点

火位置间靠近凹腔上壁面，变得很弱，接近熄灭，

狋１４６时刻火焰基本熄灭，还有微弱残留在凹腔前缘

位置。氢气当量比为０．３时，火焰熄灭前压力下

降明显，火焰区域面积变化不大，从ＰＬＩＦ图像可

以发现从狋１１６～狋１１８时刻火焰由主流向凹腔收缩，

并由凹腔中段向前缘收缩，火核位置也是由凹腔

中部向前缘移动，狋１１９完全熄灭前依然有明显的火

焰，火焰存在于氢气喷孔与凹腔前缘之间，所以完

全熄灭应该在狋１１８时刻与狋１１９时刻之间。

３　结　论

利用高频 ＯＨＰＬＩＦ技术，针对不同当量比

对超声速燃烧室火焰燃烧与稳定进行了研究。具

体通过ＰＬＩＦ图像并结合壁面压力，仔细分析图

像信息。高频ＰＬＩＦ能够准确描述不同时刻燃烧

反应的位置和强度变化，对于超声速燃烧室点火

与稳焰研究提供大量试验参考。结果表明：

１）当量比为０．１和０．３，在２ｍｓ均能捕捉到

ＰＬＩＦ火焰图像，其中当量比０．１存在爆燃现象，

火焰进入稳定燃烧状态较慢。

２）稳焰过程中，当量比为０．３燃烧相对不充

分，燃烧区域更靠近下壁面，燃烧位置和火核位置

变化较大。

３）当量比为０．１和０．３，熄火时间均在６ｍｓ

内，其中当量比为０．１熄火时火焰是从凹腔中部

传播到凹腔前缘位置熄灭并伴随有一个短暂火焰

增强的过程，并且在传播至凹腔前缘时已接近熄

灭，当量比为０．３在熄灭前则是慢慢变弱，最终在

凹腔前缘至喷氢位置间熄灭。

以上研究均针对于此燃烧室，获得的结论也

是建立在此燃烧室构型和此种点火和喷注方式基

础上。为获得更多更全面的数据，可针对不同燃

烧室、不同工况开展深入研究。同时由于燃烧室

高速气流，流经燃烧室时间极短（ｍｓ量级），并且

湍流燃烧不稳定性很大，为进一步研究超声速燃

烧室点火与稳焰过程，下一步研究需进一步提高

ＰＬＩＦ工作频率，获得更多超声速燃烧过程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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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航空发动机不平衡故障部位识别

陈　果，杨默晗，于平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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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基于机匣测点的航空发动机不平衡故障部位识别问题，提出了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航

空发动机不平衡故障部位诊断方法。针对某典型双转子航空发动机，建立整机耦合动力学模型，并利用数值

积分算法实现不平衡故障数值仿真；在从发动机压气机端到涡轮端的高、低压转子上选择４个不平衡故障部

位作为诊断对象，通过仿真分析得到发动机典型转速下的转子不同部位不平衡故障的仿真样本；计算４个机

匣测点信号的规范化频谱，通过对大量仿真数据的处理得到反映不同不平衡故障部位的故障样本集；利用仿

真得到的大量不平衡故障样本，训练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利用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优良特征学习能力实现航

空发动机不平衡故障的不同部位进行识别，数值试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对航空发动机不平衡故障部位的识别

准确率达到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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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１２期 陈　果等：基于深度学习的航空发动机不平衡故障部位识别

　　现代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结构复杂，零件细

而薄，刚性较小易发生振动或共振，加之连接件的

“松动”等缘故，转子的平衡易被破坏，工作中常出

现较大的不平衡量，这就容易引起较大的振动［１］。

另外，航空发动机处于恶劣的环境中运行时，吸入

的空气可能含有盐、酸等的潮气、雨水、冰、沙石甚

至飞鸟等，使得转子上部分零件容易被侵蚀、打

伤、变形，从而可能大大地加大了转子的不平衡

量。若发生叶片被打伤、掉块或折断，则转子产生

很大的突加不平衡量。由此可见，航空发动机的

不平衡故障是一种典型的频发故障［１］。

转子不平衡量过大引起的振动过大现象是十

分简单、清楚的。主要就是发动机振动过大，超过

了允许的数值，而且振动频率等于转子转速的频

率［２］。然而由于航空发动机的转子结构复杂，其

发生不平衡故障的部位存在随机性，准确诊断出

发生不平衡故障的准确位置通常比较困难，同时，

由于航空发动机的实际测试中往往只能够通过在

机匣上布置少量振动速度或加速度传感器来进行

故障监测和诊断，转子上的不平衡故障通过复杂

的路径传递到机匣测点，不平衡故障的信号特征

将产生很大的衰减，从不平衡部位到机匣测点间

均存在复杂的传递路径，不平衡部位和机匣测点

之间是典型的多对多的关系，从而导致实际振动

中难以准确诊断其故障部位。同时，机匣信号中

还存在很多干扰信号，进一步导致基于机匣测点

的转子不平衡故障部位识别的困难。

图１　某型典型高推质比双转子航空发动机整机结构简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ｈｉｇｈｐｕｓｈ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ｄｕａｌｒｏｔｏｒ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

目前对航空发动机不平衡故障诊断研究主要

集中在不平衡量的识别［３５］，而对不平衡故障发生

部位的识别研究较少。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算法

的发展，深度学习凭借其强大的特征学习能力，在

航空发动机故障诊断领域已经得到应用［６８］。因

此，本文拟采用深度学习方法进行航空发动机转

子不平衡故障部位诊断方法研究。

为了探讨方案的可行性，本文拟定采用航空发

动机整机振动模型来模拟转子不同部位的不平衡

故障，得到大量不同部位的不平衡故障样本，并基

于仿真样本来进行不平衡故障部位诊断研究。首

先，建立某典型航空发动机整机动力学模型，然后，

确定４个从低压端到高压端的高、低压转子不平衡

部位，以及４个机匣测点，利用数值积分的方法仿

真得到航空发动机在不同部位不平衡故障激励下

的机匣测点响应，最后，利用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

优越特征学习能力［９］，对机匣多测点的仿真样本进

行预处理，形成规范化频谱向量，并构建训练样本和

测试样本对卷积神经网络进行训练和测试。同时，

比较研究不同机匣测点、不同转速、以及不同故障程

度的诊断可靠性，为进一步构建实际航空发动机的

转子不平衡故障部位诊断模型提供理论和方法。

１　某典型双转子航空发动机整机

振动耦合动力学模型

　　图１为某典型双转子航空发动机整机结构简

图。发动机一共有５个支点（１＃、２＃、３＃、４＃、

５＃），其中支点４为中介轴承。测点１、２、３、４分

别为风扇机匣测点、中介机匣前测点、中介机匣后

测点、以及涡轮机匣测点，这４个测点为动力学仿

真的响应输出点。

采用文献［１０１２］提出了一种转子滚动轴承

机匣耦合动力学模型，在模型中利用有限元方法对

转子和机匣系统进行建模；支承系统采用了集总参

数模型，计入了滚动轴承非线性；定义了多种支承

和连接方式，以适应多转子和多机匣的复杂结构建

模。运用 Ｎｅｗｍａｒｋβ法和改进的 Ｎｅｗｍａｒｋβ法

（翟方法）相结合的数值积分获取系统非线性动力

学响应。该模型的突出优势是很容易进行非线性

故障仿真。文献［１３］将该模型应用于航空发动机

转静碰摩故障的整机振动建模与故障机理分析。

３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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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１４］在文献［１０１２］的基础上，考虑实际

航空发动机支承系统普遍采用的球轴承和滚子轴

承相结合的设计特点，在航空发动机整机振动分

析中对滚动轴承进行了详细建模。首先建立了５

自由度球轴承动力学模型，推导了在５自由度复

杂变形下的轴承力和力矩表达式；然后，针对圆柱

滚子轴承，利用“切片法”推导了考虑轴承径向变

形、圆柱转子凸度、轴承间隙以及轴承倾斜引起的

角向变形等复杂因素作用下的圆柱滚子轴承的作

用力；最后，将复杂的球轴承模型和滚子轴承模型

与６自由度的转子和机匣有限元梁模型结合，建

立了含复杂滚动轴承建模的航空发动机整机振动

模型，并利用数值积分方法进行了动力学方程求

解。文献［１５］将该模型应用于航空发动机支承松

动故障机理分析。

本文采用文献［１４］的建模方法对某型双转子

航空发动机进行整机耦合动力学建模，利用数值

积分方法求取系统振动响应。发动机低压转子和

高压转子及机匣用梁单元模拟，安装节用线性弹

簧模拟，转子和机匣的支承结构考虑为含集中质

量、线弹性支承刚度、非线性滚动轴承刚度、以及

黏性阻尼的集总参数模型。

图２为某型双转子航空发动机整机动力学模

型简图，图中 ＲＣ１、ＲＣ２、ＲＣ３、ＲＣ５均表示转子

机匣（ｒｏｔｏｒｃａｓｅ）的连接，等同于转子的支承

（ｓｕｐｐｏｒｔ），即Ｓ１、Ｓ２、Ｓ３、Ｓ５；ＣＢ１、ＣＢ２均表示机

匣基础（ｃａｓｅｂａｓｅ）的连接，即模拟安装节；ＲＲＣ

（ｒｏｔｏｒｒｏｔｏｒｃｏｕｐｌｉｎｇ）表示转子转子间的联轴

器；ＲＲＭ（ｒｏｔｏｒｒｏｔｏｒｍｅｄｉｕｍ）表示转子转子间

的中介支承，即等同于４＃支点Ｓ４；ＣＣ１和ＣＣ２

表示机匣机匣（ｃａｓｅｃａｓｅ）间的连接。

表１为发动机转子和机匣的有限元节点数

目；在各个转子与机匣间的支承连接参数信息如

表２所示；机匣和基础支承连接参数信息如表３

所示；低压转子联轴器参数信息如表４所示；转

子转子中介轴承连接支承参数信息如表５所示；

机匣机匣连接参数信息如表６所示；滚珠轴承的

参数如表７所示；滚柱轴承参数如表８所示。

图２　某型双转子航空发动机整机动力学模型简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ｄｕａｌｒｏｔｏｒ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

表１　转子和机匣的有限元节点数目

犜犪犫犾犲１　犉犻狀犻狋犲犲犾犲犿犲狀狋狀狅犱犲狀狌犿犫犲狉狊犳狅狉狉狅狋狅狉犪狀犱犮犪狊犻狀犵

参数
低压压气机

转子

低压涡轮

转子

高压

转子

内涵机匣

（整个内涵道机匣）

外涵机匣

（整个外涵道机匣）

节点数 ６ １５ １５ ９ ２７

表２　转子机匣支承动力学参数

犜犪犫犾犲２　犇狔狀犪犿犻犮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狉狅狋狅狉犮犪狊犻狀犵狊狌狆狆狅狉狋

转子机匣

支承连接

名称

外圈

质量／ｋｇ

轴承座

质量／ｋｇ

外圈与轴承座

之间的连接刚度／

１０７（Ｎ／ｍ）

外圈与轴承座

之间的连接阻尼／

（Ｎ·ｓ／ｍ）

轴承座与机匣

之间的连接刚度／

１０９（Ｎ／ｍ）

轴承座与机匣

之间的连接阻尼／

（Ｎ·ｓ／ｍ）

ＲＣ１ １ １０．４１０２ ３．５ ２０００．０ １．０ ２０００．０

ＲＣ２ １ ８．４０８６ １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０ ２０００．０

ＲＣ３ １ １６．７１７３ ５．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０ ２０００．０

ＲＣ５ １ ２０．０２０４ ２．５ ２０００．０ １．０ ２０００．０

４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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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机匣和基础支承连接动力学参数

犜犪犫犾犲３　犇狔狀犪犿犻犮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犮狅狀狀犲犮狋犻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犮犪狊犻狀犵犪狀犱犫犪狊犲狊狌狆狆狅狉狋

机匣基础支承

连接名称

狓径向线刚度／

１０９（Ｎ／ｍ）

狓径向线阻尼／

（Ｎ·ｓ／ｍ）

狔径向线刚度／

１０９（Ｎ／ｍ）

狔径向线阻尼／

（Ｎ·ｓ／ｍ）

ＣＢ１ １．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０ ２０００．０

ＣＢ２ １．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０ ２０００．０

表４　低压转子联轴器动力学参数

犜犪犫犾犲４　犇狔狀犪犿犻犮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犾狅狑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狉狅狋狅狉犮狅狌狆犾犻狀犵

联轴器

名称

径向刚度／

１０９（Ｎ／ｍ）

径向阻尼／

（Ｎ·ｓ／ｍ）

角向刚度／

１０６（Ｎ·ｍ／ｒａｄ）

角向阻尼／

（Ｎ·ｍ·ｓ／ｒａｄ）

ＲＲＣ １．０ ０ １．０ ０

表５　转子转子中介轴承连接动力学参数

犜犪犫犾犲５　犇狔狀犪犿犻犮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狉狅狋狅狉狉狅狋狅狉犻狀狋犲狉犿犲犱犻犪狋犲犫犲犪狉犻狀犵犮狅狀狀犲犮狋犻狅狀

中介轴承

支承名称

外圈

质量／ｋｇ

轴承座

质量／ｋｇ

外圈与轴承座

连接刚度／

１０８（Ｎ／ｍ）

外圈与轴承座

连接阻尼／

（Ｎ·ｓ／ｍ）

轴承座与外转子

连接刚度／

１０８（Ｎ／ｍ）

轴承座与外转子

连接阻尼／

（Ｎ·ｓ／ｍ）

ＲＲＭ １．０ １．０ ２．５ ５００．０ ２．５ ５００．０

表６　机匣机匣支承动力学参数

犜犪犫犾犲６　犇狔狀犪犿犻犮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犮犪狊犻狀犵犮犪狊犻狀犵狊狌狆狆狅狉狋狊

名称
径向刚度／

１０８（Ｎ／ｍ）

径向阻尼／

（Ｎ·ｓ／ｍ）

角向刚度／

１０８（Ｎ·ｍ／ｒａｄ）

角向阻尼／

（Ｎ·ｍ·ｓ／ｒａｄ）

ＣＣ１ １．０ ５０００ ５．０ ５０００

ＣＣ２ １．０ ５０００ ５．０ ５０００

表７　深沟球轴承型号及参数

犜犪犫犾犲７　犜狔狆犲犪狀犱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犱犲犲狆犵狉狅狅狏犲犫犪犾犾犫犲犪狉犻狀犵

支点
内径／

ｍｍ

外径／

ｍｍ

滚动

体数

球直径／

ｍｍ

径向游隙／

ｍｍ

弹性模量／

１０１１Ｐａ
泊松比

内圈沟曲率

半径系数

外圈沟曲率

半径系数
轴向力／Ｎ

１ １４０ ２００ ２２ １９．０５ ０．０１ ２．１ ０．３ ０．５２ ０．５２ １００００

３ １３３．３５ ２０１．７２５ ２０ ２２．２２５ ０．０１ ２．１ ０．３ ０．５２ ０．５２ ２００００

表８　圆柱滚子轴承型号及参数

犜犪犫犾犲８　犜狔狆犲犪狀犱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犮狔犾犻狀犱狉犻犮犪犾狉狅犾犾犲狉犫犲犪狉犻狀犵狊

支点
内径／

ｍｍ

外径／

ｍｍ

滚动

体数

滚子有效

长度／ｍｍ

滚子直线

长度／ｍｍ

滚子直径／

ｍｍ

径向游隙／

ｍｍ

凸度量／

ｍｍ
切片数

２ １３０ １８０ ３０ １２ ７．７７ １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１０

４ １１８．９４ １６４．０６４ ２８ １６ ７．７７ １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１０

５ １３０ １８０ ３０ １２ ７．７７ １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１０

５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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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基于整机模型的转子不平衡故障

仿真

２１　航空发动机整机不平衡故障仿真分析方法

尽管不平衡故障是一种线性故障，但是航空

发动机整机模型中存在一些非线性因素，例如滚

动轴承非线性刚度等。因此，航空发动机整机振

动耦合动力学模型属于典型大型非线性动力学模

型，如果考虑其他非线性故障，其非线性特征更加

突出。目前求取大型动力系统非线性响应的唯一

有效方法是数值积分法。本文采用 Ｎｅｗｍａｒｋβ
法和翟方法（一种基于改进Ｎｅｗｍａｒｋβ法的显示

积分法）相结合的方法对微分方程组进行求解，其

中利用Ｎｅｗｍａｒｋβ法对容易形成矩阵的转子和

机匣有限元模型进行求解，利用翟方法对不需要

形成矩阵的支承连接部件进行求解。该方法的特

点是只需要组装单个转子或机匣部件的动力学矩

阵，而不需要形成整个系统庞大的矩阵，求解效率

很高。数值积分方法参见文献［１０１５］，在此不做

赘述。

２２　转子初始不平衡及不平衡故障部位

在整机模型中，仅仅考虑不同部位的高、低压

转子转盘的不平衡量，不考虑其他故障。如表９

所示，正常不平衡量为发动机转子的初始不平衡

量。从压气机端到涡轮端定义高、低压转子４个

不平衡部位分别为：第１级风扇盘（ＦＡＮ１）、第４

级高压压气机盘（ＨＰＣ４）、高压涡轮盘（ＨＰＴ）、及

第１、２级低压涡轮盘（ＬＰＴ１、ＬＰＴ２）。将正常不

平衡量的２倍、５倍、１０倍考虑为不同程度的不平

衡故障。转子各个部位不平衡量的仿真条件如表

９所示，表中Ｐ１～Ｐ４表示４个初始不平衡部位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表９　转子不平衡故障仿真计算条件

犜犪犫犾犲９　犆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犳狅狉狉狅狋狅狉狌狀犫犪犾犪狀犮犲犱犳犪狌犾狋狊

初始

不平衡

部位

不平衡

程度

第１级

风扇盘

（ＦＡＮ１）

不平衡量／

（ｇ·ｃｍ）

第２、３级

风扇盘

（ＦＡＮ２、

ＦＡＮ３）

不平衡量／

（ｇ·ｃｍ）

第４级

高压

压气机盘

（ＨＰＣ４）

不平衡量／

（ｇ·ｃｍ）

第９级

高压

压气机盘

（ＨＰＣ９）

不平衡量／

（ｇ·ｃｍ）

第９级

高压压气机

后蓖齿盘

（ＨＰＣ９１）

不平衡量／

（ｇ·ｃｍ）

高压涡轮盘

（ＨＰＴ）

不平衡量／

（ｇ·ｃｍ）

第１、２级

低压涡轮盘

（ＬＰＴ１、

ＬＰＴ２）

不平衡量／

（ｇ·ｃｍ）

正常

Ｐ１

（ＬＰＣ

不平衡）

Ｐ２

（ＨＰＣ４

不平衡）

Ｐ３

（ＨＰＴ

不平衡）

Ｐ４

（ＬＰＴ

不平衡）

１倍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０ １２０ ５００

２倍 ２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０ １２０ ５００

５倍 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０ １２０ ５００

１０倍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０ １２０ ５００

２倍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５４ １２７ １２０ １２０ ５００

５倍 １００ １００ ６３５ １２７ １２０ １２０ ５００

１０倍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７０ １２７ １２０ １２０ ５００

２倍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０ ２４０ ５００

５倍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０ ６００ ５００

１０倍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０ １２００ ５００

２倍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０００

５倍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０ １２０ ２５００

１０倍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０ １２０ ５０００

注：表中加粗数据表明不平衡量在这些部位增加２倍、５倍和１０倍。

２３　计算转速

航空发动机在实际试车和使用过程中，通常

具有不同的转速，选择发动机的３个典型转速进

行不平衡故障部位诊断对于实时诊断航空发动机

不平衡故障部位具有实际意义。设航空发动机低

压转子转速为犖１、高压转子转速为犖２，本文分别

选取犖２ 最高转速的８０％（慢车状态）、９０％（暖机

６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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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及１００％（中间状态）进行仿真计算，其高、

低压转速分别为

１）８０％犖２ 最高转速（犖１＝５０９０ｒ／ｍｉｎ，犖２＝

１１７５１ｒ／ｍｉｎ）；

２）９０％犖２ 最高转速（犖１＝６９８０ｒ／ｍｉｎ，犖２＝

１３２０９ｒ／ｍｉｎ）；

３）１００％犖２ 最高转速（犖１＝８８８０ｒ／ｍｉｎ，

犖２＝１４６７５ｒ／ｍｉｎ）。

在仿真计算过程中，为了考虑实际情况中的

转速波动，以及增加深度卷积神经网络训练样本

多样性，在每个转速下的仿真计算中，进行了

１０％的转速波动。因此对于每一种工况下的转

速，每个样本的转速均存在一定的差异。

３　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航空

发动机转子不平衡故障部位识别

３１　基于深度学习的故障诊断优势

深度学习是近年来机器学习领域的一项重大

进展［１６］。与传统机器学习方法相比，深度学习方

法有两个突出优势，一是可以从原始数据中直接

进行特征学习，并且学习的特征判别能力远超手

工提取的特征；二是可以实现端到端的学习，即可

以直接学习从原始数据到类别标签的映射。得益

于深度学习的强大特征学习能力，近年来，语音识

别、计算机视觉、计算机围棋、自然语言处理等人

工智能应用的性能均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甚

至超越了人类的性能，显示出深度学习的巨大

威力［１７１９］。

图３　用于转子不平衡部位识别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模型

Ｆｉｇ．３　Ｄｅｅｐ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ｒｏｔｏｒ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本文利用深度卷积神经网络来进行航空发动

机不平衡部位的诊断和识别研究，直接将机匣测

点的时域信号进行频谱分析、规范化及数据融合

处理，得到多测点融合的规范化频谱数据，直接将

频谱数据输入到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学习，对于学

习好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即可运用于航空发动

机不平衡部位在线识别。与传统方法相比，大大

节省了故障信号分析时间和特征提取的环节，并

保证了数据信号的完整性。

３２　航空发动机不平衡故障部位识别的深度

学习模型

　　本文提出的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转子不

平衡故障部位识别方法，能够自适应提取故障特

征，实现不平衡部位的智能化识别。具体流程如

图３所示。

该深度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包括１个输入层、２

个卷积层、２个池化层、１个全连接层、以及１个输

出层。输入层为３２×３２的二维矩阵，可以通过

１０２４个规范化融合后的频谱数据变换得到；第一

层卷积层的卷积核数量为６，大小为５×５；第二层

卷积层的卷积核数量为１２，大小为３×３。池化层

步长设置为２，采用均值池化方法。输出层采用

Ｓｏｆｔｍａｘ分类器，其余激活函数均为ＲｅＬＵ函数。

输出层包含５个神经元，分别对应５个不平衡故

障部位（包含正常）。每个神经元输出为归属为每

一类的概率。学习率初始值设定为０．３，根据训

练的进程将不断调整，直至到达最小值１．０×

１０－４。训练批量为１０，最大迭代次数为１００次。

７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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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算法的关键步骤为如下：

步骤１　仿真分析得到机匣测点信号的原始

时域振动加速度信号；

步骤２　对多振通道动信号进行频谱分析，

然后进行频谱数据的规范化处理和多测点融合，

最终得到１０２４个频谱点，再将１０２４个频谱数据依

次变成３２×３２的二维图像信号；

步骤３　数据集分成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

步骤４　建立深度学习卷积神经网络模型

（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Ｃ

ＮＮ）模型；

步骤５　利用训练样本对深度卷积神经网络

进行学习，并利用测试样本对网络进行测试，最终

对本文基于ＤＣＮＮ的转子不平衡故障部位诊断

方法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进行评估。

３３　多通道振动信号的频谱数据融合与规范化

处理

　　在进行深度卷积神经网络训练和测试之前，

为了消除转速波动对信号频谱的影响，充分利用

机匣多测点的诊断信息，需要对转子不平衡故障

信号频谱进行规范化处理和数据融合，具体包括

如下两个步骤：

１）频谱数据规范化处理

以低压转子转速犖１ 对应的旋转频率犳犖
１
为

基准，对不同转速下的故障信号，需要通过预处理

使频谱中的频率间隔为相同的值，设为狇·犳犖１，狇

为正实数，为了有较高的频率分辨率，通常远小于

１，则频率间隔为狇倍低压转子转速。

设输出的频谱点数为狉，则根据频谱的对称

性，需要２狉个点是时域信号点，由离散傅里叶变

换可知，信号的分析时间应为

犜＝
１

狇·犳犖
１

＝２狉·Δ狋 （１）

　　则

Δ狋＝
１

２狉·狇·犳犖
１

＝
１

２狉·狇
· １
犳犖

１

（２）

　　因此，需要对原始信号按采样时间间隔Δ狋进

行重采样。然后对重采样后的２狉个数据点进行

频谱分析，得到频率规范化的频谱。

２）多通道频谱数据融合

为了充分利用每个通道的诊断信息，针对犿

个机匣测点的仿真信号分别进行频谱分析和频率

规范化处理后，得到规范化频谱数据后，分别取出

包含犖１ 和犖２ 频率分量的狀（狀＜狉）个频谱点进

行融合，依次排列构成犿×狀个数据点的频谱数

据。并以该数据输入到深度卷积神经网络进行训

练和学习。

综上所述，转子故障信号的预处理步骤如下：

步骤１　设频率分辨率狇·犳犖１，频谱点数为

狉，对原始信号按式（２）得到的时间间隔进行重采

样，得到２狉个数据点；

步骤２　对２狉个重采样得到的信号数据点

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

步骤３　对频谱值进行规范化处理后，在频

谱中取前狀（狀＜狉）个点作为故障信号的离散频谱

特征值，则形成一个狀维的特征向量，需要注意的

是狀个频谱值应该包含犖１ 和犖２ 分量；

步骤４　对犿个机匣测点的振动信号按相同

的规范化频谱分析方法处理得到狀个频谱值，对

犿个测点的频谱数据进行融合，依次重新排列成

新的频谱数据，数据长度为犿×狀。

以风扇机匣测点的压气机转子不平衡故障信

号为例进行了预处理方法说明，设狉＝１０２４。

１）频率分辨率参数狇的选择

由式（１）可知

狇＝
１

犜·犳犖
１

（３）

　　设重采样前的原始时域信号的总时间为犜０。

显然重采样后的分析时间需要满足犜≤犜０。所

以有

狇≥
１

犜０·犳犖
１

（４）

　　以转速 犖１＝５０９０ｒ／ｍｉｎ，犖２＝１１７５１ｒ／ｍｉｎ

的信号预处理为例进行分析。由式（４）计算可得，

狇≥０．１８。图４（ａ）为预处理前的原始信号波形，

其总时间为犜０＝０．６４ｓ。图４（ｂ）为狇＝０．０１的预

处理后的时域波形，其总时间为犜＝１．２ｓ。可以

看出，当时间大于犜０ 后其值为０。图４（ｃ）为狇＝

０．０５的预处理后的时域波形，其总时间为犜＝

０．２４ｓ，没有出现取值为０的情形。图中纵坐标犪

表示加速度，犵表示重力加速度。

由此可见，可以取狇≥０．１８的任意值，但是兼

顾１０２４个频率点所表示的频率范围，故本文取

狇＝０．０５，即重采样后的频率最大值为５１．２倍低

压转子旋转频率，满足了本文研究需要。

２）频谱规范化处理分析

图５为转速 犖１＝５０９０ｒ／ｍｉｎ，犖２＝１１７５１

ｒ／ｍｉｎ时的原始信号和频谱规范化处理后的频谱

图，其中横坐标为频谱点序号（即频谱上频率点的

顺序号）；图６和图７分别对应转速 犖１＝６０９８

８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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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参数狇对预处理效果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狇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图５　原始信号与规范化处理后的频谱图

（转速犖１＝５０９０ｒ／ｍｉｎ，犖２＝１１７５１ｒ／ｍｉｎ）

Ｆｉｇ．５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ｓｐｅｅｄ犖１＝５０９０ｒ／ｍｉｎ，

犖２＝１１７５１ｒ／ｍｉｎ）

图６　原始信号与规范化处理后的频谱图

（转速犖１＝６０９８ｒ／ｍｉｎ，犖２＝１３２０９ｒ／ｍｉｎ）

Ｆｉｇ．６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ｓｐｅｅｄ犖１＝６０９８ｒ／ｍｉｎ，

犖２＝１３２０９ｒ／ｍｉｎ）

ｒ／ｍｉｎ，犖２＝１３２０９ｒ／ｍｉｎ和转速犖１＝８８８０ｒ／ｍｉｎ，

犖２＝１４６７５ｒ／ｍｉｎ的情形。从图中可以看出，规范

化处理后的频谱，由于其频谱间隔为０．０５犳犖
１
，所

以低压转子转速频率始终固定在第２０根谱线处，

９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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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原始信号与规范化处理后的频谱图

（转速犖１＝８８８０ｒ／ｍｉｎ，犖２＝１４６７５ｒ／ｍｉｎ）

Ｆｉｇ．７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ｓｐｅｅｄ犖１＝８８８０ｒ／ｍｉｎ，

犖２＝１４６７５ｒ／ｍｉｎ）

而没有归一化处理的频谱中谱线间隔为固定值，

所以随着转速的变化，低压转子转频处的谱线位

置将随着转速变化而变化，不利于故障分析。将

影响后续将频谱数据输入到深度卷积神经网络进

行学习训练时训练效果，因此，频谱预处理对于得

到规范化的训练样本具有重要意义。

３）多测点规范化频谱数据融合分析

以转速犖１＝５０９０ｒ／ｍｉｎ，犖２＝１１７５１ｒ／ｍｉｎ

为例进行比较分析，在各个测点信号频谱规范化

处理中，频率间隔参数狇＝０．０５，即频谱间隔为低

压转子转速频率的狇倍，频谱数据犖＝１０２４。在

对４个机匣测点进行频谱数据融合中，选取每个

测点的前２５６个规范化频谱点，并依次排列为新

的１０２４个频谱点，构成融合后的新的规范化频谱

数据。图８为正常不平衡状态下多测点规范化频

谱数据融合结果，图９分别为低压压气机（ＬＰＣ）、

高压压气机（ＨＰＣ）、高压涡轮（ＨＰＴ）及低压涡轮

（ＬＰＴ）部位产生１０倍不平衡故障时，４个机匣测

点信号规范化频谱数据融合的结果。从结果中不

难发现对多个机匣测点频谱的融合后，形成新的

规范化频谱数据能够更全面地表征多个不平衡故

０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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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正常状态下的机匣多测点信号规范化频谱融合

Ｆｉｇ．８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ｆｕ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ｔｅｓｔ

ｐｏｉｎｔｓ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ｓｔａｔｅ

图９　不同部位不平衡故障下的机匣多测点信号规范化

频谱融合结果

Ｆｉｇ．９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ｆｕ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ｔｅｓｔ

ｐｏｉｎｔｓｉｇｎａｌｏｆｃａｓｅｕｎｄｅｒ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ｆａｕｌｔ

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障部位的差别。因此，多测点信号频谱的融合方

法对于本文研究的不平衡故障的部位诊断具有重

要意义。

３４　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转子不平衡部位

识别结果分析

３．４．１　机匣测点的诊断结果比较分析

针对不平衡量为１０倍正常状态、转速犖１＝

５０９０ｒ／ｍｉｎ，犖２＝１１７５１ｒ／ｍｉｎ下的的不平衡故障

仿真样本，进行不平衡故障部位诊断结果研究。

在风扇机匣、中介机匣前、中介机匣后、以及涡轮

机匣４个测点中，每个机匣测点的仿真样本的数

目是相同的，均包含正常、ＬＰＣ不平衡、ＨＰＣ不平

衡、ＨＰＴ不平衡及ＬＰＴ不平衡等５类不平衡故

障，每类仿真样本数为６１个，合计３０５个。其中

训练样本为随机选择８０％，测试样本为随机选择

２０％。用训练结果的训练均方误差表示深度卷积

神经网络对训练样本逼近程度，用测试精度表示

模型对测试样本的识别率。

在各个测点信号频谱规范化处理中，频率间

隔参数狇＝０．０５，即频谱间隔为低压转子转速频

率的狇倍，频谱数据犖＝１０２４。分别利用４个测

点的规范化频谱数据对深度神经网络进行学习和

训练，其结果如表１０和图１０所示。在对４个机

匣测点进行频谱数据融合中，选取每个测点的前

２５６个规范化频谱点，并依次排列为１０２４个频谱

点，构成融合后的新的规范化频谱数据。利用多

测点融合后的规范化频谱数据对深度卷积神经网

络进行学习和训练，得到的结果如表１０和图１０

所示。

１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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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不同测点的训练和测试结果列表

犜犪犫犾犲１０　犜狉犪犻狀犻狀犵犪狀犱狋犲狊狋狉犲狊狌犾狋狊犾犻狊狋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

狋犲狊狋狆狅犻狀狋狊

测点 训练误差 测试精度

风扇机匣测点 ０．１８９２ ０．９２３

中介机匣前测点 ０．３４３３ ０．３４６

中介机匣后测点 ０．３４５５ ０．３４６

涡轮机匣测点 ０．２５５６ ０．５５６

４个测点融合 ０．１４１４ ０．９６１５

图１０　不同机匣测点的测试和训练结果

（转速犖１＝５０９０ｒ／ｍｉｎ，犖２＝１１７５１ｒ／ｍｉｎ）

Ｆｉｇ．１０　Ｔｅｓｔａｎｄ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ｓｔ

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ｃａｓｉｎｇ（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ｓｐｅｅｄ犖１＝５０９０ｒ／ｍｉｎ，

犖２＝１１７５１ｒ／ｍｉｎ）

　　从学习和训练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基于单测

点规范化频谱数据的识别中，风扇机匣测点的识

别率最高，其他几个测点均很低，不能对转子不平

衡故障部位进行有效识别，但是，多测点融合的规

范化频谱数据表现出了很高的识别率，达到了

９６％以上。

３．４．２　不同转速下的不平衡部位诊断结果分析

针对１０倍不平衡量、以多机匣测点的规范化

融合频谱数据进行不同转速下的转子不平衡的不

同部位诊断，表１１和图１１为不同转速下的训练

和测试结果，从表１１可以看出，该方法适用于不

同转速下的不平衡部位诊断，在所有转速下均表

现出了很高的识别率。

表１１　不同转速下的训练和测试结果列表

犜犪犫犾犲１１　犜狉犪犻狀犻狀犵犪狀犱狋犲狊狋狉犲狊狌犾狋狊犾犻狊狋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狆犲犲犱狊

犖１／（ｒ／ｍｉｎ） 犖２／（ｒ／ｍｉｎ） 训练误差 测试精度

５０９０ １１７５１ ０．１４ ０．９６１５

６９８０ １３２０９ ０ １．０

８８８０ １４６７５ ０ １．０

图１１　不同转速下的测试和训练结果

Ｆｉｇ．１１　Ｔｅｓｔａｎｄ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ｓ

３．４．３　不同不平衡故障程度下的不平衡部位

诊断分析

　　１）不同不平衡程度的不平衡故障部位识别

在航空发动机实际运行中所产生的不平衡故

障，其不平衡程度是不一样的，为了使所建立的深

度学习模型能够识别出不同程度下的不平衡故障

部位，本文用表９中转速犖１＝５０９０ｒ／ｍｉｎ，犖２＝

２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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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５１ｒ／ｍｉｎ的２倍、５倍及１０倍不平衡故障下

的仿真数据进行测试。表１２和图１２为３种不同

程度下的仿真样本对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训练和

测试结果，卷积神经网络的输入为机匣多测点信

号的规范化频谱融合特征。从表１２和图１２可以

看出，２倍、５倍、１０倍不平衡故障下的部位识别

均有较高的精度，其中２倍的效果较差，仅仅达到

８２％，其原因在于不平衡程度过低，与正常情况的

区分度较小，从而导致识别困难。

表１２　不同不平衡程度的训练和测试结果列表

犜犪犫犾犲１２　犜狉犪犻狀犻狀犵犪狀犱狋犲狊狋狉犲狊狌犾狋狊犾犻狊狋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犾犲狏犲犾狊

狅犳犻犿犫犪犾犪狀犮犲

不平衡程度 训练误差 测试精度

２倍 ０．１１４３ ０．８２６９

５倍 ０ １．０

１０倍 ０．１４１４ ０．９６１５

图１２　不同不平衡程度下的测试和训练结果

Ｆｉｇ．１２　Ｔｅｓｔａｎｄ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２）多种程度不平衡故障下的部位识别

为了进一步提高对不平衡故障部位识别的准

确率，本文将多种不同程度的不平衡故障仿真数

据混合到一起参与训练，这样必将大大提高不平

衡故障识别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文用表９中转

速犖１＝５０９０ｒ／ｍｉｎ，犖２＝１１７５１ｒ／ｍｉｎ的２倍、５

倍及１０倍不平衡故障下的仿真数据进行试验，为

了验证方法的有效性，拟定采用３种试验测试方

案：①利用２倍、５倍训练，用１０倍不平衡量下的

数据来诊断不平衡故障的部位；②利用２倍、１０

倍不平衡量数据训练，用５倍不平衡量下的数据

来诊断不平衡部位；③利用５倍、１０倍训练，用２

倍不平衡故障数据来诊断不平衡部位。表１３为多

种程度不平衡故障样本的训练和测试结果，图１３

为多种不平衡程度的仿真样本测试和训练结果。

从表１３可以看出，当多种程度的不平衡故障

样本参与训练时，其训练和测试精度均达到了最

高，即训练误差为０，测试精度为１００％。当模型

训练好后对位置样本的预测能力也表现出了非常

优越的性能，其中，利用２倍和１０倍不平衡故障

同时参与训练得到的模型对５倍不平衡样本进行

预测，其准确率达到１００％，因为未知的不平衡故

障样本，其不平衡程度在２倍和１０倍之间。这个

结论也表明，如果参与学习和训练的样本的不平

衡程度只要覆盖了实际发动机的不平衡程度，训

练所得到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对未知不平衡

故障的部位识别将非常准确。

另外，从表１３可以看出，当未知样本的不平

衡程度不被包括在训练样本中，其识别精度将大

大降低，尤其是对识别不平衡程度比训练样本要

小的时候，误差很大，模型将不能用，如表１３所

示，用５倍和１０倍不平衡故障样本训练，用２倍

不平 衡 样 本 去 测 试，其 诊 断 精 度 仅 仅 达 到

４５．９％；如果识别不平衡程度比训练样本的大，其

识别精度仍然比较高。如表１３所示，用２倍和５

倍不平衡故障样本训练，用１０倍不平衡样本去测

试，其诊断精度仍能达到８１．９％。

３．４．４　其他不平衡部位诊断分析

如表９所示，本文选择ＬＰＣ（第１级风扇盘

ＬＰＣ１）、ＨＰＣ（第４级高压压气机盘 ＨＰＣ４）、

ＨＰＴ、ＬＰＴ（第１、２级低压涡轮盘 ＨＰＴ１、ＨＰＴ２）

作为不平衡故障部位进行研究，基本上覆盖了发

动机高、低压转子沿轴向的所有重要的不平衡部

位。其中，高压转子上的第９级高压压气机盘处

的不平衡部位也很重要，但是由于高压转子在航

空发动机的转速范围内主要表现为刚体振型，因

此，ＨＰＣ９处的不平衡故障激励下的响应与第４

级高压压气机盘相似，两者难于分辨。

３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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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　多种程度不平衡故障样本的训练和测试结果列表

犜犪犫犾犲１３　犜狉犪犻狀犻狀犵犪狀犱狋犲狊狋狉犲狊狌犾狋狊犾犻狊狋狅犳犿狌犾狋犻犾犲狏犲犾狊狌狀犫犪犾犪狀犮犲犱犳犪狌犾狋狊犪犿狆犾犲狊

不平衡

程度

训练

误差

测试

精度

预测样本

不平衡程度

预测样本

个数

错误

数目

预测样本

诊断精度

２倍＋５倍 ０ １．０ １０倍 ３０５ ５５ ０．８１９

５倍＋１０倍 ０ １．０ ２倍 ３０５ １６５ ０．４５９

２倍＋１０倍 ０ １．０ ５倍 ３０５ ０ １．０

图１３　多种不平衡程度的仿真样本测试和训练结果

Ｆｉｇ．１３　Ｔｅｓｔａｎｄ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ｐｌｅｓ

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ｓ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本文在８０％转速和１０倍不平衡量下，利用

基于多测点特征融合后进行了深度学习得到的卷

积神经网络模型，对 ＨＰＣ９处的不平衡部位进行

识别的结果。所有６１个 ＨＰＣ９处的不平衡故障

均被识别为 ＨＰＣ。表１４列出的５个样本的识别

概率，可以看出，所有样本均被识别为 ＨＰＣ的概

率均达到或接近９５％，即高压压气机上的转子不

平衡部位无法再详细辨识，这主要与其刚体振动

模态相关。

表１４　犎犘犆９处不平衡的部位识别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４　犐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狌狀犫犪犾犪狀犮犲犱犳犪狌犾狋

犾狅犮犪狋犻狅狀犪狋犎犘犆９

序号
不平衡部位识别概率／％

ＬＰＣ ＨＰＣ ＨＰＴ ＬＰＴ

１ ０．４７ ９５．００ ０．０４ ４．１２

２ ０．５４ ９４．８６ ０．０５ ４．２０

３ ０．５６ ９４．９０ ０．０５ ４．１５

４ ０．５１ ９４．６２ ０．０４ ４．４２

５ ０．５３ ９４．６２ ０．０４ ４．４１

４　结　论

本文基于某型典型涡扇双转子航空发动机整

机耦合动力学模型，通过数值仿真得到大量不同

部位的不平衡故障样本，并基于机匣测点信号进

行了转子不平衡故障部位诊断研究，通过研究得

出如下结论：

１）利用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特征学习能力，

提出适用于转子不平衡故障部位诊断的深度卷积

神经网络模型，直接输入故障信号的规范化频谱

即可实现故障部位诊断。

２）提出了适用于卷积神经网络和不平衡故

障部位识别的故障信号频谱的多测点规范化频谱

融合方法，使得输入到神经网络的频谱间隔为低

压转速频率的固定倍数，同时，融合各个机匣测点

的频谱数据，得到新的规范化频谱数据，更佳凸显

不同部位的不平衡在不同测点上对犖１ 和犖２ 的

转频分量的影响程度，大大提高了识别精度。

３）基于整机故障仿真数据的诊断试验充分

表明，①多测点融合的诊断结果较单测点更加准

确和有效；②该方法在航空发动机不同转速下均

表现出了优良的诊断效果；③该方法适用于不同

不平衡程度的不平衡部位诊断，如果将多种程度

的不平衡故障样本加入训练样本一起参与训练和

４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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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将大大提高不平衡故障部位的识别精度和

可靠性。

４）本文对于进一步建立基于实际航空发动

机试验数据的不平衡部位诊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

义，在实际基于试验数据诊断的方案中，需要得到

不同转速下和不同不平衡程度的航空发动机不同

部位的转子不平衡故障样本，然而，这一点在实际

航空发动机试验过程中也不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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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非线性支撑的转子有限元模型求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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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用数值方法研究了非线性支撑的柔性转子系统的动学行为，提出了一种将有限元与非线性支撑

结合的模型和求解方法。利用有限元法（ＦＥＭ）构建转轴和转盘部分的模型，通过矩阵进行组合；利用离散元

方法对包含滚动轴承和挤压油膜阻尼器（ＳＦＤ）的支撑部分进行建模，此部分包含４个单元，分别为轴承内圈、

外圈、ＳＦＤ内圈和支撑鼠笼。有限元部分和离散元部分通过轴端节点相连，仿真过程中轴端位移传递给非线

性支撑部分，支撑部分通过位移计算得到的非线性力反过来作用于有限元转子轴端部分。为了耦合求解有限

元转子和非线性支撑组成的数学模型，提出了一种综合的迭代求解方法，克服传统的有限元求解方法对轴端

隐性非线性支撑的求解局限性。由于转轴部分采用了Ｔｉｍｏｓｈｅｎｋｏ梁单元建模，对比与简单转子模型，可以

考虑陀螺力矩和轴的柔性特征，更能体现非线性支撑对振动真实影响。在建立的２０个轴单元的有限元转子

模型中，非线性响应更多体现在靠近非线性支撑的节点１和节点２１处，响应频谱中靠近轴端的节点能体现出

滚动轴承的２倍和３倍变柔振动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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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ｎｇ，ｏｕｔｅｒｒｉｎｇ，ＳＦＤｉｎｎｅｒ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ｃａｇｅ．Ｔｈｅ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ｐａｒｔ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ｓ

ｃｒｅ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ｐａｒｔｗｅｒ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ｏｄｅｓａｔｔｈｅｓｈａｆｔｅ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ｔｔｈｅ

ｓｈａｆｔｅｎｄｗａｓ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ｆｏｒ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ｔｔｈ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ｃ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ｒｏｔｏｒｐａｒｔ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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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ｓｈａｆｔｅｎｄｉｎｔｕｒｎ．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ｔｈｅ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ｒｏｔｏｒａｎｄ

ｔｈ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ｏｏｖｅｒｃｏｍｅｔｈｅｌｉｍｉ

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ｓｏｌｖ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ｔｔｈｅ

ｓｈａｆｔｅｎｄ．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Ｔｉｍｏｓｈｅｎｋｏｂｅａｍｅｌｅｍｅｎｔ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ｓｈａｆｔ，ｔｈｅ

ｇｙ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ｍｏ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ｆｔｃａｎｂ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ｂｅｔｔｅｒ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ｒｅ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２０ｓｈａｆｔ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ｒｏｔｏｒ

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ｗａｓｍｏｒ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１ａｎｄ２１ｎｏｄｅｓｃｌｏｓｅｄｔｏｔｈｅｎｏｎｌｉｎ

ｅａ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ｄｅｓｎｅａｒｔｈｅｓｈａｆｔｅｎｄ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ｃａ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ｔｗｏ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ｔｈｒｅｅｔｉｍｅｓｔｈｅ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ｒｏｌｌｉｎｇｂｅａｒｉｎｇ．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ｒｏｌｌｉｎｇ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ｑｕｅｅｚｅｆｉｌｍｄａｍｐｅｒ（ＳＦＤ）；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ｒｏｔｏｒ；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

　　转子系统是旋转机械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汽

轮机、发电机、电动机、压气机等。润滑油膜、滚动

轴承、ＳＦＤ（ｓｑｕｅｅｚｅｆｉｌｍｄａｍｐｅｒ）、密封件以及动

静部件间的摩擦行为等所产生的非线性力会引起

转子运动的不稳定甚至结构损伤。通常，这些非

线性力仅局部作用于转轴两端或其他位置［１７］。

大多数关于转子非线性的文献都是通过简单

的转子模型完成的，例如Ｊｅｆｆｃｏｔｔ转子，它将轴简

化为一个恒定刚度，而转盘简化为一个刚性质量。

在这种模型的基础上，学者们揭示并讨论了丰富

的非线性动力学行为［８１０］。Ｊｉａｎｇ等
［１１］讨论了球

面微变形滑动轴承支承的Ｊｅｆｆｃｏｔｔ转子动力学特

性，发现其临界转速和不平衡响应将受到较大影

响。凹形变形轴承的承载能力随凸形变形略有下

降，随凸形变形轴承的承载能力显著增加。

Ｌｉｔａｋ、Ｊａｈｒｏｍｉ等
［１２１３］研究了Ｊｅｆｆｃｏｔｔ转子在摩

擦作用下的解和分叉行为。该模型考虑了转子与

定子之间的惯性、干摩擦和接触损耗。他们发现

了对混沌行为敏感的参数。Ｄｉｎｇ等
［１４］讨论了密

封液对Ｊｅｆｆｃｏｔｔ转子稳定性的影响。基于简单转

子系统的这些结论可以很好地揭示轴承零件的非

线性特性，但由于简化了轴的等刚度和刚性质量，

因此不能揭示轴和盘上复杂结构的非线性特性。

转子动力学中的有限元法通常用于考虑结构

中的线性细节，如非对称结构和剪切力、轴和盘中

的扭转力矩和陀螺力矩。许多学者致力于用有限

元法分析转子系统的结构问题。Ｌｉｕ等
［１５］用有限

元法对单级超声速轴流压气机进行了局部周向和

整体周向特性研究，发现在相同槽数的情况下，增

加局部周向和整体周向肋条两种处理方法都能获

得更好的压气机性能。Ｗｕ等
［１６］用有限元法对某

型航空发动机高压压气机进行了结构研究。给出

了有无内部结构时计算模型固有频率的差异。然

而，有限元法不能处理受位移影响的的非线性支

承力，传统的求解方法显式Ｎｅｗｍａｒｋβ要求外力

部分不能为位移的函数。基于有限元分析的转子

动力学软件 ＡＮＳＹ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Ｒ４和ＤｙＲｏＢｅｓ

都只能将球轴承简化为不同方向的支撑刚度。隐

式有限元法是处理轴承非线性力的一种可选方

法，但计算量大。

近年来，许多研究者致力于组合建模方法和

相应的数值方法来模拟转子系统。马威猛等［１７］

建立了非对称转子结构的三维有限元模型，其中

轴承部分采用时变系数微分方程进行模拟。采用

基于Ｆｌｏｑｕｅｔ理论和 Ｈｉｌｌ展开法的混合数值方

法。Ｂｒｏｕｗｅｒ和Ｓａｄｅｇｈｉ
［１８］采用显式有限元和离

散元相结合的方法建立了转子弹壳模型。研究

了系统通过临界转速时轴和轴承的运动。陈

果［１９］建立了包含转子元件和轴承元件的广义复

合转子支承壳体耦合动力学模型，研究了发动

机整机特性。事实上，为了更好地揭示转子系统

的动力学特性，在动力学模型中必须同时考虑非

线性和复杂结构细节。在有限元转子模型中考虑

非线性力的分析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１　有限元非线性支撑转子模型

１１　有限元转子模型

简单的转子模型，如Ｊｅｆｆｃｏｔｔ转子，常被用来

研究转子系统的非线性动力学。然而，转子结构

的许多重要特性，如轴的剪切力、扭转力和圆盘产

生的陀螺力矩，在简单的模型中却被忽略了。本

文采用有限元法对线性转子部分进行建模。采用

Ｔｉｍｏｓｈｅｎｋｏ梁单元定义长径比较低轴段。有限

元转子模型和三维有限元（ＦＥＭ）转子轴承模型

如图１和图２所示。轴分为２０个部分，２１个节

７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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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图１中Ｐ１～Ｐ２１），８４个自由度，每个轴截面

用８个自由度的Ｔｉｍｏｓｈｅｎｋｏ梁有限元描述。图

中犽ｂ为滚动轴承的接触刚度，由滚动轴承公式确

定，周期变化。犽ｃ为同挤压油膜阻尼器内圈相连

的鼠笼弹簧刚度。狓ｅ、狔ｅ 代表轴端处轴心位移，

狓ｇ、狔ｇ代表滚动轴承外圈（ＳＦＤ内圈）的位移。犲′

代表转盘的偏心距。将附着在轴上的圆盘简化为

集总质量，并考虑极惯性矩和径向惯性矩，利用

ＣＡ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ｄｅｓｉｇｎ）软件从三维模型中

进行估计并考虑了陀螺力矩的耦合作用［１６，２０２１］。

Ｔｉｍｏｓｈｅｎｋｏ梁理论可以考虑轴向剪切变形

对短粗轴的动力学性能的影响，可同时考虑轴向

载荷引起的角惯性和剪应力。单元具有８个自由

度，每个自由度有两个平动和两个转动，用于模拟

图１中的轴段，如图２所示。图中狓５、狔５ 和狓６、

狔６ 分别代表梁单元左、右侧节点的平动位移，θ狓５、

θ狔５和θ狓６、θ狔６分别代表梁单元的左、右侧节点围绕

平动轴的转动位移。

图１　双盘转子滚动轴承ＳＦＤ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ｄｉｓｋｒｏｔｏｒｒｏｌｌｉｎｇ

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ＦＤｍｏｄｅｌ

图２　有限元梁单元

Ｆｉｇ．２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ｂｅａｍｅｌｅｍｅｎｔ

将所有轴单元组合形成整体的质量矩阵、回

转矩阵和刚度矩阵，写成动力学方程组如式（１）

所示。

犕＋犑／２ ０

０ 犕＋犑／
［ ］

２

狇̈１

狇̈
［ ］
１

＋

Ω
０ 犑

－犑
［ ］

０

狇１

狇
［ ］
１

＋
犓１ ０

０ 犓
［ ］

２

狇１

狇
［ ］
２

＝犉（狋）４狀×１

（１）

其中狇
Ｔ
１＝［狔１ θ狔１ 狔２ θ狔２ … 狔狀 θ狔狀］，狇

Ｔ
２＝

［狕１ θ狕１ 狕２ θ狕２ … 狕狀 θ狕狀］。犕 为整个转

轴的质量组装矩阵，由单元质量矩阵犕ｅ组成。犑

和犓 分别为转子系统的总装回转矩阵和刚度矩

阵，分别由单元回转矩阵犑ｅ 和单元刚度矩阵犓ｅ

组成，犉（狋）４狀×１为外载荷矢量矩阵
［２２２４］。单元质

量、单元回转和单元刚度矩阵 犕ｅ、犑ｅ 和犓ｅ 如下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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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犃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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犿１ 犿２ 犿３ 犿４

犿２ 犿５ －犿４ 犿６

犿３ －犿４ 犿１ －犿２

犿４ 犿６ －犿２ 犿

熿

燀

燄

燅５

犑ｅ＝
ρ犃犾

（１＋）
２
·

２犐

犃犾２

犿７ 犿８ －犿７ 犿８

犿８ 犿９ －犿８ 犿１０

－犿７ －犿８ 犿７ －犿８

犿８ 犿１０ －犿８ 犿

熿

燀

燄

燅９

犓ｅ＝
犈犐

犾３（１＋）
·

１２ ６犾 －１２ ６犾

６犾 犾２（４＋） －６犾 犾
２（２－）

－１２ －６犾 １２ －６犾

６犾 犾２（２－） －６犾 犾
２（４＋

熿

燀

燄

燅）

其中

犿１ ＝
１３

３５
＋
７

１０
＋

２

３
，

犿２ ＝犾
１１

２１０
＋
１１

１２０
＋

２

（ ）２４ ，
犿３ ＝

９

７０
＋
３

１０
＋

２

６
，

犿４ ＝－犾
１３

４２０
＋
３

４０
＋

２

（ ）２４ ，
犿５ ＝犾

２ １

１０５
＋
３

６０
＋

２

（ ）１２０
，

犿６ ＝－犾
２ １

１４０
＋


６０
＋

２

（ ）１２０
，

犿７ ＝
６

５
，犿８ ＝犾

１

１０
－
（ ）２ ，

犿９ ＝犾
２ ２

１５
＋


６
＋

２

（ ）３ ，

犿１０ ＝犾
２ －

１

３０
－


６
＋

２

（ ）６
　　通过将所有的单元矩阵组合，可以得到转子

部分的总有限元矩阵，在组装过程中单元的左侧

８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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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自由度同相邻的左侧单元右侧节点相连，类

似的，右侧节点同右侧单元的左节点相连。同样

的方法应用在质量矩阵犕，回转矩阵犑和刚度矩

阵犓 组合上，以质量矩阵犕 为例，在左右节点相

连位置由于矩阵叠加会出现２倍犿１ 的元素。在

此之后，将转盘的质量和转动惯量增加到转轴的

质量矩阵上，外阻尼项增加到响应的回转矩阵中。

最终的犕、犓、犑由犕狓、犕狔、犓狓、犓狔、犑狓、犑狔 以对角

矩阵的形式组成。由于在除了重力以外的狓和狔

方向是完全对称的，所以，以狔向为代表，犕狔、犓狔、

犑狔 如下所示：

犕狔 ＝
ρ犃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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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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犾２１（１＋）
犈犐１

犾１（１＋）
＋
１２犈犐２

犾３２（１＋）
－６犈犐１

犾２１（１＋）
＋

６犈犐２

犾２２（１＋）
－１２犈犐２

犾３２（１＋）
６犈犐２

犾２２（１＋）

６犈犐１

犾２１（１＋）

（２－）犈犐１

犾１（１＋）
－６犈犐１

犾２１（１＋）
＋

６犈犐２

犾２２（１＋）

（４＋）犈犐１

犾１（１＋）
＋
（４＋）犈犐２

犾２（１＋）
－６犈犐２

犾２２（１＋）

（２－）犈犐２
犾２（１＋）

－１２犈犐２

犾３２（１＋）
－６犈犐２

犾２２（１＋）
犈犐２

犾２（１＋）
＋

１２犈犐３

犾３
３（１＋）

犈犐２
犾２（１＋）

＋
１２犈犐３

犾３
３（１＋）

６犈犐１

犾２２（１＋）

（２－）犈犐２

犾２（１＋）
－６犈犐２

犾２２（１＋）
＋

６犈犐３

犾２３（１＋）
－６犈犐１

犾２２（１＋）
＋

６犈犐３

犾２３（１＋

熿

燀

燄

燅）

犓狀 ＝

犈犐狀－２
犾狀－２（１＋）

＋
１２犈犐狀－１

犾狀－１
３（１＋）

－６犈犐狀－２

犾狀－２
２（１＋）

＋
６犈犐狀－１

犾狀－１
２（１＋）

－１２犈犐狀－１

犾狀－１
３（１＋）

６犈犐狀－１

犾狀－１
２（１＋）

－６犈犐狀－２

犾狀－２
２（１＋）

＋
６犈犐狀－１

犾狀－１
２（１＋）

（４＋）犈犐１
犾狀－２（１＋）

＋
（４＋）犈犐狀－１
犾狀－１（１＋）

－６犈犐狀－１

犾狀－１
２（１＋）

（２－）犈犐狀－１
犾狀－１（１＋）

－１２犈犐狀－１

犾狀－１
３（１＋）

－６犈犐狀－１

犾狀－１
２（１＋）

犈犐狀－１
犾狀－１（１＋）

＋
１２犈犐狀

犾狀
３（１＋）

－６犈犐狀－１

犾狀－１
２（１＋）

＋
６犈犐狀

犾狀
２（１＋）

－１２犈犐狀

犾狀
３（１＋）

６犈犐狀

犾狀
２（１＋）

６犈犐狀－１

犾狀－１
２（１＋）

（２－）犈犐狀－１
犾狀－１（１＋）

－６犈犐狀－１

犾狀－１
２（１＋）

＋
６犈犐狀

犾狀
２（１＋）

（４＋）犈犐狀－１
犾狀－１（１＋）

＋
（４＋）犈犐狀
犾狀（１＋）

－６犈犐狀

犾狀
２（１＋）

（２－）犈犐狀
犾狀（１＋）

０ ０
－１２犈犐狀

犾狀
３（１＋）

－６犈犐狀

犾狀
２（１＋）

犈犐狀
犾狀（１＋）

－６犈犐狀

犾狀
２（１＋）

０ ０
６犈犐狀

犾狀
２（１＋）

（２－）犈犐狀
犾狀（１＋）

－６犈犐狀

犾狀
２（１＋）

（４＋）犈犐狀
犾狀（１＋

熿

燀

燄

燅）

９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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犑狔 ＝Ω

犿７ 犿８ －犿７ 犿４ ０ ０

犿８ 犿９ －犿８ 犿６ ０ ０

－犿７ －犿８ ２犿７ ０ －犿７ 犿４ ０

犿８ 犿１０ ０ ２犿９ －犿８ 犿６

０ ０ －犿７ －犿８ ２犿７ ０

０ ０ 犿８ 犿１０ ０ ２犿９



２犿７ ０ －犿７ 犿４ ０ ０

０ ２犿９ －犿８ 犿６ ０ ０

０ －犿７ －犿８ ２犿７ ０ －犿７ 犿４

犿８ 犿１０ ０ ２犿９ －犿８ 犿６

０ ０ ０ ０ 犿７ －犿８

０ ０ ０ ０ －犿８ 犿

熿

燀

燄

燅９

　　如果所有梁单元的长度和横截面均相同，矩

阵中的犿１～犿１０和对于所有单元是相同的。犕、

犑、犓的尺寸最终由节点数决定，为８４×８４。

１２　滚动轴承和犛犉犇非线性支撑

滚动轴承和ＳＦＤ给转子系统带来非线性，在

利用有限元分析转子系统动力学特性时，滚动轴

承通常被简化为具有恒定或可变刚度的弹簧和阻

尼。本文用 Ｈｅｒｚ理论计算滚动轴承力，ＳＦＤ简

化为油膜力作为外部载荷作用在有限元矩阵中，

也有文献中将ＳＦＤ简化为质量和阻尼进行求解。

轴承ＳＦＤ支撑结构如图３所示，其中ＳＦＤ中的

弹簧代表弹性环或浮环等引入的支撑刚度，普通

ＳＦＤ无此项。犕ｓ代表ＳＦＤ内圈和轴端相连的等

效质量。犕ｏ代表滚动轴承外圈的质量。鼠笼的

弹簧由于位置考虑绘制在了一侧，实际支撑刚度

垂直于轴端。

图３　滚动轴承ＳＦＤ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ｒｏｌｌｉｎｇ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ＦＤ

滚动轴承力根据赫兹接触力计算公式得到，

将滚动轴承分解为内圈、外圈、滚珠和保持架，假

设滚珠和内外圈间为纯滚动接触，且能接触和分

离，计算得到分解在狓和狔 方向的支撑力如式

（２）所示。

犉狓ｂ＝∑
犖

犼＝１

犆ｂ（狓ｃｏｓθ犼＋狔ｓｉｎθ犼－狉０）
３／２·

　犎（狓ｃｏｓθ犼＋狔ｓｉｎθ犼－狉０）ｃｏｓθ犼

犉狔ｂ＝∑
犖

犼＝１

犆ｂ（狓ｃｏｓθ犼＋狔ｓｉｎθ犼－狉０）
３／２·

　犎（狓ｃｏｓθ犼＋狔ｓｉｎθ犼－狉０）ｓｉｎθ

烅

烄

烆 犼

（２）

其中犎 是对滚珠和内外圈接触情况的判断公式，

犆ｂ为滚珠内外圈的接触刚度，狉０ 为径向间隙。滚

珠和保持架的转速，内外圈转速等计算方法可以

参考文献［２０２１］，在此不做赘述。

ＳＦＤ膜力作用于滚珠轴承外圈，对系统产生

非线性阻尼效应。指定犉ｒ和犉ｔ为径向和切向力

分量，犔ｊ、犚ｊ、μ和犮分别为油膜在ＳＦＤ中的长度、

半径、黏度和径向间隙。ＳＦＤ力可以使用如下式

（３）计算得到。

犉ｒ＝
μ犚ｊ犔

３
ｊ

犮２
２Ωｊε

２

（１－ε
２）２＋

π
２
·
ε（１＋２ε

２）
（１－ε

２）５／［ ］２

犉ｔ＝
μ犚ｊ犔

３
ｊ

犮２
πΩｊε

２（１－ε
２）３／２＋

２εε
（１－ε

２）［ ］
烅

烄

烆
２

（３）

其中ε代表偏心率，Ωｊ代表涡动速度。

ε＝犲／犮＝ 狓２ｊ＋狔
２

槡 ｊ／犮

ε＝犲／犮＝
狓ｊ狓ｊ＋狔ｊ狔ｊ

犮 狓２ｊ＋狔
２

槡 ｊ

ｊ＝ａｒｃｔａｎ
狔ｊ
狓（ ）
ｊ

，　Ωｊ＝ｊ＝
狓ｊ狔ｊ－狔ｊ狓

狓２ｊ＋狔
２
ｊ

式中犲为轴端和ＳＦＤ内圈的偏心距。分解犉ｒ和

０２６２



　第１２期 韩兵兵等：带非线性支撑的转子有限元模型求解方法

犉ｔ到狓和狔方向结果如下：

犉狓 ＝犉ｒｃｏｓｊ－犉ｔｓｉｎｊ

犉狔 ＝犉ｔｃｏｓｊ＋犉ｒｓｉｎ
｛

ｊ

（４）

　　因此，犉狓 和犉狔 可以作为犉狓ｓ和犉狔ｓ代入转子

系统矩阵式（５）中

犕ｓ ０ ０ ０

０ 犕ｓ ０ ０

０ ０ 犕ｏ ０

０ ０ ０ 犕

熿

燀

燄

燅ｏ

狓̈ｓ

狔̈ｓ

狓̈ｏ

狔̈

熿

燀

燄

燅ｏ

＋

犆ｓ ０ ０ ０

０ 犆ｓ ０ ０

０ ０ 犆ｏ ０

０ ０ ０ 犆

熿

燀

燄

燅ｏ

狓ｓ

狔ｓ

狓ｏ

狔

熿

燀

燄

燅ｏ

＋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犽ｃ ０

０ ０ ０ 犽

熿

燀

燄

燅ｃ

狓ｓ

狔ｓ

狓ｏ

狔

熿

燀

燄

燅ｏ

＝

犉狓ｂ

犉狔ｂ

－犉狓ｂ＋犉狓ｓ

－犉狔ｂ＋犉狔

熿

燀

燄

燅ｓ

（５）

　　接下来，采用Ｎｅｗｍａｒｋβ和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方

法对微分方程式（５）进行求解。方程中的参数值

如表１和表２所示。值得注意的是，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

方法中滚动轴承力犉狓ｂ和犉狔ｂ由式（２）计算得到，

迭代所用的狓和狔 向位移值是有限元转子部分

和轴承部分位移的插值。转子的轴端与相同位移

的滚珠轴承内圈联接。迭代的细节将在下面的混

合数值方法中介绍。

表１　滚动轴承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狉狅犾犾犻狀犵犫犲犪狉犻狀犵

参数 数值

轴承外圈直径犚ｏｕｔ／１０
－２ｍ ６．３９

轴承内圈直径犚ｉｎ／１０
－２ｍ ４．０１

滚珠个数犖 １２

接触刚度犆ｂ／１０
８（Ｎ／ｍ） １．３３

径向间隙狉０／１０
－４ｍ ５

表２　犛犉犇参数

犜犪犫犾犲２　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犛犉犇

参数 数值

油膜半径犚ｊ／１０
－２ｍ ６．３９

油膜宽度犔ｊ／１０
－２ｍ １．９３

径向间隙犮／１０－５ｍ ７．５

黏度μ／（Ｐａ·ｓ） ０．０５

２　综合数值方法

Ｎｅｗｍａｒｋβ法是一种能处理犕、犑、犓大矩阵

的显式数值方法，适用于求解线性有限元矩阵方

程。在求解迭代过程中，需要外载荷和刚度矩阵

来计算下一步的位移，然后求解速度和加速度。

利用迭代公式可以处理有限元中的大尺度矩阵。

４阶龙格库塔方法是一种能求解非线性转子

动力学方程的数值方法。在迭代公式中，利用中

间变量犽１、犽２、犽３ 和犽４ 从当前步骤的值中得到下

一步的值，具体迭代格式见式（６）的龙格库塔部

分。当前位移步计算犽１、犽２、犽３ 和犽４ 的步骤中存

在一个关于位移的函数犉。由于犉的存在，滚动

轴承和ＳＦＤ的非线性力可以很容易地进入迭代

步骤，这与Ｎｅｗｍａｒｋβ方法不同。

结合这两种方法，提出了一种转子系统数值

求解方法，如图４所示。方法中非线性支撑部件

以变阻尼和变刚度作用在轴端，偏心力从轴端节

点处作用于非线性支撑部件。图４中狊１、狏１、犪１

分别为当前迭代步的位移、速度和加速度值，狊２、

狏２、犪２ 分别为下一步迭代得到的位移、速度和加

速度值，由偏心力步得到的变量值通过 Ｎｅｗ

ｍａｒｋβ迭代一次，得到狊３、狏３、犪３，等同于下一周

期的狊１、狏１、犪１，如此循环得到最终解。采用 Ｎｅ

ｗｍａｒｋβ结合法和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法求解多盘转子

的非线性支承力。因此，在动力学仿真中既可以

考虑转子模型中的陀螺力矩等复杂结构特征，也

可以考虑滚动轴承和ＳＦＤ支承的复杂非线性。

图４　综合数值求解方法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

利用这两种方法的优点，提出了一种修正方

法，步骤如下，迭代公式如式（５）所示。

１）利用的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方法，通过非线性部

分的初始位移计算滚动轴承和ＳＦＤ 内部产生

的力。

１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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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当前步骤中，轴承的线性刚度当前位移

计算的力转化得到。然后将刚度加入到下一步有

限元转子部分的刚度矩阵中。

３）采用 Ｎｅｗｍａｒｋβ法计算有限元转子的

位移。

４）用Ｎｅｗｍａｒｋβ法求出的有限元转子轴端

位移与第一步迭代后的滚珠轴承内圈位移进行

插值。

５）在龙格库塔方法中，轴端与滚珠轴承内圈

的插值位移将被分配回轴承部分，用于下一步的

计算。

值得注意的是，在Ｎｅｗｍａｒｋβ迭代法和龙格

库塔迭代法中，球轴承的轴端和内圈是相互连接

的，但有不同的位移，所以都需要插值。

狌狋 ＝
狌狋－１＋狓狋－１

２

珚犉狋＋Δ狋 ＝犉狋＋Δ狋＋犕（α０狌狋＋α２狌狋＋α３̈狌狋）＋

　 　　犆（α１狌狋＋α４狌狋＋α５̈狌狋）

珚犓狌狋＋Δ狋 ＝珚犉狋＋Δ狋

狌̈狋＋Δ狋 ＝α０（狌狋＋Δ狋－狌狋）－α２狌狋－α３̈狌狋

狌狋＋Δ狋 ＝狌狋＋α６̈狌狋＋α７̈狌狋＋Δ狋

狓狋 ＝
狓狋－１＋狌狋＋Δ狋

２

犽１ ＝犳（狓狋，狔狋）

犽２ ＝犳（狓狋＋
１

２
犺，狔狋＋

１

２
犺犽１）

犽３ ＝犳（狓狋＋
１

２
犺，狔狋＋

１

２
犺犽２）

犽４ ＝犳（狓狋＋犺，狔狋＋犺犽３）

狔狋＋Δ狋 ＝狔狋＋
犺
６
（犽１＋２犽２＋２犽３＋犽４

烅

烄

烆
）

（６）

３　非线性转子有限元模型求解

采用文中第２节所述的修正方法，对具有支

承非线性的有限元转子模型的响应进行了数值研

究。计算了转子固有频率，在表３中列出。

表３　有限元转子的临界转速频率

犜犪犫犾犲３　犆狉犻狋犻犮犪犾狊狆犲犲犱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狅犳犉犈犕狉狅狋狅狉

参数
临界转速阶数

１ ２ ３ ４ ５

频率／Ｈｚ ４２．４２ １７３．２３ ５１６．４１ ７４８．４７ １２４３．５７

　　模态振型如图５所示。当转子系统加速时，

它将通过所有临界转速。可以观察到的主要振型

是前三种振型。

图５　转子模态振型分布

Ｆｉｇ．５　Ｍｏｄａｌｓｈａｐｅｓｏｆｒｏｔｏｒ

响应的分岔图如图６所示，与简单转子模型

的分岔图不同，分叉图中包含前两个固有频率或

共振频率。图１中定义的所有节点Ｐ１～Ｐ２１都

可以显示４２．４２Ｈｚ时的１阶临界转速，而Ｐ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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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不同节点的分岔图

Ｆｉｇ．６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ｏｄｅｓ

好地显示１７３．２３Ｈｚ的２阶临界转速。在简单的

转子模型中出现了一些非线性现象，如混沌运并

未在综合模型中出现。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数

值模拟过程中，利用有限元转子模型的柔度可以

滤除复杂运动中的高频振动分量。

柔性转子模型不同节点的轨道如图７所示。

节点１、３、４、６的运动可能是周期的，轨道基本上

是一个圆环，但是，节点２１的轨道是相当无序的。

因此，对于不同的圆盘或不同的位置，转子的响应

可能会有显著的差异。这种现象不同于简单的转

子模型，即圆盘和两端的响应总是相似的。

图７　９００ｒａｄ／ｓ转速下不同节点轴心轨迹

Ｆｉｇ．７　Ｏｒｂｉｔｓｏｆｓｈａｆｔ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ｏｄｅｓａｔ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ｅｅｄ９００ｒａｄ／ｓ

对于节点１、３、４、６、９、１２、１５、１７、２１，在图８

图８　 具有不同最大振幅方向的轴心轨迹图

Ｆｉｇ．８　Ｏｒｂｉｔｓｏｆｓｈａｆｔｃｅｎｔｅｒ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ｘｉｍｕｍ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所示的相同转速下，不同圆盘的轨迹可以是类似

的椭圆，但椭圆的大直径方向明显不同。这一现

象表明转子轴存在扭转力矩，采用 Ｔｉｍｏｓｈｅｎｋｏ

梁８自由度有限单元模拟时存在，在Ｊｅｆｆｃｏｔｔ转

子模型中并不能得到体现。

由于有限元转子模型由滚动轴承和ＳＦＤ支

承，响应谱包含了两部分产生的频率分量。滚动

轴承的特征频率等于滚动球数乘以旋转频率。当

旋转频率为４２Ｈｚ时，１４个滚珠轴承的变柔振动

特征频率犳ｖｃ为３５２Ｈｚ，特别是节点１和节点２１

的响应会有滚动轴承的特征频率，因为它们靠近

轴承，如图９所示。注意２犳ｖｃ和３犳ｖｃ变柔振动频

率可以在位于弹性轴中间的节点８响应的频谱中

同时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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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节点１、８、１２、２１的频谱图

Ｆｉｇ．９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ｎｏｄｅｏｆ１，８，１２，２１

４　结　论

本文研究了一类具有局部非线性的ＳＦＤ滚

动轴承支承转子系统。提出了一种基于 Ｎｅｗ

ｍａｒｋβ和４阶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方法的组合数值计

算方法，并用于转子的数值模拟。结论总结如下：

１）整个转子系统的自由度较多，但非线性却

只存在于个别自由度上，这是一类典型的转子系

统。本文的混合数值方法有效的针对此类转子系

统，可以同时考虑转子的复杂结构和非线性支撑。

２）在特定转速下，转子不同位置的响应可能

存在显著差异，倍周期运动和概周期运动可能同

时发生在不同节点位置。

３）在相同的转速下，不同节点的轨迹均为椭

圆形，但椭圆的大直径方向存在相位差。这种现

象可能意味着转子轴上存在扭矩，而这一扭矩在

简单的转子模型中不会得到体现。

４）有限元转子模型中滚动球的频率分量由

于柔性轴而不在转盘上得以体现，仅在轴端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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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子系统挤压油膜阻尼器设计与动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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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鉴于挤压油膜阻尼器（ＳＦＤ）设计必须要同时考虑转子系统的动力学特性，提出了一种转子系统

与挤压油膜阻尼器耦合设计方法，给出了详细的设计流程。对所设计的阻尼器进行了ＣＦＤ数值模拟、油膜压

力测量以及减振效果实验，结果证明所提出的设计方法是有效的。相比未采用阻尼器，采用阻尼器后转子系

统两个转盘的振幅分别下降了４６％和３９％。通过实验还研究了不平衡量、支承刚度、供油压力和滑油温度对

挤压油膜阻尼器减振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相比于不平衡量和支承刚度对减振效果的影响，供油压力和滑

油温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进行挤压油膜阻尼器设计时，重点应该关注转子上的不平衡量大小和支承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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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挤压油膜阻尼器（ＳＦＤ）这一结构自１９世纪

７０年代问世以来
［１２］，普遍应用于航空发动机转

子系统用于振动控制。波音７０７客机采用的

Ｃｏｎｗａｙ发动机中，采用ＳＦＤ成功地达到减振

６０％的效果
［３］。罗罗公司ＲＢ２１１三转子发动机

上多达五个支点都采用了ＳＦＤ
［４］，足以可见ＳＦＤ

这一结构的重要性及其应用的普遍性。

文献［５］详细给出了基于雷诺方程的ＳＦＤ力

学特性和减振机理。Ｇｒｅｅｎｈｉｌｌ和Ｚｅｉｄａｎ等研究

了带ＳＦＤ的转子系统动力特性计算方法
［６７］。祝

长生等通过实验对比了同心型和非同心型ＳＦＤ

的减振效果［８］。王文等实验研究了航空发动机高

压转子前支点处带端封的ＳＦＤ减振特性
［９］。近

年来，一大批学者通过激振器实验台和基于ＣＦＤ

的数值模拟技术从实验和理论方面对ＳＦＤ进行

更加细致的研究［１０１６］。然而，研究ＳＦＤ的主要目

的是掌握其特性与规律，为这种结构的设计应用

提供指导。当ＳＦＤ应用于转子系统后，转子系统

与油膜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即油膜提供的阻

尼影响转子的响应特性从而影响偏心率，而偏心

率又会影响油膜所提供的阻尼，最终的转子特性

和油膜特性是这种相互作用耦合的结果。因此，

单纯研究阻尼器的特性不足以指导其设计，阻尼

器设计必须考虑转子的动力学特性［１７］。在考虑转

子本身结构特征及相关参数的情况下，刘展翅等给

出了航空发动机转子ＳＦＤ设计方法
［１８］，使得ＳＦＤ

的设计有了比较明确的流程和方法可供参考。

本文在文献［１８］方法的框架下，进行了ＳＦＤ

设计与动力特性实验。细化了文献［１８］中方法，

体现在：详细探讨了偏心率、阻尼器长度、间隙和

半径的选择范围；增加了考虑转子系统与油膜相

互作用的瞬态特性计算方法。同时，本文通过实

验研究了不平衡量、支承刚度、供油压力和滑油温

度对ＳＦＤ减振特性的影响，给出了非常具体的

ＳＦＤ设计指导性结论，为ＳＦＤ设计提供更加详实

的依据，对工程设计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１　转子系统

１１　支承特性

图１所示为双盘柔性简支转子系统。以它为

对象，为其设计用于振动控制的ＳＦＤ。左支承采

用６２６３５型滚珠轴承与轴承座相连，因此将其作

为刚性支承。右支承为鼠笼式弹性支承，鼠笼作

为阻尼器内环，与外环形成油膜间隙，因此为典型

的弹性支承与ＳＦＤ并用的结构。

图１　转子系统

Ｆｉｇ．１　Ｒｏ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

转轴和两个轮盘的材料为调质高强度钢

４０ＣｒＮｉＭｏＡ，计算中采用的材料特性参数为：弹

性模量犈＝２．０９×１０１１Ｐａ，泊松比为０．３，密度为

７８７０ｋｇ／ｍ
３。

文献［１９］中给出转子系统优化设计的基本步

骤：调整弹性支承的刚度，使得临界转速与工作转

速满足设计要求；调整阻尼，使得转子系统的响应

满足设计要求。转子系统设计的工作转速为

４５００ｒ／ｍｉｎ，设置右支承的刚度为１．２×１０６Ｎ／ｍ，

借助ＳＡＭＣＥＦ模态计算得到其一阶临界转速为

３１００ｒ／ｍｉｎ，满足临界转速与工作转速避开２０％

裕度的常用规范。

以１．２×１０６ Ｎ／ｍ为刚度设计的目标，根据

文献［２０］中的刚度计算方法设计了鼠笼式弹性支

承，并进行了刚度测量实验。实验装置如图２

所示。

将鼠笼式弹性支承一端固定于支架上，另一

端悬空并在此端悬挂重物。在弹支的最远端固定

位移传感器，测量重物作用下的变形量。实验中

７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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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三种不同质量的重物作为载荷分别加载于弹性

支承的一端，并测量了两个方向的位移，通过载荷

与位移之比算得弹性支承的刚度。实验结果见表

１。对计算后的刚度取平均值为 １．１５７×１０６

Ｎ／ｍ。与目标刚度１．２×１０６ Ｎ／ｍ之间的误差为

３．６％，满足设计要求。

图２　鼠笼式弹性支承刚度测量

Ｆｉｇ．２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ｑｕｉｒｒｅｌｃａｇｅ

ｅｌａｓｔ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

表１　刚度测量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狋犻犳犳狀犲狊狊犿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狉犲狊狌犾狋

测量方向 载荷／Ｎ 位移／ｍｍ 刚度／１０６（Ｎ／ｍ）

０°方向

３８ ０．０３２ １．１８７

４９ ０．０４１ １．１９５

８７ ０．０７６ １．１４５

６０°方向

３８ ０．０３３ １．１４９

４９ ０．０４３ １．１３９

８７ ０．０７７ １．１２９

１２　动力特性

计算转子系统的响应特性需要设定不平衡量

载荷和初始阻尼。旋转机械平衡品质的定义为［２１］

犌＝
犝
犕
×Ω （１）

其中犌为平衡品质，单位为ｍｍ／ｓ，犝 为不平衡质

量矩，犕 为转子质量，Ω为转子旋转的角速度。

国家标准规定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增压器

等机械的平衡品质需要达到犌＝２．５
［２２］。选择该

值作为评估转子系统许用不平衡量的标准，根据

式（１）计算出转子系统上的最大不平衡量为７８

ｇ·ｍｍ，以此作为响应计算中施加的不平衡量。

转子系统的阻尼来源于结构阻尼、材料阻尼

和空气阻尼。左支承采用滚珠轴承附带油雾润

滑，阻尼不会太大，因此阻尼设置为４０Ｎ／（ｍ／ｓ）。

右支承阻尼主要由ＳＦＤ提供。实验中，将ＳＦＤ

未供油状态作为初始不加ＳＦＤ状态，但间隙中依

然残留有滑油，因此右支承阻尼初始阻尼应大于

左支承，设置为２００Ｎ／（ｍ／ｓ）。

在以上不平衡量和阻尼设定值下，计算了转

子系统的瞬态响应，图３给出了两个盘１０ｓ加速

到４０００ｒ／ｍｉｎ水平方向的瞬态响应。转子系统

的临界转速为３１００ｒ／ｍｉｎ，达到此转速时，左盘和

右盘的振幅分别为０．２６ｍｍ和０．３ｍｍ。

图３　未采用ＳＦＤ时瞬态响应计算结果

Ｆｉｇ．３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ＦＤ

图４给出了瞬态响应的测量结果。实验测量

中，设置电动机在１２ｓ内加速到４８００ｒ／ｍｉｎ（与理

论计算时加速度一致）。图４中的散点为实验中

实测的位移时域峰值数据，曲线是在 Ｍａｔｌａｂ中采

用多项式拟合方法根据测量的散点数据拟合而

成。后文图中的散点与曲线也是如此，不再赘述。

从图４可以看出，转子系统在３１８０ｒ／ｍｉｎ达到临

界转速，而理论计算结果为３１００ｒ／ｍｉｎ，误差为

２．５％。达到临界转速时，两个转盘的响应分别为

０．２８ｍｍ和０．３１ｍｍ，这与图３中理论计算结果

相符。

图４　未采用ＳＦＤ时瞬态响应实验结果

Ｆｉｇ．４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ＦＤ

根据计算和测量的响应曲线，采用半功率法

计算了转子系统的１阶阻尼系数，计算结果如表

８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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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所示。通过两个盘振幅响应、阻尼系数的计算

值和实验值的对此可知，转子系统动力特性计算

时，不平衡量和初始阻尼的设置是合理的。

表２　阻尼系数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

犜犪犫犾犲２　犆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狉犲狊狌犾狋狅犳

犱犪犿狆犻狀犵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

参数 左盘 右盘 平均

阻尼系数计算值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阻尼系数实验值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２

２　犛犉犇设计与减振实验

２１　犛犉犇设计方法

在文献［１８］方法的框架下，提出了更加细致

的转子系统与ＳＦＤ耦合设计方法，如图５所示。

图中εｉ为偏心率，犈ｒｒ为偏心率迭代误差。

图５　ＳＦＤ设计方法

Ｆｉｇ．５　ＳＦＤｄｅｓｉｇｎｍｅｔｈｏｄ

按照图５中的方法，下面详细给出ＳＦＤ的设

计步骤。

步骤１　确定阻尼设计初值

该步骤需要确定所设计的ＳＦＤ工作时提供

多大的阻尼。阻尼值越大，减振效果越好。但是

阻尼值的大小取决于ＳＦＤ的尺寸，阻尼值不宜设

置过大，否则设计无法满足。通过响应计算，该转

子系统右端作用２０００Ｎ／（ｍ／ｓ）的阻尼时，转子系

统的响应可降低到初始响应的一半。因此，以

２０００Ｎ／（ｍ／ｓ）作为阻尼设计初值。

步骤２　确定阻尼器半径

因为该转子系统右端为鼠笼式弹性支承与

ＳＦＤ并用的结构，即鼠笼作为阻尼器的内环。因

此，ＳＦＤ的半径主要取决于鼠笼的尺寸。ＳＦＤ的

半径应该等于鼠笼的最大安装半径与安装边厚度

之和，据此，阻尼器的半径设计为５０ｍｍ。

步骤３　确定阻尼器间隙

ＳＦＤ的间隙大小严重影响其工作时提供的

阻尼大小。间隙越小，油的挤压作用越明显，阻尼

效果越好。但是间隙太小，可能出现供油不均匀

的现象，导致阻尼器无法形成全油膜条件，反而会

影响阻尼器的减振效果。再者，如果间隙太小，安

装和加工制造产生的初始偏心作用就会加剧，也

会削弱减振效果［２３２４］。根据工程统计经验，间隙

与半径之比为１‰～５‰左右时，阻尼器可以取得

较好的减振效果［３］。据此，将阻尼器的间隙设计

为０．１３ｍｍ，此时间隙与半径之比为２．６‰。

步骤４　确定偏心率初值

偏心率是指轴颈的振幅与阻尼器间隙之比，

是衡量ＳＦＤ受压程度的参数。阻尼力与偏心率

之间是非线性关系。但是，一般认为偏心率小于

０．４的范围内，阻尼力与偏心率之间接近线性关

系［３］。阻尼器工作在线性范围内，其工作特性较

好。否则，偏心率太大，超过线性范围，不会起到

振动控制的效果，甚至可能会威胁转子系统的稳

定性［２５］。因此，阻尼器偏心率的设计值不应超过

０．４。考虑到预留一定的裕度，将偏心率的初值设

计为０．３。

步骤５　确定阻尼器长度

基于雷诺方程的短轴承全油膜公式给出了

ＳＦＤ阻尼系数的计算公式
［５］

犆ｔ＝
狌犚犔３

犆３
×

π
（１－ε

２）１．５
（２）

式中犆ｔ为周向阻尼系数，狌为滑油黏度，犚 为阻

尼半径，犔 为阻尼长度，犆 为阻尼间隙，ε为偏

心率。

９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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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雷诺方程的短轴承全油膜公式在建模

时，忽略了油膜的惯性力以及可能产生的气穴现

象［３］。当偏心率不超过０．４时，可认为全油膜条

件下不产生气穴。文献［２６］指出，忽略惯性力后，

传统公式可以较好地预测油膜特性。因此，在阻

尼器设计阶段可以采用式（２）来计算油膜阻尼。

根据式（２），将阻尼设计初值、阻尼半径、间

隙、偏心率代入，求得阻尼器长度为１０ｍｍ。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中先确定阻尼器的半径，

后根据公式计算阻尼器长度。这是因为，本文的

阻尼器尺寸主要受限于鼠笼的径向尺寸。如果阻

尼器的主要受限尺寸为轴向，则应先确定阻尼器

长度，即将步骤２和步骤５调换。

步骤６　进行基于偏心率迭代的转子系统瞬

态响应计算

截止第５步，已经确定了ＳＦＤ的初始设计，

但该设计在偏心率为０．３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实

际的偏心率取决于转子系统与ＳＦＤ共同作用的

结果。这种共同作用不仅取决阻尼器的尺寸，更

取决于转子系统本身。因此，研究ＳＦＤ必须考虑

转子系统。图５中虚线框内为基于偏心率迭代的

转子系统瞬态响应计算方法。具体是，将第１步

的阻尼值和第４步的偏心率作为初值，通过瞬态

响应计算得到转盘和轴径的振幅，根据轴径的振幅

重新计算偏心率，核实该偏心率与初始偏心率之间

的误差；如果不满足误差要求，则按照最新计算的

偏心率再次计算阻尼值，直到迭代满足误差要求。

通过该步骤的迭代计算，ＳＦＤ工作时其偏心

率为０．２７，提供２１６３Ｎ／（ｍ／ｓ）的阻尼。

步骤７　核算阻尼器作用下转子系统的响

应，确定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将偏心率为０．２７，提供２１６３Ｎ／（ｍ／ｓ）的阻

尼作为设计值，计算转子系统的响应，如图６所

示。对比图４可知，阻尼器作用后两个转盘的振

幅都小于０．１５ｍｍ，相较于之前有大幅降低。

图６　采用ＳＦＤ后瞬态响应计算结果

Ｆｉｇ．６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ｗｉｔｈＳＦＤ

如果设计结果不满足要求，则返回至第一步，

根据响应计算结果重新调整阻尼设计初值。

２２　犛犉犇减振实验

根据文中第２．１节，设计了如图７所示的

ＳＦＤ。它是由鼠笼式弹性支承、鼠笼支座、油膜内

环、油膜外环、外环支座和收油槽组成。其中，鼠

笼式弹性支承右端通过法兰边与油膜内环相连，

左端通过法兰边与鼠笼支座相连，油膜外环通过

法兰边与外环支座相连。轴承放置于油膜内环中，

通过轴肩与端盖进行轴向定位。油膜内环与油膜

外环形成油膜间隙，从油膜外环的顶部进行供油。

图７　ＳＦＤ结构

Ｆｉｇ．７　ＳＦ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０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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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偏心率为０．２７建立油膜环的ＣＦＤ数值

模型，对其内部流动情况进行数值模拟。

文献［２７］指出，对于ＳＦＤ来说，雷诺数大于

１时，应当考虑油膜惯性力的影响。ＳＦＤ的雷诺

数计算公式为

犚犲ｓ＝
ρΩ犆

２

狌
（３）

式中ρ为滑油的密度，Ω 为油膜内环的进动角

速度。

ＳＦＤ采用的滑油为长城牌４１０９合成航空润

滑油，室温下其密度为８５０ｋｇ／ｍ
３，滑油动力黏度

为０．０２７Ｐａ·ｓ。油膜内环进动频率设置为临界

转速附近５０Ｈｚ，进动角速度为３１４ｒａｄ／ｓ，油膜半

径间隙为０．１３ｍｍ（考虑其工作时间隙的变化，按

照０．０６～０．２ｍｍ计算），根据式（３）得出ＳＦＤ的

最大雷诺数为０．３９５６，小于临界雷诺数１，因此可

认为流体运动为层流，油膜中黏性力占主导作用，

流体惯性可以忽略。这也证明了采用式（２）计算

ＳＦＤ阻尼的合理性。

在层流状态下，进行了网格无关性验证和时

间步长无关性验证，最终选择２５万的网格和

（１／４００）犜的时间步长（犜 表示周期，一个犜 代表

油膜转动一圈），计算了油膜环一个周期内的流动

状态，如图８所示。

图８　油膜一个周期内流动状态ＣＦＤ模拟

Ｆｉｇ．８　ＣＦ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ｏｉｌｆｉｌｍｉｎｏｎｅｃｙｃｌｅ

从图８中可以看出，四个时刻的最低压力为

－２．２１×１０４Ｐａ（表压）。研究表明考虑空气气穴

时，饱和压力为－４×１０４ Ｐａ比较接近真实情

况［１２］。当压力低于该值时，油膜液滴空化形成气

穴。而该油膜在一个周期的最低压力远大于饱和

压力，可见油膜中没有产生气穴。

通过引压管和压力传感器测量了３０００ｒ／ｍｉｎ

时油膜的压力。图９给出了周向９０°方向（以进油

孔的方向为０°）的油膜压力测量结果。从图９可

以看出，油压的变化周期为０．０２ｓ，其频率对应

３０００ｒ／ｍｉｎ。油压的最大值为０．０２ＭＰａ左右，与

图８中的数值模型结果一致。

图９　油压测量结果

Ｆｉｇ．９　Ｏｉｌｆｉｌｍ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在ＳＦＤ工作状态进行了转子系统动力特性实

验，测量两个转盘的瞬态响应，结果如图１０所示。

ＳＦＤ工作在室温状态，供油压力为０．０２ＭＰａ。

图１０　采用ＳＦＤ后瞬态响应实验结果

Ｆｉｇ．１０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ｗｉｔｈＳＦＤ

图１０表明，转子系统在临界转速时，两个转

盘的振幅分别为０．１５ｍｍ和０．１９ｍｍ，相比于未

采用阻尼时的振幅０．２８ｍｍ和０．３１ｍｍ，采用阻

尼器后两个转盘的振幅分别下降了４６％和３９％。

根据图１０的响应计算出转子系统的阻尼系数为

０．１４，可见ＳＦＤ在转子越过临界转速时提供了较

大的阻尼，使转子系统的振幅响应降低。该结果

证明文中第２．１节中的设计方法是有效的。

需要讨论的是，本文中的转子系统并没有明确

的应用场景，因此对其振幅大小没有严格的要求。

在设计ＳＦＤ时，将初始阻尼设置为２０００Ｎ／（ｍ／ｓ），

是因为在阻尼大小下转子系统的响应可以降低

１／２。如果是进行ＳＦＤ的正向设计，则应该根据

所要求的减振指标选定初始阻尼的大小，再按照

１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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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第２．１节中的方法确定其余ＳＦＤ参数。

３　工作参数的影响

本节在原有ＳＦＤ的基础上，改变转子系统上

的不平衡量、支承刚度、供油压力和滑油温度，通

过实验研究这些参数对减振效果的影响。

３１　不平衡量的影响

通过给转盘上添加螺钉改变转子系统的平衡

状态，研究不平衡量对ＳＦＤ减振效果的影响。共

研究了三组不同状态，其中第一组采用文献［２８］

中的方法对转子系统进行了平衡，后两组则增大

了转子系统的不平衡量。图１１给出了三组不同

状态下ＳＦＤ不工作时的左盘响应，图１２给出了

三组不同状态下ＳＦＤ工作后的左盘响应。为了

对比，还给出了初始不平衡状态的响应，即转子系

统未添加任何螺钉的初始状态。

图１１　未采用ＳＦＤ时各不平衡状态下左盘的响应

Ｆｉｇ．１１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ｌｅｆｔｄｉｓｋ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ＦＤ

图１２　采用ＳＦＤ后各不平衡状态下左盘的响应

Ｆｉｇ．１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ｌｅｆｔｄｉｓｋ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ＳＦＤ

对比图１１和图１２可以看出，对转子系统进行

平衡后，不采用ＳＦＤ时，转子系统的响应本身就比

较小，左盘响应为０．１４ｍｍ；采用ＳＦＤ后，其减振效

果更好，可以将左盘的振幅响应降低到０．０５ｍｍ，

下降了６４％。增大转子系统的不平衡量，ＳＦＤ的

减振效果会削弱。对于“不平衡Ⅰ”状态，采用阻

尼器后，左盘的振幅从０．３ｍｍ降低到０．２６ｍｍ，

仅下降了１３％。而对于“不平衡Ⅱ”状态，转子系

统上的不平衡量太大时，ＳＦＤ已经不起作用，转

子的振幅几乎没有变化，实验中测量了该状态下

轴颈处的振幅，阻尼器的偏心率已达到０．７。

由此可见，转子系统上的不平衡量与ＳＦＤ必

须匹配，否则不平衡量太大导致偏心率太大，阻尼

器起不到减振效果。工程实际中，对设计出的

ＳＦＤ应该进行考虑ＳＦＤ与转子系统耦合作用的

动力特性计算或实验，测量偏心率，确保偏心率不

会太大（最好不超过０．４），以此才能保证ＳＦＤ具

有良好的减振效果。如果偏心率太大，则应重新

设计阻尼更大的ＳＦＤ，如果还不能满足要求，则

应该对转子系统进行动平衡。

３２　支承刚度的影响

对于弹性支承与ＳＦＤ并用的结构，阻尼器的

减振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支承的刚度。图１３

给出了右支承刚度为２．３×１０６Ｎ／ｍ时转子系统

的响应。由于支承刚度的增大，转子系统的临界

转速提高至３３５０ｒ／ｍｉｎ，达到临界转速时左盘和

右盘的响应为０．２４ｍｍ和０．２６ｍｍ。相比于图

１０可知，支承刚度越小，ＳＦＤ的减振效果越好。

参考文献［１９］中优化设计的流程可知，在转

子系统临界转速的分布和支承强度满足要求的前

提下，支承刚度越小，阻尼器的减振效果越好。

图１３　右支承刚度为２．３×１０
６Ｎ／ｍ时转子系统的响应

Ｆｉｇ．１３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ｗｈｅｎ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ｉｓ２．３×１０
６Ｎ／ｍ

３３　供油压力的影响

供油压力的大小影响油膜环内的油膜状态，

油压越大，越容易形成全油膜条件。通过调节油

泵改变供油压力，图１４给出了四种供油压力下左

盘的响应。

从图中可以看出，当供油压力（狆）从０．０２

ＭＰａ增加到０．０５ＭＰａ和０．０８ＭＰａ时，左盘的响

应几乎没有变化。这是因为，当供油压力达到

０．０２ＭＰａ时，油膜环内已经形成了全油膜状态，

再增加压力并不改变油膜状态，因此不会影响

ＳＦＤ的阻尼效果。而当供油压力下降至０．０１ＭＰａ

时，左盘的响应增大了，这说明供油压力的降低影

２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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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供油压力对左盘响应的影响

Ｆｉｇ．１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ｏｉｌｓｕｐｐｌ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ｎｌｅｆｔｄｉｓｋ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响了全油膜条件，削弱了阻尼效果。

３４　滑油温度的影响

温度（狋）会影响油的黏度，从而影响阻尼效

果。一般而言，油温越高，黏性越小，阻尼效果越

差。通过对滑油加温研究了２０、４０、６０℃和８０℃

四种温度下阻尼器的减振效果，其结果如图１５所

示。从图１５中可以看出，４０℃下的减振效果最

好，这与传统认识并不相符。产生这一现象可能

的原因是，实际的ＳＦＤ都有供油孔，油温较低时

油的黏性较大，由于供油孔很小，油通过供油孔的

流动过程会受影响，从而影响全油膜条件的形成。

而当温度提高到６０℃和８０℃后，转子系统的振

幅相应地增大，这说明温度的升高导致黏性降低，

影响了阻尼效果。

图１５　滑油温度对左盘响应的影响

Ｆｉｇ．１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ｏｉ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ｌｅｆｔｄｉｓｋ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通过以上对不平衡量、支承刚度、油压和油温

实验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相比不平衡量和支承刚

度对阻尼效果的影响，供油压力和滑油温度虽然

也有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因此，进行

ＳＦＤ设计时，重点应该关注转子上的不平衡量大

小和支承刚度。限于篇幅，仅给出了左盘响应，右

盘响应与左盘响应规律一致，只是具体数值不同。

４　结　论

提出了一种转子系统与ＳＦＤ耦合设计方法，

给出了详细的设计流程，依据该流程为双盘柔性

简支转子系统设计了ＳＦＤ，通过ＣＦＤ数值模拟和

实验，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还通过实验研究

了不平衡量、支承刚度、供油压力和滑油温度对

ＳＦＤ减振效果的影响。本文的结论总结如下：

１）带ＳＦＤ的转子系统，其动力学特性取决于

ＳＦＤ与转子系统本身的耦合作用。ＳＦＤ的设计必

须考虑基于偏心率迭代的转子系统响应特性。

２）ＣＦＤ数值模拟、油膜环压力测量实验以及

减振效果实验表明，所提出的ＳＦＤ设计方法是有

效的，使用该方法设计出的ＳＦＤ可以起到良好的

减振效果。在初始不平衡量下，相比未采用

ＳＦＤ，采用ＳＦＤ后转子系统两个转盘的振幅分别

下降４６％和３９％。如果对转子系统进行平衡，

ＳＦＤ的减振效果会更好。

３）相比于不平衡量和支承刚度对ＳＦＤ减振

效果的影响，供油压力和滑油温度的影响并不显

著。进行ＳＦＤ设计时，重点应该关注转子上的不

平衡量大小和支承刚度。对于不平衡量而言，转

子系统上的不平衡量与ＳＦＤ必须匹配，否则不平

衡量太大导致偏心率太大，阻尼器起不到减振效

果。因此对设计出的ＳＦＤ，要进行考虑ＳＦＤ与转

子系统耦合作用的动力特性计算或实验，确保偏

心率不超过０．４，以此才能保证ＳＦＤ具有良好的

减振效果。如果偏心率太大，则应重新设计阻尼

更大的ＳＦＤ，如果还不能满足要求，则应该对转子

系统进行动平衡。对于支承刚度而言，在转子系统

临界转速的分布和支承强度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减

小支承的刚度有利于提高阻尼器的减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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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８１１７８７．

ＣＵＩＹｉｎｇ，ＬＩＴ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Ｑｉ，ｅｔ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ｑｕｅｅｚｅｆｉｌｍ

ｄａｍｐ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ｗｏｐｈａｓｅｆｌｏｗｍｏｄｅ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

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９，３４（８）：１７８１１７８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李一德．基于两相流理论的挤压油膜阻尼器动力特性研究

［Ｄ］．辽宁 大连：大连海事大学，２０１８．

ＬＩＹｉｄ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ｑｕｅｅｚｅｆｉｌｍ

ｄａｍｐ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ｗｏｐｈａｓｅｆｌｏｗｔｈｅｏｒｙ［Ｄ］．ＤａｌｉａｎＬｉａｏｎ

ｉｎｇ：Ｄａｌｉａｎ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张明．挤压油膜阻尼器动力学特性仿真及实验研究［Ｄ］．沈

阳：沈阳航空航天大学，２０１８．

ＺＨＡＮＧ Ｍｉｎｇ．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ｄｙ

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ｑｕｅｅｚｅｆｉｌｍｄａｍｐｅｒ［Ｄ］．Ｓｈｅｎｙ

ａｎｇ：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王震林．涡轴发动机挤压油膜阻尼器阻尼特性数值与实验

研究［Ｄ］．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２０１３．

ＷＡＮＧ Ｚｈｅｎｌｉ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

ｄａｍｐ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ｑｕｅｅｚｅｆｉｌｍｄａｍｐｅｒｆｏｒｔｕｒ

ｂｏｓｈａｆｔｅｎｇｉｎｅ［Ｄ］．Ｈａｒｂｉｎ：Ｈａｒｂｉ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２０１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陈钊．弹支挤压油膜阻尼器动力特性分析方法研究［Ｄ］．南

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２００８．

ＣＨＥＮＺｈａ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ａｎａ

ｌｙｚ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ｔｈｅｅｌａｓｔ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ｓｑｕｅｅｚｅｆｉｌｍｄａｍｐｅｒ

［Ｄ］．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

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０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廖明夫，谭大力，耿建明，等．航空发动机高压转子的结构动

力学设计方法［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１４，２９（７）：１５０５１５１９．

ＬＩＡＯＭｉｎｇｆｕ，ＴＡＮＤａｌｉ，ＧＥＮＧＪｉａｎｍｉｎｇ，ｅ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

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ｄｅｓｉｇ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ｏｔｏ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４，２９（７）：１５０５

１５１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刘展翅，廖明夫，丛佩红，等．航空发动机转子挤压油膜阻尼

器设计方法［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１５，３０（１１）：２７６３２７７０．

ＬＩＵＺｈａｎｇｃｈｉ，ＬＩＡＯＭｉｎｇｆｕ，ＣＯＮＧＰｅｉ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ｓｑｕｅｅｚｅｆｉｌｍｄａｍｐｅｒｆｏｒ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ｒｏｔｏｒ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５，３０（１１）：２７６３２７７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付才高．航空发动机设计手册：第１９册 转子动力学及整

机振动［Ｍ］．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０］　冯国全，周柏卓．鼠笼式弹性支承结构参数优化设计与实

验［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１１，２６（１）：１９９２０３．

ＦＥＮＧＧｕｏｑｕａｎ，ＺＨＯＵＢｏｚｈｕｏ．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

ｔｅｓｔ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ｑｕｉｒｒｅｌｃａｇｅｅｌａｓｔ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１，２６（１）：１９９２０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王正．转动机械的转子动力学设计［Ｍ］．北京：清华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５．

［２２］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机械振动．恒态（刚性）转子

平衡品质要求：ＧＢ／Ｔ９２３９．２２００６［Ｓ］．北京：中国标准出

版社，２００６．

［２３］　赵项伟，罗贵火，王飞．静偏心对挤压油膜阻尼器减振特性

影响的数值分析［Ｊ］．航空发动机，２０１８，４４（３）：４２４８．

ＺＨＡＯＸｉａｎｇｗｅｉ，ＬＵＯＧｕｉｈｕｏ，ＷＡＮＧＦｅｉ．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ｔａｔｉｃ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ｔｙｏｎ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ｑｕｅｅｚｅｆｉｌｍｄａｍｐｅｒ［Ｊ］．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２０１８，４４

（３）：４２４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刘展翅，廖明夫，丛佩红，等．静偏心对挤压油膜阻尼器减振

特性影响实验研究［Ｊ］．推进技术，２０１６，３７（８）：１５６０１５６８．

ＬＩＵＺｈａｎｃｈｉ，ＬＩＡＯＭｉｎｇｆｕ，ＣＯＮＧＰｅｉ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ｔａｔｉｃ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ｔｙｏｎｖｉ

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ｑｕｅｅｚｅｆｉｌｍｄａｍｐｅｒ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３７（８）：１５６０

１５６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　刘展翅，廖明夫，丛佩红，等．挤压油膜阻尼器非线性特性

实验研究［Ｊ］．机械科学与技术，２０１６，３５（１）：２３２８．

ＬＩＵＺｈａｎｃｈｉ，ＬＩＡＯＭｉｎｇｆｕ，ＣＯＮＧＰｅｉ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ｏｔｏｒ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ｓｑｕｅｅｚｅｆｉｌｍｄａｍｐｅｒ［Ｊ］．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６，３５（１）：２３２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　ＣＹＲＩＬＤ，ＦＲＡＮＣＫＬ，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Ｃ，ｅｔａｌ．Ｓｑｕｅｅｚｅｆｉｌｍ

ｄａｍｐｅ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ｅｎｇｉｎｅｒｏｔｏ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ＡＳＭＥＴｕｒｂｏＥｘｐｏ：Ｐｏｗｅｒ

ｆｏｒＬａｎｄ，Ｓｅａ，ａｎｄＡｉｒ．Ｖｉｅｎｎａ：ＡＳＭＥ，２００４，１１１．

［２７］　闻邦椿，顾家柳，夏松波，等．高等转子动力学［Ｍ］．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８］　ＬＩ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Ｚ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ｘｉ，ＬＩＵＺｈｅｎｘｉａ．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ｒｏｔｏｒ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ｒｉａｌｗｅｉｇｈ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

ｍｅｎｔｍｏｄ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０１２，１９（３）：４６１４７０．

（编辑：李岩梅、张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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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弹阻尼器拉压疲劳损伤三维成像分析

张宝双１，敖　波１，丁　阳２，江洪流３，邬冠华１

（１．南昌航空大学 无损检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昌３３００６３；

２．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江西 景德镇３３３００１；

３．南昌航空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南昌３３００６３）

摘　　　要：采用显微ＣＴ（ｍｉｃｒｏ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对阻尼器结构分段进行了三维观察，成像分辨率为

９１．８９μｍ。通过三维分割成功提取了橡胶层空隙、开裂缺陷，并定量分析空隙缺陷的直径、总体积等几何特征

参数。为了提高成像分辨率，对单个空隙缺陷进行局部高分辨显微ＣＴ成像及三维可视化分析，获取单个空

隙形貌信息。结果表明：黏弹阻尼器以产生脱黏、空隙、开裂缺陷为主，上、下段橡胶层空隙最大直径分别为

１３．１２、１２．２１ｍｍ，发现上、下段端部存在开裂现象，环状裂纹体向上延伸至橡胶层表面，向下延伸至铝合金内

筒外壁。局部显微ＣＴ三维成像分辨率为２０．８５μｍ，结果显示单个空隙表面形貌存在褶皱、凹坑现象，但未发

现微小裂纹。ＤＲ（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成像实验结果表明通过Ｘ射线切向照相检测黏弹阻尼器橡胶层脱黏、

空隙缺陷是可行的。

关　键　词：黏弹阻尼器；三维成像；空隙；脱黏；三维可视化

中图分类号：Ｖ２７５．１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５２０

基金项目：无损检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ＥＷ２０１７０８２５３）

作者简介：张宝双（１９９６－），女，硕士生，主要从事疲劳损伤射线ＣＴ成像检测研究。

引用格式：张宝双，敖波，丁阳，等．黏弹阻尼器拉压疲劳损伤三维成像分析［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２０，３５（１２）：２６３５２６４１．ＺＨ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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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ＡＯＢｏ１，ＤＩＮＧＹａｎｇ２，ＪＩＡＮＧＨｏｎｇｌｉｕ３，ＷＵＧｕａｎｈｕａ１

（１．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Ｎｏｎ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Ｈａｎｇｋ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３３００６３，Ｃｈｉｎａ；

２．Ｃｈｉｎａ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Ｌｉｍｉｔｅｄ，ＪｉｎｇｄｅｚｈｅｎＪｉａｎｇｘｉ３３３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３．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Ｈａｎｇｋ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３３００６３，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ａｍｐｅｒ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ｂｙｍｉｃｒｏＣＴ

（ｍｉｃｒｏ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ａｓ９１．８９μｍ．Ｔｈｅｖｏｉｄｓａｎｄ

ｃｒａｃｋｉｎｇｄｅ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ｒｕｂｂｅｒｌａｙｅｒｗｅｒ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ｅｆｅｃｔｓ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ｖｏｌｕｍｅ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ｌｈｉｇｈｒｅｓｏ

ｌｕｔｉｏｎｍｉｃｒｏＣＴ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３Ｄ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ｖｏｉｄｄｅｆｅｃｔｓｗｅ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ｖｏｉｄ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ａｉｎｄｅ

ｆｅｃｔｓｏｆｖｉｓｃ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ｄａｍｐｅｒｍａｉｎｌｙ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ｄｅｂｏｎｄｉｎｇ，ｖｏｉｄａｎｄｃｒａｃｋ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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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ｉｄ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ｒｕｂｂｅｒｌａｙｅｒｓｗａｓ１３．１２ｍｍａｎｄ１２．２１ｍｍ，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ｌｙ．Ｉｔ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ｃｒａｃｋｉｎｇｅｘｉｓ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ｅｎｄｓｏｆ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ｒｉｎｇ

ｓｈａｐｅｄｃｒａｃｋｂｏｄｙ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ｕｐｗａｒｄｔｏ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ｔｈｅｒｕｂｂｅｒｌａｙｅｒａｎｄ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ｔｏ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ｗ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ａｌｕｍｉｎｕｍａｌｌｏｙｉｎｎｅｒｔｕｂｅ．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ｏ

ｃａｌｍｉｃｒｏＣＴｗａｓ２０．８５μｍ．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

ａｓｉｎｇｌｅｖｏｉｄｈａｄｗｒｉｎｋｌｅｓａｎｄｐｉｔｓ，ｂｕｔｎｏｍｉｃｒｏｃｒａｃｋｓ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Ｄ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ｉｔｉｓｆｅａｓｉｂｌｅｔｏｄｅｔｅｃｔｔｈｅｄｅｂｏ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ｖｏｉｄｄｅｆｅｃｔｓｏｆ

ｒｕｂｂｅｒｌａｙｅｒｉｎｖｉｓｃ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ｄａｍｐｅｒｂｙＸｒａｙｔａｎｇｅｎｔｉａｌ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ｖｉｓｃ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ｄａｍｐｅｒ；３Ｄｉｍａｇｉｎｇ；ｖｏｉｄ；ｄｅｂｏｎｄｉｎｇ；３Ｄ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黏弹阻尼器是一种安装在相邻两桨叶之间的

摆振阻尼器，内、外筒和衬套材料为铝合金，内外

筒之间材料为高阻尼弹性硅橡胶，通过胶黏剂高

温热硫化黏接形成金属橡胶硫化件
［１］。黏弹阻

尼器的作用是当直升机桨叶摆动时，使黏弹阻尼

器的高阻尼硅橡胶材料发生剪切变形，防止旋翼

发生不稳定摆振运动［２］。在生产制造过程中，黏

弹阻尼器橡胶层不可避免的存在固有缺陷［３］，橡

胶材料在役使用过程中，由于拉压载荷作用易产

生空隙、裂纹、脱黏等缺陷，严重情况下直接影响

阻尼器的使用性能并带来安全隐患，进而威胁直

升机旋翼系统的安全。因此，针对疲劳后的黏弹

阻尼器进行内部缺陷检测与评估至关重要，采取

有效的测试手段可为黏弹阻尼器制造质量和在役

性能监控提供可靠性保障。

目前黏弹阻尼器内部缺陷无损检测方法主要

有超声检测、射线照相检测及显微ＣＴ检测等，其

中超声相控阵检测技术对于微裂纹检测和大厚度

制件检测中有较好的效果，但难以精确地定性、定

量缺陷［４７］。由于显微ＣＴ成像分辨率高，能够直

观的显示材料及内部缺陷三维形态（如缺陷的尺

寸、位置和结构分布）等特点［８１０］，在复杂构件检

测方面的优势明显，一直是航空构件无损检测相

关研究的重要手段［１１］。

针对黏弹阻尼器多层结构特点，孙献煜［１］采

用显微ＣＴ研究了黏弹阻尼器内部的空隙和脱

黏，但研究不深入。董俊冬［１２］利用超声特征扫描

成像系统研究一界面完全脱黏试样的脱黏特征信

号，检测出６ｍｍ的完全脱黏缺陷、１０ｍｍ的弱黏

接缺陷。张丽涵等［１３］采用Ｘ射线切向射线照相

技术对典型推进剂装药包覆层／药柱黏接界面脱

黏或分离的面积性缺陷进行了检测，通过对被判

报废药柱的解剖结果证明了检测结果准确可靠。

针对橡胶材料的疲劳缺陷，Ｌｉｕ等
［１４］制备丁苯橡

胶（ＳＢＲ）后进行循环疲劳实验，对无疲劳和疲劳

样品进行显微ＣＴ成像，成像分辨率达到４μｍ。

结果表明：在施加的单轴拉伸疲劳载荷的平行（模

式Ⅰ）和垂直（模式Ⅱ）方向上均观察到裂纹。

Ｍａｒｃｏ等
［１５］通过三维观测，研究了最大主应变和

循环次数对材料尺寸、孔隙率、缺陷体积密度等损

伤参数的影响。Ｗｕ等
［１６］利用同步辐射显微ＣＴ

（ＳＲＣＴ）揭示了裂纹与固有孔隙、析出物、金属间

夹杂物和晶粒结构以及孔洞和接头等宏观特征之

间的复杂相互作用。Ｇａｒｃｅａ等
［１７］采用原位同步

Ｘ射线ＣＴ技术研究了碳纤维／环氧树脂复合材

料在连续单次拉伸载荷作用下损伤演化特征。

Ｍａｄｒａ等
［１８］利用Ｘ射线显微成像技术，获得玻璃

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三维结构。

本文针对直升机旋翼黏弹阻尼器橡胶层疲劳

缺陷，采用Ｘ射线切向照相技术对结构缺陷和脱

黏缺陷进行二维切向照相，采用显微ＣＴ技术实

现橡胶层缺陷的定位、定量分析。

１　实　验

图１　黏弹阻尼器样件

Ｆｉｇ．１　Ｓａｍｐｌｅｏｆｖｉｓｃ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ｄａｍｐｅｒ

１１　实验材料

实验对象为某直升机旋翼黏弹阻尼器１号、２

号样件（经过拉压疲劳实验），如图１所示，总长

度为３８７ｍｍ，直径为９１ｍｍ，疲劳实验加载方式

为单轴加载，轴向最大拉力为１０ｋＮ，最小拉力为

３．３ｋＮ，黏弹阻尼器由３层结构组成，内、外壳材

６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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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为铝合金，壳间填充物为弹性硅橡胶，工作时黏

弹阻尼器承受轴向拉压载荷。

１２　犡射线切向照相实验

黏弹阻尼器外筒与橡胶材料、橡胶材料与内

筒之间都可能产生脱黏，对黏弹阻尼器进行Ｘ射

线切向照相，实验设备为美国Ｇ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ｌｅｃ

ｔｒｉｃ）公司的ＩＳＯＶＯＬＴ３２０Ｍ２ｈｐ型射线机，射

线源焦点尺寸为０．４ｍｍ。平板探测器为 Ｖａｒｅｘ

公司的ＸＲｐａｄ２４３３６型非晶硅平板探测器，其闪

烁体材料为碘化铯，成像矩阵大小为４２８８×

３５２４，探测器单元尺寸为１００μｍ×１００μｍ，Ａ／Ｄ

位数为１６ｂｉｔ。

实验参数为：管电压为１５０ｋＶ，管电流为５

ｍＡ，积分时间为４００ｍｓ，射线源至阻尼器的距离

（ＳＯＤ）为６５０ｍｍ，射线源到探测器的距离（ＳＤＤ）为

９００ｍｍ，图２为黏弹阻尼器Ｘ射线切向照相透照

布置图，通过转台连续旋转来监测内部脱黏情况。

图２　黏弹阻尼器Ｘ射线切向照相透照布置图

Ｆｉｇ．２　Ｘｒａｙｔａｎｇｅｎｔｉａｌ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ｌａｙｏｕ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ｖｉｓｃ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ｄａｍｐｅｒ

１３　显微犆犜成像实验

采用天津三英精密机械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的ｎａｎｏＶｏｘｅｌ４０００ＣＴ成像系统对黏弹阻尼器

进行三维扫描（以下实验结果均为１号黏弹阻尼

器），射线源型号为 ＷｏｒＸＸＷＹ２４０ＣＴ，最小焦

点尺寸为４μｍ；平板探测器型号为ＶＡＲＥＸＰａｘ

Ｓｃａｎ２５２０ＤＸｌ，探元尺寸为１２７μｍ×１２７μｍ，成

像矩阵为１９２０×１５３６。

实验参数为：管电压为２００ｋＶ，管电流为１２０

μＡ，ＳＯＤ为５０７ｍｍ，ＳＤＤ为７００ｍｍ，放大倍数为

１．４倍，单幅投影图像的积分时间为０．８ｓ，每３６０°

共采集７２０幅投影图像，总体扫描时间约２０ｍｉｎ，

图３为黏弹阻尼器显微ＣＴ扫描布置图。由于黏

弹阻尼器长度较大，需要分段显微ＣＴ成像。

图３　黏弹阻尼器显微ＣＴ扫描布置图

Ｆｉｇ．３　ＭｉｃｒｏＣＴｌａｙｏｕｔ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ｖｉｓｃ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ｄａｍｐｅｒ

１４　局部显微犆犜成像实验

考虑到橡胶材料疲劳裂纹尺度可能很小，而

全局显微ＣＴ成像分辨率可能不够高，为此开展

局部更高分辨率显微ＣＴ成像。利用文中第１．３

节中实验设备对１号黏弹阻尼器进行局部高分辨

率显微ＣＴ扫描实验，实验参数为：管电压为２００

ｋＶ，管电流为１００μＡ，ＳＯＤ为９６ｍｍ，ＳＤＤ为５９０

ｍｍ，放大倍数为６．１倍，每３６０°共采集１４４０幅

投影图像，单幅投影图像的积分时间为０．７５ｓ。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黏弹阻尼器犡射线切向照相结果分析

图４分别为１号、２号黏弹阻尼器Ｘ射线切

向照相ＤＲ图像，可以观察到１号黏弹阻尼器橡

胶层存在大量近圆形缺陷，根据缺陷特征及橡胶

材料特点判断为空隙缺陷。从图４（ａ）可以发现，

空隙集中在黏弹阻尼器中段，配合旋转台转动和

实时图像采集，图像中未发现橡胶层与内、外筒间

存在脱黏类型缺陷，上、下段端部各发现一个橡胶

材料开裂（裂纹）。由图４（ｂ）可观察到橡胶层与

铝合金内筒间存在沿内筒壁走向的脱黏型缺陷，

同时橡胶层存在少量空隙类缺陷。由于ＤＲ图像

７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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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黏弹阻尼器Ｘ射线切向照相结果

Ｆｉｇ．４　Ｘｒａｙｔａｎｇｅｎｔｉａｌ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ｒｅｓｕｌｔｏｆ

ｖｉｓｃ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ｄａｍｐｅｒ

仅显示缺陷的二维信息，无法获取缺陷详细信息，

应进一步获取缺陷三维信息。

ＤＲ实验结果表明，结合旋转台运动和实时

成像采集可快速检测黏弹阻尼器内部是否存在脱

黏缺陷。

２２　黏弹阻尼器三维结构分析

显微ＣＴ成像实验可以从任意视角观察黏弹

阻尼器内部结构及缺陷的三维形貌。将显微ＣＴ

扫描得到的７２０幅投影图像进行三维重建，成像

分辨率为９１．８９μｍ。将重建后的原始数据导入

ＶＧＳｔｕｄｉｏＭＡＸ软件进行三维重构，针对黏弹阻

尼器选择合适的重构体素参数，上段裁切重构结

果至１０３７（体素）×１０３７（体素）×１８０６（体素），下

段裁切重构结果至９８１（体素）×９７７（体素）×

１８１３（体素）。图５（ａ）为黏弹阻尼器上段犢犣 截

面第５６２层切片图像，图５（ｂ）为黏弹阻尼器上段

三维重构结果，黏弹阻尼器上段橡胶层存在一定

数量的空隙缺陷，空隙表现为黑色且轮廓不规则，

阻尼器中部空隙数量较多并存在部分空隙相连接

现象，空隙与橡胶层本体灰度差异明显。黏弹阻

尼器上段端部发现一处环形开裂（环状裂纹体），

切片图像显示为黑色且与背景相连，裂纹体从橡

胶层中间位置斜向环绕延伸至内筒外壁。

图６（ａ）为黏弹阻尼器下段犢犣截面第４３０层

切片图像，图６（ｂ）为黏弹阻尼器下段三维重构结

果，黏弹阻尼器下段橡胶层同样存在一定数量的

空隙类缺陷，空隙表现为黑色且轮廓不规则，阻尼

器中部空隙数量较多并存在部分空隙相连接现

象，黏弹阻尼器下段端部橡胶材料发现一处开裂

（环状裂纹体），裂纹体断续向内筒侧壁延伸。

图５　上段三维可视化

Ｆｉｇ．５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ｐｐ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图６　下段三维可视化

Ｆｉｇ．６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ｗ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８３６２



　第１２期 张宝双等：黏弹阻尼器拉压疲劳损伤三维成像分析

２３　橡胶层内部缺陷三维分析

黏弹阻尼器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橡胶层受拉

压载荷作用产生疲劳缺陷，缺陷的存在可能严重

影响黏弹阻尼器的力学性能，所以缺陷的定性、定

位、定量评价对黏弹阻尼器的安全服役至关重要。

图７为上段橡胶层缺陷提取结果，图８为上段橡

胶层空隙（除环状裂纹体外）的直径、体积分布图，

上段橡胶层内部共提取８２个空隙，最大空隙直径

为１３．１２ｍｍ，最小空隙直径为０．１８ｍｍ，空隙体

积范围为０．００１６～５０３．８５ｍｍ
３，空隙表面积范围

为０．０８４～５５０．８６ｍｍ
２。少部分空隙存在“直径

大，体积小”的现象，说明该部分空隙形状为长

条形。

由于黏弹阻尼器受轴向拉压载荷作用，容易

在端部位置产生开裂。由于实验黏弹阻尼器上段

图７　上段缺陷提取结果

Ｆｉｇ．７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ｆｅｃｔｓｉｎｕｐｐ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图８　上段空隙直径、体积分布

Ｆｉｇ．８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ａｎｄｖｏｌｕｍ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ｖｏｉｄｓ

ｉｎｕｐｐ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端部存在环状裂纹，通过裂纹体表面形貌多角度

分析可知，上段端部环状裂纹体侧壁表面粗糙并

有较小角度弯曲，环状裂纹体中间部位向内侧有

部分凹陷，向上延伸至橡胶层表面，向下延伸至铝

合金内筒外壁。通过对裂纹体进行尺寸测量，沿

倾斜侧壁方向裂纹体平均长度为１１．５９ｍｍ，环状

裂纹体平均侧壁厚度为１．１２ｍｍ。

图９为下段橡胶层缺陷提取结果，图１０为

下段橡胶层空隙直径、体积分布图。下段橡胶

内部共提取出７１个空隙，最大空隙直径为

１２．２１ｍｍ，最小空隙直径为０．２８ｍｍ，空隙体积

范围为０．００３１～５５１．７２ｍｍ
３，空隙表面积范围为

０．１５２～５９２．６２ｍｍ
２。通过裂纹体表面形貌多角

度分析可知，下段端部环状裂纹体侧壁断续相连，

存在多处空隙，间断空隙靠近小直径环一侧，通过

对裂纹体进行尺寸测量，沿倾斜侧壁方向裂纹体

平均长度为８．７３ｍｍ，环状裂纹体平均侧壁厚度

为１．８３ｍｍ。

图９　下段缺陷提取结果

Ｆｉｇ．９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ｆｅｃｔｓｉｎｌｏｗ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图１０　下段空隙直径、体积分布

Ｆｉｇ．１０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ａｎｄｖｏｌｕｍ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ｖｏｉｄｓ

ｉｎｌｏｗ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９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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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下段端部位置出现开裂，在橡胶层内部

无开裂缺陷，分析原因为端部为受力点，受疲劳作

用影响较严重，当应力达到或超过橡胶材料的抗

拉强度时，就会导致橡胶材料开裂。因此，上、下

段端部都出现了明显的疲劳损伤。

将橡胶层内部空隙直径排序分别划分至０～

３、３～６、６～９、９～１２、１２～１５ｍｍ的５个不同区

间。表１共统计了上段８２个空隙的球度，表２共

统计了下段７１个空隙的球度，说明空隙以近球形

缺陷为主。

表１　上段空隙球度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狆犺犲狉犻犮犻狋狔狅犳狏狅犻犱狊犻狀狌狆狆犲狉狊犲犮狋犻狅狀

空隙直径犱／ｍｍ 空隙个数 空隙球度

０＜犱≤３ ５３ ０．４４～０．７７

３＜犱≤６ １９ ０．４８～０．６２

６＜犱≤９ ５ ０．４４～０．６１

９＜犱≤１２ ４ ０．４８～０．５７

１２＜犱≤１５ １ ０．５６

表２　下段空隙球度

犜犪犫犾犲２　犛狆犺犲狉犻犮犻狋狔狅犳狏狅犻犱狊犻狀犾狅狑犲狉狊犲犮狋犻狅狀

空隙直径犱／ｍｍ 空隙个数 空隙球度

０＜犱≤３ ４３ ０．４９～０．７０

３＜犱≤６ １５ ０．４１～０．６４

６＜犱≤９ ７ ０．２６～０．７３

９＜犱≤１２ ５ ０．５０～０．６３

１２＜犱≤１５ １ ０．５５

２４　黏弹阻尼器上段局部高分辨率三维分析

由于体积较大的空隙表面可能存在裂纹萌生

处，所以选择黏弹阻尼器上段体积为４８２．７５ｍｍ３

的空隙进行局部高分辨率Ｘ射线三维成像实验，

以进一步研究空隙类缺陷表面形貌。将局部显微

ＣＴ扫描得到的１４４０幅投影图像进行三维重建，

成像分辨率为２０．８５μｍ。将重建后的原始数据

导入ＶＧＳｔｕｄｉｏＭＡＸ软件进行三维重构，裁切

重构结果至１７４９（体素）×１７４９（体素）×１１９４（体

素），图１１（ａ）为犡犢截面第７６１层切片图像，图像

清晰显示了此空隙截面微观形貌，截面存在明显

凸起及凹陷，图１１（ｂ）为局部空隙提取结果，可观

察到空隙形状类似椭圆形且轮廓周围有褶皱及凹

坑，并存在少量突出毛刺，但没有发现明显微小

裂纹。

图１１　局部空隙三维可视化

Ｆｉｇ．１１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ｌｖｏｉｄ

３　结　论

通过Ｘ射线切向照相获得了橡胶层脱黏缺

陷和内部空隙二维影像及位置分布，采用显微

ＣＴ成像技术获取了空隙、开裂缺陷三维形貌及

特征参数。

１）采用Ｘ射线ＤＲ技术对黏弹阻尼器进行

切向照相结果表明，Ｘ射线切向照相可有效检测

内、外筒体与橡胶之间脱黏缺陷，同时发现橡胶内

部存在大量内部空隙。

２）采用显微ＣＴ成像技术对直升机旋翼黏

弹阻尼器分段进行三维成像，获得了高质量的内

部结构图像，在三维重构基础上实现了空隙、橡胶

材料开裂缺陷的三维分割提取。

３）基于显微ＣＴ三维成像结果提取上段８２

个空隙，最大直径为１３．１２ｍｍ。下段提取出７１

个空隙，最大直径为１２．２１ｍｍ。

４）通过对黏弹阻尼器进行局部高分辨显微

ＣＴ三维成像，成像分辨率为２０．８５μｍ，发现局部

单个空隙表面形貌存在褶皱、凹坑现象，但没有发

现微小裂纹，可能还需提高成像分辨率。

５）从研究结果推断黏弹阻尼器主要以产生

脱黏、空隙、材料开裂缺陷为主。１号、２号黏弹阻

尼器ＤＲ检测结果（开裂、脱黏缺陷）表明，两个黏

弹阻尼器都已出现明显疲劳损伤。

０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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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压叶栅角区吸力面造型设计及

流动控制机理

李相君，董杰忠，崔义强，鲁　庆，尤付浩

（大连海事大学 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辽宁 大连１１６０２６）

摘　　　要：通过数值模拟，分别针对扩压叶栅的设计工况与角区失速工况进行叶身／端壁融合与吸力面优

化造型设计，分析其流场结构与性能的变化，并探究两种优化造型对压气机性能改善的机理。优化结果表明：

在设计工况下，优化造型吸力面凹陷，使得吸力面附面层厚度变薄，最大端壁融合位置靠近尾缘，角区低能流

体在压力梯度的作用下转移并减少，分离结构得到明显控制，损失降低；在角区失速工况下，优化造型吸力面

凸起，最大端壁融合位置靠近前缘，使得前缘分离结构显著减弱，当流体在进入吸力面前缘时提前附着，前缘

分离区减小甚至消失，损失降低。根据两种造型流场结构特点与控制机理，可构造出在多工况下具有显著作

用的叶身端壁融合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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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ａｄａｐｔｅｄｔｏａｌ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ｃａｎｂ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ｗ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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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ｙｉｅｌｄｉｎｇ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

ｍａｎｙ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ｃｏｒｎｅｒ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ｂｌｅｎｄｂｌａｄｅａｎｄｅｎｄｗａｌｌ；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随着航空发动机的发展，轴流压气机内单级

逆压梯度不断增强，吸力面边界层厚度由于逆压

梯度作用逐渐增厚，在吸力面与轮毂或机匣交界

处，低能流体与叶片吸力面边界层相互作用，形成

三维角区分离。角区分离的形成与发展严重遏制

了轴流压气机效率与失速裕度等性能的提升［１５］。

为了改善轴流压气机性能，控制角区分离的

发展，国内外专家学者提出并运用二面角原理对

角区低能流体进行改善，主要包括两种控制叶身

与端壁夹角的方式。其中，第一种方式是直接改

变叶片与端壁的垂直关系，使端壁与吸压力面成

钝角或锐角，而不改变叶片或端壁厚度；第二种方

式是在叶身与端壁交汇处，通过填补过渡曲面来

连接叶片与端壁，在部分叶高处叶片厚度或端壁

厚度发生变化［６８］。

上述第一种方式即为二面角原理的发展与运

用，其研究可追溯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Ｓｍｉｔｈ等
［９］在

对涡轮的研究中，首次通过改变叶片垂直于端壁的

状态来探究其对涡轮性能的影响。Ｂｒｅｕｇｅｌｍａｎｓ

等［１０］认为在吸力面与端壁之间形成锐角时发展

成较大的角区失速，形成钝角时，二次流被抑制。

Ｓａｓａｋｉ等
［１１］认为改变二面角角度对叶片流道既

有有利的影响也有不利的影响。季路成等［１２］根

据等效二维附面层模型，认为尽量增大叶表吸力

面与端壁相交角，可以抑制角区分离。Ｇüｍｍｅｒ

等［１３］认为二面角在轮毂和机匣的表面流体流动

中增加径向叶片力，这种效应已经在通流模型中

得到体现。

随着方式一的发展，二面角原理逐渐完善并

广泛应用，季路成等［１４］在二面角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种叶身／端壁融合的设计概念，即上述第

二种方式，通过数值实验研究发现叶身／端壁融合

消除了角区分离。李嘉宾等［１５１６］认为在最大混合

宽度的轴向位置产生压力梯度，这种压力梯度增

强了由二次流组成的端壁区低能流体动能，提高

了其承受逆压梯度的能力，有效地延缓、减小甚至

消除角区分离。Ｒｅｕｔｔｅｒ等
［１７］通过优化叶身／端

壁融合，发现优化后造型改变了旋涡与二次流的

发展，角区分离被有效控制。

尽管国内外专家学者已对叶身／端壁融合技

术在压气机性能改善的机理上有了深入的研究，

但是，针对不同工况下最优叶身／端壁融合宽度的

位置及其流动控制机理还没有统一的讨论。基于

上述分析，为了探寻满足压气机高效率，高失速裕

度等性能要求，有必要对其展开深入研究。

本文以一高负荷低速压气机叶栅为研究对

象，结合数值优化技术，探索了叶栅端壁融合造型

的气动特性。相比于已有研究，本研究的重点在

于探究叶栅端壁融合结构的多工况适用性；此外，

为了更加全面地控制三维分离，本研究优化设计

中并不将造型位置局限在角区，而是额外拓展至

吸力面叶型表面，试图结合多位置附面层控制，探

讨叶身／端壁融合技术对压气机吸力面三维分离

的全面控制方案。

为达到这一研究目的，本文计划依次展开以

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工作：通过优化获得设计点工

况优化造型与角区失速点工况优化造型，探究两

种优化造型对流体的控制机理并研究如何改善其

工况适用性，为构造具有良好工况适用性的造型

方案奠定基础。

１　研究对象与造型优化方法

１１　原型叶栅几何参数

本文采用一高负荷低速压气机叶栅作为研究

对象，该叶栅设计气流转折角为５２°，且为轴向出

气的去预旋设计，叶栅稠度超过２．０，因此符合高

压压气机后排叶片的特征。表１给出了叶栅几何

参数与气动参数，图１为叶栅几何示意图。

１２　造型设计

在本文的研究中仅关注填补叶身／端壁融合

过渡曲面的造型方案。如图２为叶身／端壁融合

造型示意图，其中犣０ｐｌａｎｅ为轮毂平面，犡０ｐｌａｎｅ与之

正交且垂直于轴向弦长的平面，ＬＥ为叶栅前缘，

ＴＥ为叶栅尾缘，ＳＳ为叶栅吸力面。叶身／端壁融

合过渡曲面造型在轮毂截面上，吸压力面轮廓线

犘０、犛０ 分别由三角函数犽０１、犽０２控制。由于此高负

荷叶栅内进口附面层厚度为１２．５％叶高，致使端

壁附面层与叶栅吸力面附面层在此范围内内交汇

相互作用，因而考虑在１２％叶高内增加过渡曲

３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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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原型叶栅几何参数与气动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犌犲狅犿犲狋狉狔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犪狀犱犪犲狉狅犱狔狀犪犿犻犮

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狋犺犲狅狉犻犵犻狀犪犾犮犪狊犮犪犱犲

参数 数值

叶高犺／ｍｍ ２００

弦长犆／ｍｍ １１４．３

轴向弦长犆狓／ｍｍ １０７

叶距狊／ｍｍ ５３．４

进口几何角β１ｋ／（°） ５２

出口几何角β２ｋ／（°） １２

安装角γ／（°） ２０．５

设计攻角犻／（°） －１

扩散因子 ０．５

图１　叶栅几何参数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ａｓｃａｄｅｄｉａｇｒａｍ

图２　叶身／端壁融合造型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ｂｌｅｎｄｂｌａｄｅａｎｄｅｎｄｗａｌｌ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ｄｉａｇｒａｍ

面［１８］，过渡曲面造型沿叶展方向的轮廓是由多项

式犉控制，其由轮毂到１２％叶高按照三次多项式

衰减。通过改变变量犃、犽犻、犪、狀犻使得过渡曲面造

型相对于原型叶栅沿周向变化范围为－３ｍｍ～

８ｍｍ。

分离通常发生在叶栅的吸力面侧，且吸力面

附面层会随着逆压梯度的增大逐渐变厚，致使三

维分离结构发生。为了改变吸力面附面层流动结

构，现结合叶身吸力面三维造型。考虑到原型叶

栅在设计工况下，吸力面出现了两个分离区，其中

在３５％～５３％轴向弦长处为第一分离区；在

６０％～１００％轴向弦长为第二分离区。这两个分

离区形成的因素不同，因而进行分别控制，以求达

到最优造型效果。

犉＝犪１狕
３
＋犪２狕

２
＋犪３狕＋１ （１）

犛０：犽０１ ＝犪∑
３

犻＝１

犮犻ｓｉｎ（犫犻狕０＋狀犻）＋犱犻 （２）

犘０：犽０２ ＝犃∑
３

犻＝１

犆犻ｓｉｎ（犅犻狕０＋犽犻）＋犇犻 （３）

　　图３为叶栅吸力面造型示意图，由上所述，对

这两个分离区分别使用曲线组犛犻，１、犛犻，２（犻＝１，

２，…，７）进行造型。综合前期研究的结论，第一分

离区与第二分离区形成于１６％～４０％叶高范围

内［１８］，因此曲线组犛犻，１、犛犻，２也建立在１６％～４０％

叶高内，分别由狔犻，１、狔犻，２（犻＝１，２，…，７）函数控制，

其中犲犻，犼、犳犻，犼、犵犻，犼、狊犻，犼（犻＝１，２，…，７；犼＝１，２）为变

量。通过改变变量犲犻，犼、犳犻，犼、犵犻，犼、狊犻，犼使得造型相对

于原型叶栅沿周向变化范围为－３ｍｍ～＋８ｍｍ。

犛犻，２：狔犻，２ ＝犲犻，２［ｓｉｎ（犆２犳犻，２＋犵犻，２）＋狊犻，２］＋犆３

（４）

犛犻，１：狔犻，１ ＝犲犻，１［ｓｉｎ（犆２犳犻，１＋犵犻，１）＋狊犻，１］＋犆３

（５）

图３　吸力面造型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ｓｕｃｔｉ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ｄｉａｇｒａｍ

１３　优化方法

如图４为优化过程：由上节所给出的造型设

４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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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方案，将压气机叶栅参数化；进行数值模拟试验

设置从而构造数据库（虚线框内流程１所示）；并

在随后构建关于目标函数与造型参数的人工神经

网络代理模型，并使用遗传算法进行优化，求解最

优造型（图中流程２所示）。

图４　优化设计流程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

通常来讲，为加速优化进程的收敛速度，数据

库样本数量应至少为变量的２～３倍，但如此则会

延长数据库的计算时间，本文为兼顾总体进程的

耗时需要，将数据库样本数量设定为变量的５倍，

本文共有变量６４个，即采用２６０个样本的初始数

据库。优化计算中以全局总压损失系数作为目标

函数，压气机造型参数与目标函数的对应关系由

代理模型关联，采用遗传算法寻找总压损失系数

最小值。记优化造型总压损失系数为犆ｐ犻（犻＝

２６１，２６２，…）。整个优化循环至少迭代２０步，在

最新的２０组造型方案中，当后１０组与前１０组的

总压损失系数平均值之差犇ｄｉｖ≤１×１０
－３认为优

化收敛，其中，犇ｄｉｖ定义为

犇ｄｉｖ＝
１烄

烆１０
∑
犼＝犻

犼＝犻－９

犆ｐ犼－ ∑
犼＝犻－１０

犼＝犻－１９

犆ｐ
烌

烎
犼 （６）

当优化结果未达到收敛要求时，将最新造型参数

写入数据库１中，进入下一个优化循环；当达到收

敛要求时便终止优化过程，输出全局最优解。

对来流攻角为－１°和＋７°的工况分别进行以

上优化过程，可得到两种不同的优化造型，其命名

方式为－１ＯＭ、＋７Ｏ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原

型命名为Ｏｒｉ。其中攻角－１°为设计工况、＋７°则

已经发生角区失速（参见文献［１８］）。

２　数值模拟方法与校验

本文通过数值方法研究不同工况下优化造型

对压气机性能的影响机理，数值模拟工具选用

ＡＮＡＳＹＳＣＦＸ 软件，网格由 ＮＵＭＥＣＡ Ａｕｔｏ

Ｇｒｉｄ５生成，湍流模型选择犽ε模型，给定进口速

度分布与静温，出口给定静压，附面层厚度为

１２．５％叶高（具体设置可参见文献［１８］）。

为了确保选定合适的网格数量，对网格进行

无关性验证，共生成网格总数为４０万、７５万与

１０５万共三套网格。如图５所示为７５万网格示

意图，为保证能捕捉边界层流动特性，对近壁面网

格进行加密，使狔
＋小于２。

图５　网格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ｍｅｓｈ

图６为不同网格数量下在尾缘下游４０％轴

向弦长截面处总压损失系数沿叶展方向的分布，

图６　总压损失系数在尾缘下游４０％犆狓 处沿

叶展方向分布

Ｆｉｇ．６　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ｏｓｓ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ｓｐａｎｏｎ４０％犆狓ａｔｔｈｅＴＥ

其中总压损失定义为

犆ｐ０ ＝ （狆

０ －狆

）／狆ｖ （７）

其中犆ｐ０为总压损失系数，狆

０ 与狆ｖ 代表５０％叶

５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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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置来流的绝对总压与动压，狆为观测位置的

当地总压。图中表明，虽数值结果与实验存在定

量偏差，但其分布趋势与实验相同；在数值方法设

置相同的条件下７５万网格与１０５万网格的总压

损失系数沿叶展分布曲线并无显著差别，因此在

损失预测方面，７５万网格已经达到了网格无关性

的要求。

为进一步检验数值计算精度，特别是对二次

流运动的预测情况，图７对设计工况下实验与数

值所得压气机吸力面流动结构进行对比，由图可

见，图中犛３、犛４、犛５ 为分离线，犚２、犚３ 为再附线，

犖ｓ３、犖ｓ４为节点，犖ｎ３为鞍节点，在吸力面上存在两

个分离区，第一个分离区起始位置为犛３ 到犚２ 结

束，第二个分离区为靠近尾缘的角区分离结构。

对比可知，尽管数值仿真对第一分离区内的细节

图７　吸力面流动结构对比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ｌｏｗ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ｎｓｕｃｔｉ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

结构及犛４ 位置难以准确预测，但其能够基本准确

地计算出第一、二分离区内的二次流动趋势。因

此，结合损失与二次流计算结果，可以认为：当前

以７５万网格进行的数值计算的预测精度能够满

足当前研究需要。

３　优化结果及其结构分析

在叶身／端壁融合造型设计中，叶栅吸力面端

壁交接处和压力面端壁交接处均增加过渡曲面。

经过优化过程可得到优化造型－１ＯＭ与＋７ＯＭ。

如图８所示，分别为两种优化造型和原型叶栅在

轮毂处的几何对比。其中犪、犫分别为吸、压力面

最大融合宽度，犔１、犔２ 分别为吸、压力面最大宽度

距前缘的位置。结合表 ２ 给定的参数，可知

－１ＯＭ造型在吸力面侧最大融合宽度的位置犔１

大于＋７ＯＭ造型；＋７ＯＭ 造型在压力面侧最大

融合宽度的位置犔２ 大于－１ＯＭ造型。

图８　两种优化造型结果在轮毂截面处几何对比图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ｗｏｏｐｔｉｍ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ａｔｔｈｅ

ｈｕｂｓｅｃｔｉｏｎ

表２　优化后叶栅在轮毂截面处的几何参数

犜犪犫犾犲２　犌犲狅犿犲狋狉狔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狋犺犲狅狆狋犻犿犻狕犲犱

犮犪狊犮犪犱犲犪狋狋犺犲犺狌犫狊犲犮狋犻狅狀

优化造型 （犔１／犆狓）／％ （犪／犆狓）／％ （犔２／犆狓）／％（犫／犆狓）／％

－１ＯＭ ５４．７ ７．１２ ４３ ７．０

＋７ＯＭ ３１．９ ７．１ ５０ ７．０

　　如图９所示为两种优化造型吸力面凹凸结构

的分布。云图所示为造型后的吸力面在通道周向

的起伏占叶距百分比数值，用符号δ表示，正值代

表吸力面突出，负值代表吸力面凹陷。在－１ＯＭ

优化造型中，叶栅吸力面０～５０％轴向弦长存在

多个凹陷结构，５０％～１００％轴向弦长上也存在凹

陷结构；在＋７ＯＭ 优化造型中，叶栅吸力面０～

６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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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优化造型结果沿周向高度云图

Ｆｉｇ．９　Ｐｉｔｃｈｗｉｓｅｈｅ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５０％轴向弦长存在大凸起结构，５０％～１００％轴向

弦长上无明显变化。上述造型结果的差异表明这

两种造型在－１°与＋７°攻角下提升压气机性能的

机理不同。

４　优化结果分析

４１　设计点工况

表３为两种造型在设计点工况、失速点工况下

总压损失分布，由表可知，在设计工况下－１ＯＭ造

型总压损失降低了０．４１％；＋７ＯＭ 造型总压损

失增加了０．２２％；为了进一步锁定分析重点，特

意去除－１ＯＭ 造型中压力面叶身／端壁融合结

构，命名为－１ＯＭ＿ＰＳ造型，根据表 ３，其与

－１ＯＭ造型的总压损失结果类似，损失比原型显

著减小，但比－１ＯＭ 造型略有增加，这说明压力

面叶身／端壁融合结构虽可减少损失，但效果十分

有限，因此对造型效果的机理进行分析时应主要

关注吸力面角区及叶身表面的流动机理变化。

表３　不同造型在尾缘下游４０％犆狓 处总压损失百分比

犜犪犫犾犲３　犘犲狉犮犲狀狋犪犵犲狅犳狋狅狋犪犾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犾狅狊狊犪狋犱狅狑狀狊狋狉犲犪犿

狅犳狋狉犪犻犾犻狀犵犲犱犵犲狅犳４０％犆狓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狉狅犳犻犾犻狀犵狊

优化造型
总压损失百分比／％

设计工况 失速工况

Ｏｒｉ ８．０８ １７．０

－１ＯＭ ７．６７ １５．０

＋７ＯＭ ８．３０ １３．８

－１ＯＭ＿ＰＳ ７．７２ １５．１

　　图１０为两种优化造型与原型的总压损失云

图对比，该云图取自尾缘下游４０％轴向弦长位

置，总压损失系数由式（２）定义。由图可知，当来

流为－１°攻角时，－１ＯＭ造型高损失区比原型略

有增大，在靠近叶中的尾迹区增加比较明显，但在

１０％～２０％叶高之间的核心区显著弱化；＋７ＯＭ

造型相比原型的总压损失显著增加，损失区及其

核心区面积均有所增大。表明－１ＯＭ 造型与

＋７ＯＭ造型对流体控制的机理存在差异，应与造

型结构有关。

图１１给出了两种优化造型与原型在吸力面

的极限流线图，在原型叶栅中，吸力面上存在两个

分离区，位于轴向弦长３５％处为第一条分离线，

也表征了第一个分离区的起始，在５３％处的再附

线为第一个分离区的结束。该分离区实际上是扩

压叶栅的附面层转捩区。

在－１ＯＭ 造型中，由于吸力面凹陷结构，致

使第一条分离线瓦解并后移，且在吸力面形成了

旋点，这些涡旋结构将吸力面附面层内的低能流

体与主流掺混，提升了附面层内低能流体动能，缩

小了第一分离区，总压损失减小；对于＋７ＯＭ 造

型，在吸力面上该分离线于２５％～４３％叶高处也

受到了一定的破坏，但是该分离线于２５％～４３％

叶高处相比原型提前，致使第一分离区增大。

第一分离区增大的原因需要进一步分析，图

１２为原型、－１ＯＭ 造型与＋７ＯＭ 造型吸力面静

压梯度云图，图中另以矢量箭头指示出当地压力

梯度方向，按照压力梯度定义，静压应当沿箭头方

向增大，图中静压梯度用
!狆 表示。由图可知，

－１ＯＭ造型相比原型叶栅在５０％轴向弦长处压

７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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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梯度明显减弱，促使吸力面上附面层厚度变薄。

在＋７ＯＭ造型中，５０％轴向弦长处的压力梯度明

显升高，这也导致了其吸力面附面层增厚，分离

增强。

除此之外，－１ＯＭ 造型在１０％叶高以下压

力梯度方向经过多次改变，并且高压力梯度区由

犃区转移到叶根部位的犃１区（３０％～７５％轴向

弦长），犃１区压力梯度的方向朝向叶根，这给角区

低能流体提供了朝向叶顶的驱动力，促进角区低

能流体与主流的掺混，提升了角区低能流体动能；

＋７ＯＭ 造型在叶根处高压力梯度区由犃区转向

了犃２区，但此时犃２区位于１５％～６０％轴向弦

长处，比 －１ＯＭ 造型中的高压力梯度区 犃１

（３０％～７５％轴向弦长）位置更靠近前缘，从图

１１（ａ）原型的极限流线图可知低能流体在角区的

堆积主要位于叶根５０％～１００％轴向弦长处，因

此＋７ＯＭ造型在一定程度上对低能流体的作用

较小。

图１０　－１°攻角下各造型在尾缘下游４０％犆狓 截面处总压损失云图

Ｆｉｇ．１０　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ｏｓｓ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ｓｏｎ４０％犆狓ａｔｔｈｅＴＥａｔ－１°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图１１　－１°攻角下各造型在吸力面处极限流线图

Ｆｉｇ．１１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ｓｏｎｓｕｃｔｉ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ｓａｔ－１°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８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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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１°攻角下各造型在吸力面静压梯度云图

Ｆｉｇ．１２　Ｓｔａｔ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ｎｓｕｃｔｉｏ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ｓａｔ－１°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图１３为原型、－１ＯＭ造型与＋７ＯＭ 造型在

轮毂与３２％叶高截面处叶片表面的静压系数分

布对比图，其中静压系数定义为

ε＝ （狆－狆ｉｎ）／狆

ｖ （８）

图１３　各造型在不同叶展处叶片表面静压分布

Ｆｉｇ．１３　Ｓｔａｔ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ｂｌａｄｅ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ｌａｄｅｓｐａｎｓ

其中ε为静压系数，狆为观测位置的静压，狆ｉｎ、狆

ｖ

代表５０％叶高位置来流静压与动压。由图可知，

在轮毂截面处，－１ＯＭ 造型在１５％～８５％轴向

弦长处压力面静压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吸力

面前６０％轴向弦长静压有升高趋势。吸力面与

压力面静压差减小，这促使沿周向迁移的二次流

动能减弱，在角区的低能流体聚集减少；＋７ＯＭ

造型与－１ＯＭ 造型在吸压力面静压变化总趋势

类似。３２％叶高截面处（＋７ＯＭ造型凸起最明显

区域），＋７ＯＭ 造型前缘压力面静压小于吸力面

静压，这表明－１°攻角来流时，在此处有绕流现

象，压气机性能下降。

４２　角区失速工况

由上述表４可知，在角区失速工况下－１ＯＭ

造型总压损失降低了２．０％；＋７ＯＭ 造型总压损

失降低了３．２％；图１４为两种优化模型与原型总

压损失系数云图对比，结合表４分析可知：当来流

为＋７°攻角时，－１ＯＭ造型相比原型的高损失区

减少并且核心区均明显弱化；＋７ＯＭ 造型相比原

型的总损失区变化不显著，但其核心区显著弱化。

表明在＋７°攻角下，－１ＯＭ 造型与＋７ＯＭ 造型

都有控制流场的作用，但＋７ＯＭ 造型比－１ＯＭ

造型对流场改善作用更加显著。

图１５为两种优化造型与原型极限流线图对

比，在原型叶栅中，由于大攻角的作用，在前缘形

成分离区，靠近前缘处可见明显的再附线，表征前

缘分离区的结束。－１ＯＭ造型中，前缘再附线推

迟，分离区增大；然而在＋７ＯＭ造型下，该再附线

在６０％～８０％轴向弦长与０％～２０％轴向弦长处

再附线明显提前，甚至消失，这表明前缘突起结构

可以缓解甚至消除大攻角带来的前缘分离结构。

图１６为两种优化造型与原型叶栅吸力面静

压梯度云图对比，图中静压梯度用
!狆表示。由

图可知，在靠近叶根部位，其静压梯度变化与设计

工况下的变化类似，均使得高静压梯度区域下移

并增强，有效控制了低能流体在角区的堆积。

图１７为优化前后轮毂与３２％叶高截面叶片

表面静压分布图。由图可知，在轮毂截面处，两种

优化造型比原型前缘静压差都有不同程度的提

升；在３２％叶高上，＋７ＯＭ 造型吸力面靠近前缘

部分，相比原型静压先升高，后下降，表明此处静

压重新分布。

４３　兼顾全工况性能的优化造型设计

通过上述－１ＯＭ、＋７ＯＭ 与原型叶栅的对

９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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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分析，－１ＯＭ 造型有利于提高设计点工况下

压气机性能，对于角区失速工况其性能提升并不

显著；同样，＋７ＯＭ 造型更有利于提高角区失速

工况下压气机性能，在设计点工况其性能反而下

降，这表明－１ＯＭ 造型与＋７ＯＭ 造型并不具有

良好的工况适用性。由－１ＯＭ造型与＋７ＯＭ 造

型对流场改善机理，通过控制吸力面上凹凸结构

与最大宽度位置的变化，可以获得具有良好工况

适用性的优化造型。

为此，综上所述，做如下的结构设计：通过

改变控制参数，去除吸力面上凹凸结构，取吸

力面最大端壁融合的位置犔１＝４０％轴向弦长，

取压力面最大端壁融合的位置犔２＝５０％轴向

弦长，吸力面侧与压力面侧端壁融合厚度犪＝

犫＝７．０％轴向弦长，得到造型 ＯＭ，其构造如图

１８所示。

图１４　＋７°攻角下各造型在尾缘下游４０％犆狓 处总压损失云图

Ｆｉｇ．１４　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ｏｓｓ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ｓｏｎ４０％犆狓ａｔｔｈｅＴＥａｔ＋７°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ｇｌｅ

图１５　＋７°攻角下各造型在吸力面处极限流线图

Ｆｉｇ．１５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ｓｏｎｓｕｃｔｉ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ｓａｔ＋７°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ｇ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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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７°攻角下各造型在吸力面静压梯度云图

Ｆｉｇ．１６　Ｓｔａｔ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ｎｓｕｃｔｉｏ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ａｔ＋７°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ｇｌｅ

图１７　各造型在不同叶展处叶片表面静压分布

Ｆｉｇ．１７　Ｓｔａｔ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ｂｌａｄｅ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ｌａｄｅｓｐａｎｓ

　　表４为ＯＭ 造型在设计点工况与失速工况

下总压损失的百分比。由表可知，在设计工况下

ＯＭ造型总压损失降低了０．２１％；在失速工况下

造型总压损失降低了２．７％。

图１８　ＯＭ造型在轮毂截面处几何图

Ｆｉｇ．１８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ＯＭ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ａｔｔｈｅ

ｈｕｂｓｅｃｔｉｏｎ

表４　犗犕造型在尾缘下游４０％犆狓 处总压损失百分比

犜犪犫犾犲４　犗犕狆狉狅犳犻犾犻狀犵狆犲狉犮犲狀狋犪犵犲狅犳狋狅狋犪犾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犾狅狊狊犪狋

犱狅狑狀狊狋狉犲犪犿狅犳狋狉犪犻犾犻狀犵犲犱犵犲狅犳４０％犆狓

造型
总压损失百分比／％

设计工况 失速工况

Ｏｒｉ ８．０８ １７．０

ＯＭ ７．８７ １４．３

　　图１９为ＯＭ 造型在设计点工况和近失速点

工况吸力面静压梯度云图，结合图１２（ａ）与图

１６（ａ）相对比：因吸力面上无有造型，所以吸力面

上云图变化不显著，而在叶根处高静压梯度区域

由犃区转到犆１区（１５％～６８％轴向弦长），由犅

区转到犆２区（２５％～６５％轴向弦长），其中犆１区

位置介于犃１与犅１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对角区低

能流体的作用也介于两者之间。犆２有类似的变

化，其高静压梯度区域也介于犃２与犅２区域之

间。这在一定程度上比＋７ＯＭ 造型在角区对低

１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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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　ＯＭ造型在不同工况下吸力面静压云图

Ｆｉｇ．１９　Ｓｔａｔ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ｎＯＭ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能流体的作用增强，又比－１ＯＭ造型在前缘处对

大攻角来流起到更好的缓冲作用。结合图１８关

于ＯＭ 造型的几何特点，可知将压力面端壁融合

位置选取适当，可以使得造型在多工况下损失均

有大幅减小。

５　结　论

本文结合叶身／端壁融合技术与叶身三维造

型技术，采用优化算法获得两种工况下的优化造

型－１ＯＭ 与＋７ＯＭ，研究了其对压气机气动性

能与流场结构的影响机理，并着重探讨了影响优

化造型多工况适用性的原因，主要结论如下：

１）设计工况下，原型叶栅前缘分离不显著且

角区分离发生在后半叶弦时，最大叶栅／端壁融合

位置应靠近尾缘，该结构对角区的作用明显，通过

改变角区的压力梯度分布，促使角区内低能流体

堆积减少并向叶中转移；同时吸力面凹陷减小了

其附面层厚度并提升其附面层内流体动能，推迟

了第一分离区的出现。

２）角区失速工况下，原型叶栅前缘分离显著

且角区分离扩展至前缘附近时，最大叶栅／端壁融

合位置应靠近前缘且吸力面前缘凸起，此时叶栅／

端壁融合结构与吸力面凸起会共同促使前缘静压

重新分布，前缘分离流体得以提前附着，极大地缓

解前缘分离。

３）根据设计点工况与失速点工况的优化造

型，归纳其结构特点与流体控制机理，通过折衷设

计两种优化造型方案，可获得具有良好工况适用

性的优化造型，使其在多工况下均能明显控制叶

栅分离并有效减小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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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扇／压气机周向模态识别中传感器

角度偏差的影响

柴鹏飞１，张智伟１，孙宗翰１，田　杰１
，２，欧阳华１，２

（１．上海交通大学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上海２００２４０；

２．上海交通大学 燃气轮机与民用航空发动机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上海２００２４０）

摘　　　要：基于任意角度压缩感知（ＣＳ）方法分析了传感器安装角度偏差对风扇／压气机周向模态识别重

构的影响，设计了一套自适应角度优化程序修正重构误差。利用数值试验探究了传感器角度偏差和数量对周

向模态重构结果的影响，研究表明：当角度偏差等级为２．５％时，平均重构误差达到１０％以上，若保证重构误

差基本不变，将传感器数量从７个增加至２５个，仅可以将角度偏差等级放宽至４％。而采用小生境微种群遗

传算法进行自适应角度优化，在２０ｄＢ信噪比下，通过自适应角度优化可将角度偏差等级从２．５％放宽至

１０％，降低了传感器安装的精度要求。成功优化了一款冷却风扇在前三阶叶片通过频率下的主要周向声模态

重构幅值。自适应角度优化算法有效提升了基于压缩感知的风扇／压气机周向模态重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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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航空事业的不断发展，航空噪声问题愈

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在商用飞机中，随着航空

发动机向大涵道比的发展，风扇噪声成为商用飞

机噪声的主要来源［１］。商用航空发动机的风扇多

置于短舱中，而风扇噪声在管道内以模态波的形

式传播，因此为了发展风扇降噪技术，风扇管道声

模态详细结构的识别、分解和预测变得尤其

重要［２］。

Ｔｙｌｅｒ等
［３］研究了旋转压力波在管道中的传

播规律，率先提出了管道声模态的概念，奠定了风

扇和压气机噪声模态研究的基础。普遍采用的一

种管道声模态的测量技术是在管道内壁面齐平安

装传声器［４６］。该方法多使用周向均布传感器阵

列进行声模态测量，利用空间傅里叶分解（ｓｐａｔｉａｌ

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ＦＴ）得到各阶模态的幅值。

根据ＳｈａｎｎｏｎＮｙｑｕｉｓｔ采样定理，检测到犿 阶模

态至少需要２犿个传感器。对于大涵道比的涡扇

发动机测试，由于风扇和压气机的叶片数量较多，

噪声的模态数往往较大，因此为了提高测量的分

辨率，满足采样定理的要求，需要相当数量的传感

器。为了减少所需传感器的数量，一种传统方法

是采用旋转传声器耙技术［７８］，但该方法引入了复

杂的旋转机械结构，而且旋转探针耙结构的尾迹

可能会与风扇转子干涉产生新的噪声模态，影响

模态识别的准确性。另一种方法是使用非均布的

传感器阵列［５］，但是这种方法的模态分解结果会

出现旁瓣现象。Ｒａｄｅｍａｋｅｒ等
［５］提出了一种成本

函数（ｃｏｓ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可用于优化非均匀阵列，该

函数可将旁瓣幅度的均方值最小化。

压缩感知（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ＣＳ）方法是

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的模态检测方法。ＣＳ是一

种在解向量稀疏的情况下求解欠定线性方程组的

方法，该理论表明，如果信号满足某种特定的“稀

疏性”，那么从少量的测量数据中，通过求解犾１ 范

数最小化问题，有可能还原出原始的信号［９１０］。

根据ＴｙｌｅｒＳｏｆｒｉｎ动静干涉模态计算公式，对于

风扇噪声，其在模态空间满足稀疏性条件，因此可

以利用ＣＳ方法进行模态分析，从而可以显著减

少传感器的数量。黄迅、于文君、Ｂｕ等
［１１１３］在管

道周向模态测量中提出了压缩感知方法，使用随

机阵列设计进行了数值研究，并通过实验验证了

该方法。肖志成等［１４］研究了感知常数对重构成

功率的影响，得到当感知常数大于３．５时，重构成

功率超过９０％。Ｂｅｈｎ等
［１５］使用非均匀排布的ＣＳ

方法，对过采样和欠采样等不同情况进行分析，证

明了非均布ＣＳ方法的有效性。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传感器在安装过程中

会存在位置偏差，给模态分析带来影响。Ｔａｐｋｅｎ

等［１６］研究了带有传感器耙的模态检测对制造和

安装公差的敏感性，指出传感器的制造和安装公

差将严重影响模态分解的准确性。于文君等［１７］

分析了ＣＳ方法的测试性能，指出当传感器安装

具有较大偏差时，ＣＳ重构结果会出现较大的误

差。然而，他们的研究仅涉及对角度偏差所带来

的影响的讨论，尚缺乏一种在基于ＣＳ的周向模

态重构中减小此类误差的有效方法。

本文研究应用ＣＳ方法分析风扇／压气机周

向模态时，传感器角度偏差对ＣＳ重构结果的影

响。采用数值试验的方法，讨论在不同角度偏差

等级下传感器数量对模态分析的抗干扰性和模态

数识别准确性的影响。利用小生境微种群遗传算

法，采用不同的优化目标修正由于角度偏差引起

的ＣＳ重构误差，并讨论了信噪比的影响。最后，

对一款电子器件冷却风扇进行了周向模态的分析

和修正。

１　基于任意角度分布犆犛的周向

模态识别方法

　　根据管道声学理论，在连续均匀流动、无黏假

５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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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条件下，声波在刚性圆柱形导管内传播的波动

方程为

１

狉
·
狉
狉
狆
（ ）狉 ＋１狉２·

２
狆
θ
２ ＋

２
狆
狓

２ ＝
１

犮２
·

２
狆
狋
２

（１）

　　求解波动方程可得某一特定频率犳下的声

压解

狆犿狀（犳，狓，狉，θ，狋）＝

∑
∞

犿＝－∞
∑
∞

狀＝１

犃犿狀Ｊ犿（犽犿狀狉）ｅ
ｉ（２π犳狋－犽狓狓－犿θ

） （２）

式中狓为轴向距离，狉为半径，θ为周向角度，狋为

时间，犃犿狀是（犿，狀）阶声模态的振幅，Ｊ犿（犽犿狀狉）是宗

量为（犽犿狀狉）的犿 阶柱贝塞尔函数，犽狓 是轴向波

数，犿和狀分别是周向和径向的模态数。特定频

率下总声压可以表示为所有模态下波的叠加，当

只考虑周向声模态时，式（２）可简化为
［１８］

狆（θ，犳）＝ ∑
∞

犿＝－∞

犃犿（犳）ｅ
ｉ犿θ （３）

　　在周向模态实验测量中，通常采用周向均布

的传声器阵列，假设 犕 个传感器的位置分别为

θ１ θ２ … θ犕－１ θ［ ］犕 ，周向模态的幅值可直

接通过ＳＦＴ求解式（４）得到
［６］。

犃犿（犳）＝
１

犕∑
犕

犼＝１

狆（θ犼，犳）ｅ
－ｉ犿θ

犼 （４）

　　 若 犕 个 传 感 器 分 布 在 任 意 周 向 角 度

θ１ θ２ … θ犕－１ θ［ ］犕 ，根据式（３），对于特定

的频率，在θ犼位置处的传感器获得的声信号为

狔（θ犼）＝ ∑
犖＋狆－１

犿＝狆

犃犿ｅ
ｉ犿θ
犼 （５）

式中犖 为模态检测范围，若犖 为偶数，则狆＝１－

犖／２；若犖 为奇数，则狆＝（１－犖）／２。犕 个不同

周向位置的声信号构成矩阵

狔＝ 狔（θ１） 狔（θ２） … 狔（θ犕－１） 狔（θ犕［ ］）Ｔ
＝

ｅｉ狆θ１ ｅｉ
（狆＋１）θ１ … ｅｉ

（狆＋犖－１）θ１

ｅｉ狆θ２ ｅｉ
（狆＋１）θ２ … ｅｉ

（狆＋犖－１）θ２

ｅｉ狆θ３ ｅｉ
（狆＋１）θ３ … ｅｉ

（狆＋犖－１）θ３

   

ｅｉ狆θ犕 ｅｉ
（狆＋１）θ犕 … ｅｉ

（狆＋犖－１）θ

熿

燀

燄

燅犕

·

０



犃犿



熿

燀

燄

燅０

＝犠狓

（６）

　　由于管道声模态在模态空间上是稀疏的，即

只有少数模态的幅值犃犿 不为零，其他模态的幅

值为零或者很小。根据ＣＳ理论，求解该方程可

以转化为犾１ 范数最优化的问题，即

狓^＝ａｒｇｍｉｎ狓 １，　ｓ．ｔ．狔－犠狓 ２ ＝０

（７）

　　上述基于 ＣＳ的周向模态分解推导过程与

Ｂｅｈｎ等
［１５］和张效溥等［１９］的方法相似，其中文献

［１９］主要用于叶尖定时（ｂｌａｄｅｔｉｐｔｉｍｉｎｇ，ＢＴＴ）

旋转振动监测中。值得注意的是，当犕 个传感器

正好是从周向均布的犖 点中选取时，则上述任意

角度ＣＳ方法的矩阵和均布ＣＳ方法一样。而相

比于均布方法，任意角度ＣＳ方法具有更好的通

用性。同时，任意角度ＣＳ方法便于引入角度偏

差的影响和修正。

２　角度偏差对重构结果的影响

２１　角度偏差等级的影响

当利用ＣＳ方法识别风扇／压气机周向模态

时，受传感器安装精度的限制，实际传感器的周向

位置和设计安装位置存在一定偏差，将导致重构

结果产生误差，严重时导致模态识别发生错误。

角度偏差等级δθ的定义
［１７］

δθ＝
１

犕Δθ∑
犕

犼＝１

δθ犼×１００％ （８）

式中δθ犼为第犼个传感器的偏差角度，Δθ是犖 均

布的间隔角度，即Δθ＝３６０°／犖。定义模态谱的感

知误差ε为

ε＝
狓^－狓 ２

狓 ２

×１００％ （９）

式中狓^为重构的模态谱，狓为真实信号的模态谱。

为统一说明，数值试验使用的测试信号为

狔＝∑
犛

犼＝１

犃犼ｅ
ｉ犿
犼
θ （１０）

式中犛为信号的稀疏性，信号幅值犃犼 没有特殊

说明情况均设定为１，犿为测试信号模态序列。

在犿＝４１，犖＝９０，犕＝７时计算了角度偏差

等级δθ＝１０％时重构结果及重构误差分布，如图

１所示。图１（ａ）是２００次随机数值试验中重构误

差最大（ε＝６５．４％）的一次结果，结果中真实模态

（犿＝４１）幅值下降，且有多个模态幅值较大（犃犼＞

０．１），易造成模态识别错误。图１（ｂ）为２００次数

值试验的结果在不同误差区间的分布情况，横轴

表示误差落在某一区间内的频次犳ε 在总试验次

数中的占比ξ＝
犳ε
２００
×１００％。在２００次数值试验

中，有１６次误差超过了５０％，表明角度偏差将导

致较大重构误差。

在不同的角度偏差等级下，对上述２００次数

值试验得到的重构误差取算数平均得到平均误差

εａ的分布。为了比较在相同的犖 和犕 分布下模

６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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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角度偏差等级δθ＝１０％时的重构结果

Ｆｉｇ．１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ｔａｎｇｌｅ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

δθ＝１０％

态数不同时角度偏差对重构结果的影响，计算了

低阶模态犿＝７的平均误差和偏差等级，如图２

所示。由图２（ａ）可见，随着角度偏差等级δθ的增

加，平均重构误差εａ 增加，且高阶模态误差提升

迅速。当角度偏差等级大于２．５％时，误差将会

超过１０％。而对于低阶模态，若选取的犖 远超根

据采样定理所需的采样数时，角度偏差等级带来

的影响减小，因此需要依据模态大小重新定义修

正的角度偏差等级

δθｒ＝
１

犕Δθｒ∑
犕

犼＝１

δθ犼×１００％ （１１）

式中Δθｒ是根据重构模态数犿 的２倍所确定的

均布的间隔角度，即Δθｒ＝１８０／犿。修正的角度偏

差等级对高低阶模态平均重构误差的影响如图

２（ｂ）所示，修正后低阶模态对应的角度偏差等级

显著减小，且在相同的角度偏差等级下，高低阶模

态对应的平均重构误差基本一致。由于在实际的

周向模态测量中，测试信号通常同时包含高阶和

低阶模态，因此针对测量获得的模态谱分布，参考

主模态的分布情况，采用修正的角度偏差等级进

行重构误差分析将更加合理。

图２　不同角度偏差等级下的重构误差

Ｆｉｇ．２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ｎｇｌｅ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

２２　传感器数量的影响

不考虑角度偏差时，随着实验传感器数量的

增加，基于 ＣＳ方法的周向模态识别成功率增

大［１４］。本节分析在传感器角度存在偏差时，传感

器数量对周向模态识别的抗干扰性能。需要指出

的是，本文数值试验采用的算例均满足文献［１４］

中论证的基于 ＣＳ的周向模态重构成功率超过

９０％的传感器最小数量要求。

数值试验中使用的测试信号犿＝４１，均匀等

分数犖＝９０，最少传感器数量为７。讨论在不同

偏差等级下传感器数量犕 对重构误差的影响，结

果如图３所示，图中每个点的数据经过２００次随

机取平均值得到。结果表明，传感器数量较少时，

随着传感器数量的增加，基于ＣＳ的重构误差显

著减小，并且角度偏差等级越大，误差减小的幅度

越大。例如角度偏差等级δθ＝４％时，传感器数

量从７个增加到１１个，平均感知误差从１５．９％

下降至１１．６％。传感器数量较大时，继续增加传

感器对角度偏差带来的重构误差的影响减弱，如

角度偏差等级δθ＝４％时，增加传感器数量至２５

７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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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传感器数量对重构误差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ｅｎｓｏｒｓｏｎ

ｔｈ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

个，重构误差依然在１０％以上。综上分析，适当

增加传感器数量可以有效地减小角度偏差带来的

重构误差，提升周向模态识别的抗干扰性能，然而

更多的传感器无法进一步有效降低重构误差。

定义周向模态主模态重构幅值误差ε犕 如下：

ε犕 ＝
狓犕 －狓^犕 １

狓犕 １

（１２）

式中狓犕 为主模态的真实幅值，^狓犕 为重构模态谱

中主模态的幅值，若ε犕＜０．１，则认为模态识别成

功。利用上述数值试验的结果分析存在角度偏差

时传感器数量对主模态重构幅值的影响。随机模

拟１０００次，定义模态识别的成功率为

η犕 ＝
犳犕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３）

图４　传感器数量对重构成功率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ｅｎｓｏｒｓｏｎ

ｔｈ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

式中犳犕 为重构成功的频次，计算得到不同角度

偏差等级下传感器数量对η犕 的影响。如图４所

示，角度偏差等级δθ＜２．５％时，主模态识别成功

率接近１００％。当角度偏差等级处于中等水平

（２．５％≤δθ≤６．３％），随着传感器数量增加，模态

识别成功率快速上升，传感器数量对模态识别具

有显著影响，例如当δθ＝４％时，传感器数量从７

个增加到１１个，模态识别成功率增加了６０％。

当角度偏差程度更大时，成功率接近于０，此时模

态分析结果与实际不符，严重情况下干扰模态的

幅值与主模态幅值相近甚至更大，导致周向模态

识别和重构失败。

综上所述，本文给出传感器布置标准：当传感

器数量满足文献［１４］中提到的基于ＣＳ的周向模

态重构成功率超过９０％的传感器最小数量要求

时，控制角度偏差等级δθ＜２．５％，即在本算例中

（犿＝４１，犕≥７，犖＝９０）保证平均偏差角度在

０．１°以内时，可以保证ＣＳ重构有超过９０％的成

功率，重构误差不超过１０％，且适当地增加传感

器数量，可以进一步提高模态识别成功率，但过多

的传感器对改善重构误差的效果有限。

３　角度偏差的修正

３１　自适应角度优化

传感器的周向角度安装偏差会对管道内周向

模态的重构结果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必须重视传

感器的安装精度，尽可能保证小的角度偏差等级。

然而对于高阶模态的检测分析，其传感器阵列的

均布间隔角度较小，难以保证足够小的角度偏差

等级。如文献［１６］提到的试验台的最高周向模态

阶数可以到８５，如果采用基于ＣＳ的方法测量周

向模态，设定的犖 需要超过１７０。当平均偏差角

度等级为δθ＜２．５％时，对应的平均偏差角度

０．０５°左右，这显然给传感器的安装带来极大的困

难，从而给模态分析以及识别带来了较大的困扰，

因此，有必要对角度偏差进行修正。图５是角度

偏差等级δθ＝４％时，在ＣＳ方法中分别使用未考

虑角度偏差的设计角度和真实角度时的重构结

果，数值试验中测试信号具有三个主模态－１９，２７

和４１，均匀等分数犖＝９０，传感器数犕＝２４。由

图５（ａ）可见，由于角度偏差的存在，三个主模态

的幅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减小。当可以准确识

别角度偏差时，如图５（ｂ）所示，在ＣＳ方法中使用

真实角度得到了准确的重构结果。因此，通过修

正在ＣＳ方法中虚拟的角度值以接近传感器安装

的真实角度有可能得到更好的重构结果。

在实际周向模态测量中，由于安装精度和制

造公差等客观因素，当传感器安装固定后，传感器

实际的周向角度相比设计角度将存在确定的物理

偏差。根据任意角度分布的ＣＳ方法，在程序中

对设计角度加入虚拟的随机偏差角度，当虚拟的

８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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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ＣＳ方法中分别采用设计角度和真实角度时

的重构结果

Ｆｉｇ．５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ｈｅｎｕｓ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ｇｌｅａｎｄｔｒｕｅａｎｇｌｅｉｎＣＳｍｅｔｈｏｄ

偏差角度接近确定的物理偏差角度时，将有一定

概率减少重构误差。图６是物理角度偏差等级

δθ＝４％，原始信号为狔＝ｅ
ｉ４１θ，均匀等分数 犖＝

９０，传感器数犕＝７时，在ＣＳ方法中引入虚拟的

随机偏差角度的重构结果，随机２０００次。图６（ａ）

中横坐标犖１ 表示随机的具体次数，红线表示ε＝

１０．６％，是在ＣＳ方法中使用未考虑角度偏差的

设计角度时的原始误差。图６（ｂ）所示在２０００次

随机结果中有９３次误差在１０％以内，其中最好

的结果误差为３．２％。结果表明，在传感器物理

角度偏差一定时，通过在ＣＳ方法中加入随机的

虚拟角度偏差值，有一定几率可以减小误差，从而

提高周向模态分析结果的置信度。

基于任意角度分布的ＣＳ方法，设计了一套

考虑角度偏差的优化程序，通过在ＣＳ方法中引

入角度偏差对重构结果进行修正。优化算法采用

本课题组之前发展的小生境微种群遗传算法［２０］，

与传统遗传算法相比，微种群遗传算有收敛速度

快，收敛精度高的特点。微种群遗传算法种群数

小（通常为５），遗传操作采用锦标赛选择、交叉算

图６　ＣＳ方法中引入随机虚拟角度偏差后的重构结果

Ｆｉｇ．６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ｆｔｅ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ｒａｎｄｏｍｖｉｒｔｕａｌａｎｇｌｅ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Ｓｍｅｔｈｏｄ

子（均匀交叉，交叉率为０．５），略去变异操作，为

了维持基因多样性和全局收敛性，引入了Ｒｅｓｔａｒｔ

和Ｅｌｉｔｉｓｍ准则。设计的自适应角度偏差的优化

方法ＣＳＯｐ１，采用最小化误差ε对重构结果进行

了修正，优化目标设定为

ｍｉｎε＝
狓^－狓 ２

狓 ２

×１００％

ｓ．ｔ．　^狓＝ａｒｇｍｉｎ狓 １ （１４）

　　随迭代次数犵增加，优化后重构误差发生变

化，如图７所示。图中角度偏差等级分别为δθ＝

２．５％和δθ＝６．３％，在相同的迭代次数下，角度

偏差等级越低，修正后的误差越小。对于δθ＝

６．３％的算例，５次迭代后重构误差降低到１０％以

下，１８次迭代后误差到５％以内。而δθ＝２．５％

算例，３次迭代后误差就达到了５％以内。两种角

度偏差等级下，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在前５０次

迭代中，误差值得到了大幅度的修正，之后修正的

效果趋于平缓，在１００次迭代附近误差值又出现

了较大的下降幅度，之后结果再次趋于平缓。在

２００次迭代后，所有角度偏差下的修正值趋于稳

定，误差值达到２％以内。

实际测量时，由于信号真实的模态谱未知，无

９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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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基于优化算法的ＣＳ重构误差收敛过程

Ｆｉｇ．７　ＣＳ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法使用式（１４）中的目标函数对结果进行优化。此

时可以采用主模态幅值最大化的目标函数对结果

进行修正，若共有狀个主模态，得到自适应角度偏

差的优化程序ＣＳＯｐ２。

ｍａｘγ＝∑
狀

犻＝１

狆^犿犻 １

ｓ．ｔ．　^狓＝ａｒｇｍｉｎ狓 １ （１５）

　　在高阶模态（犿＝４１）情况下，将图２中不同

角度偏差等级下的误差进行了修正，优化方法分

别采用式（１４）和式（１５）约束优化目标的ＣＳＯｐ１

和ＣＳＯｐ２，迭代次数１００，每个角度偏差下的结

果取２０次随机的平均值，如图８所示。两种优化

方法在角度偏差等级不高时（δθ＜６．３％），优化后

重构结果的误差差别不大。当角度偏差等级增大

时，优化方法ＣＳＯｐ２优化后的重构误差较ＣＳ

Ｏｐ１优化后的重构误差略高。当角度偏差等级

δθ＜１０％时，两种方法修正后的误差可在１０％以

内。两种优化目标对比结果显示，在不知道真实

的模态谱而明确主模态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主模

态幅值最大化的目标函数自适应角度偏差。

图８　优化后的重构误差

Ｆｉｇ．８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

３２　信噪比的影响

实际测试的信号受到噪声的干扰，本文进一

步研究了当同时存在信噪比（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ｒａｔｉｏ，

ＳＮＲ，量符号记为εｓｎｒ）和角度偏差的影响时ＣＳ

及优化算法的有效性。信噪比的定义为

εｓｎｒ＝２０ｌｇ
狔ｓ

狔ｎ
（１６）

式中狔ｓ和狔ｎ分别为原始信号和随机噪声的有效

值。数值试验中原始信号犿＝４１，均匀等分数

犖＝９０，传感器数犕＝７。如图９所示，图中每个

点是２００次模拟的平均结果，在特定的角度偏差

等级下，信噪比越小，重构结果的误差越大。考虑

信噪比和角度偏差的综合作用，当信噪比εｓｎｒ＞

２０ｄＢ且偏差等级δθ＜２．５％时重构结果误差大约

在１０％以内。如果εｓｎｒ＜２０ｄＢ或者角度偏差等

级δθ＞２．５％都将造成较大的误差，因此实际测

试中需要保证一定的传感器安装精度和噪声

水平。

图９　不同信噪比下角度偏差对结果的影响

Ｆｉｇ．９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ｎｇｌｅ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ＮＲｓ

利用遗传算法分别通过式（１４）和式（１５）的优

化目标ＣＳＯｐ１和ＣＳＯｐ２对存在信噪比时的ＣＳ

重构结果进行修正。不同信噪比下ＣＳ重构优化

结果如图１０所示，图中每个点是２０次随机算例

的平均值，优化算法迭代次数１００。图中当信噪

比εｓｎｒ＞２０ｄＢ时，基于遗传算法的优化修正具有

较好的表现，角度偏差等级δθ＜１０％时，修正后

的结果误差在１０％以内。当信噪比εｓｎｒ＜２０ｄＢ

时，尽管角度偏差依然可以得到修正，但是由于噪

声干扰过于严重，结果误差难以降到理想水平。

本文所设计的优化程序适用于较高信噪比的信

号，以误差不超过１０％作为标准，通过优化可以

将原来的传感器安装精度的要求δθ＜２．５％放宽

０６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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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不同信噪比下优化后的重构误差

Ｆｉｇ．１０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ＮＲｓ

至δθ＜１０％，如文中第３．１节提及文献［１６］中试

验台最高周向模态阶数达到８５，当采用优化的

ＣＳ方法并期望重构误差小于１０％，需满足的平

均偏差角度从０．０５°可以放宽至０．２°左右，使得

传感器安装成为可能。

３３　实验结果和修正

为检验优化算法的实际效果，选取一款电子

器件散热用轴流风扇作为研究对象，测量分析其

周向声模态。实验在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发动机研

究院气动半消声室内进行，背景噪声小于２０ｄＢ，截

止频率为１００Ｈｚ。风扇尺寸为１２０ｍｍ×１２０ｍｍ×

３８ｍｍ，具有７个动叶片和１１个静叶片，在风扇

进口安装有外径为１２４ｍｍ的导流罩，实验中风

扇转速为９０００ｒ／ｍｉｎ，风扇的结构如图１１（ａ）所

示。测试设备采用Ｂｒüｅｌ＆Ｋｊｒ４１８９预极化电

容式自由场传声器接Ｂｒüｅｌ＆Ｋｊｒ２６７１前置放

大器，传声器测试不确定度为±０．３０ｄＢ。实验中

分别使用８均布和１８均布的传声器阵列测量周

向模态，传声器阵列安装台架周向安装角布置精

度为０．５°，传声器阵列的圆周直径为４００ｍｍ，超

过风扇通流直径的３倍，可以忽略风扇通流对传

声器阵列的影响，测试装置如图１１（ｂ）所示。测

图１１　测试风扇及周向模态测试装置
［２１］

Ｆｉｇ．１１　Ｔｅｓｔｅｄｆａｎａｎｄａｚｉｍｕｔｈａｌｍｏｄａｌｔｅｓｔｄｅｖｉｃｅ
［２１］

１６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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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过程中，传声器阵列放置于管道外测量，与风扇

中心平面相距５０ｍｍ，且与风扇中心保持同心，详

细的实验设计和相关参数参考文献［２１］。

为分析本文所设计的自适应角度优化方法在

风扇噪声模态分析中的效果，首先随机抽取１８均

布传声器阵列中任意１４组传声器测量的数据，并

利用ＣＳ方法进行重构，之后通过优化算法对ＣＳ

重构结果进行优化修正。在之前的工作中，通过

双均布测点分析方法已经准确识别出该冷却风扇

进风口前三阶叶片通过频率（ｂｌａｄｅｐａｓｓｉｎｇｆｒｅ

ｑｕｅｎｃｙ，ＢＰＦ）处的周向主模态分别为－１（１阶

ＢＰＦ），－１（２阶ＢＰＦ）和－２（３阶ＢＰＦ）
［２１］。与数

值试验中单一的空间信号不同，散热风扇的噪声

信号是时空信号，具有多个不同频率的单音噪声。

为获得更好的优化效果，综合考虑在前三阶ＢＰＦ

处模态谱的重构结果，在优化中采用最大化前３

阶ＢＰＦ 的主模态幅值之和的优化目标（ＣＳ

Ｏｐ２），在０．５°的范围内自适应角度偏差，优化算

法迭代２００次。图１２为ＳＦＴ方法，ＣＳ方法和优

化后的模态分解结果。由于利用ＳＦＴ方法识别

出的风扇噪声主模态均为较低阶模态，利用１８个

传感器的阵列测量满足ＳｈａｎｎｏｎＮｙｑｕｉｓｔ采样定

理，ＳＦＴ方法模态分解的准确性得以保证。以

ＳＦＴ方法的结果作为参考，当ＣＳ方法中不考虑

图１２　基于不同方法的模态分解结果

Ｆｉｇ．１２　Ｍｏｄ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角度偏差使用设计的角度时，重构结果在前三阶

ＢＰＦ处主模态的幅值与ＳＦＴ方法的结果分别相

差０．０４、０．１２ｄＢ和１．９９ｄＢ，说明ＣＳ重构成功。

当考虑传感器的角度偏差对结果带来的误差时，

对比均布ＣＳ方法的结果，优化后的结果在前三

阶ＢＰＦ处的主模态幅值分别增加０．０５、０．１９ｄＢ

和０．３０ｄＢ，模态分解结果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

化。需要指出的是，实验验证的算例模态数相对

较小，利用自适应角度偏差的优化方法提升的幅

度相对并不明显，进一步的验证需要在高阶模态

的识别中进行。但数值试验的结果已经显示了该

方法的可靠性，可以提升基于ＣＳ方法的周向模

态识别的准确度。

４　结　论

基于任意角度分布的ＣＳ方法，采用数值试

验研究了角度偏差对于周向模态重构结果的影

响，采用不同优化目标的优化方法对角度偏差带

来的重构误差进行了修正，并通过冷却风扇的模

态测试实验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主要结论

如下：

１）当角度偏差等级越高时，重构结果误差越

大，过大的角度偏差会引起模态识别错误。检测

高阶模态时，角度偏差的影响更加显著。在本文

算例中，当修正后的角度偏差等级大于２．５％时，

基于２００次随机算例平均的重构误差大于１０％。

２）适当增加传感器的数量可以减小角度偏

差带来的重构误差，提高周向模态识别的抗干扰

性能和模态数识别的成功率，但是过多的传感器

进一步降低重构误差的效果有限。在本文算例

中，当角度偏差等级为４％时，传感器数量从７个

２６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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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至１１个，平均重构误差从１５．９％减小至

１１．６％，模态数识别成功率增加６０％，但是传感

器数量增加至２５个，重构误差依然在１０％以上。

３）利用小生境微种群遗传算法，设计了一套

自适应角度偏差的优化程序。在本文算例中，信

噪比大于２０ｄＢ时，将传感器安装精度从２．５％的

角度偏差等级放宽至１０％，优化后的重构误差仍

在１０％以内。优化后冷却风扇的模态测试结果

在前三阶ＢＰＦ处主模态幅值均有一定的提升，验

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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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柱联合转台轴承摩擦力矩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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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球柱联合转台轴承摩擦力矩特性，建立了轴承的力学模型，采用 ＮｅｗｔｏｎＲａｐｈｓｏｎ法对

模型进行求解。分析了轴承摩擦力矩产生机理，建立了摩擦力矩计算模型，利用试验机对模型进行了试验验

证，研究了不同结构参数对轴承摩擦力矩的影响。结果表明：所建立的模型可较好的实现轴承摩擦力矩预测，

轴承摩擦力矩与轴向载荷、倾覆力矩和轴承转速呈正相关；减小初始轴向游隙可显著降低轴承摩擦力矩；钢球

数量存在一个最优值使轴承摩擦力矩最小；沟曲率半径存在合理区间使轴承综合性能最优；适当减小保持架

质量可有效降低轴承摩擦力矩。研究结果为球柱联合转台轴承的优化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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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柱联合转台轴承的综合性能优异，可作为

飞行惯导系统标定仪旋转机构的核心部件，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转台轴承的摩擦力矩性能直接

影响到标定仪的运转精度，进一步影响飞行惯导

系统的导航精度。因此，有必要对球柱联合转台

轴承的摩擦力矩特性进行分析。

国内外学者对轴承摩擦力矩特性进行了许多

研究。Ｐａｌｍｇｒｅｎ
［１］在不同条件下对多种类型的轴

承进行摩擦力矩试验，得出了各条件下轴承摩擦

力矩的经验公式。Ｓｎａｒｅ
［２］在对轴承进行力学分

析的基础上研究了由弹性滞后引起的摩擦力矩、

差动滑动引起的摩擦力矩、润滑剂引起的摩擦力

矩和钢球自旋运动引起的摩擦力矩，并且通过试

验验证了理论分析的正确性。Ｍａｓａｙｕｋｉ等
［３］研

究了两种不同润滑方式的滚动轴承的摩擦力矩，

并将理论分析值与试验数据库数据进行了比较。

Ｔｏｗｎｓｅｎｄ等
［４］研究了不同润滑状态下滚动轴承

的摩擦力矩，并进行了试验验证。国内学者王小

刚等［５］针对传统结构转台轴承无法同时实现低扭

矩、高转速、高承载能力的不足，提出了一种球柱

联合的转台轴承结构样式，极大的提升了转台轴

承的综合性能。张葵等［６］分析了球轴承摩擦力矩

的产生机理，研究了轴承各结构的相互作用关系

和运动状态，建立了较为准确的摩擦力矩计算模

型，为球轴承的设计和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徐

永智等［７］基于统计学理论，采用参数非参数融合

性方法对航天轴承摩擦力矩进行了研究。王燕霜

等［８］计算了某型号变桨转台轴承在不同负游隙下

的摩擦力矩，试验结果与理论分析具有较高的一

致性。刘静［９］通过试验机模拟转台轴承的实际工

况，测量并分析了实验数据，为轴承制造过程中的

工艺改进提供了理论依据。张占立等［１０］通过试

验拟合出四点接触转盘轴承摩擦力矩与负游隙之

间的函数关系，解决了轴承负游隙难以测量的问

题。轴承摩擦力矩模型的建立和特性分析也是一

个研究热点［１１１７］。

截至目前，国内外对球柱联合转台轴承摩擦

力矩的试验研究和理论研究均为空白，进行此类

轴承设计时缺乏相关的理论依据。鉴于此，本文

基于轴承摩擦力矩的理论分析模型，建立球柱联

合转台轴承摩擦力矩的数学模型，研究轴向载荷、

初始轴向游隙、轴承转速、钢球数量、沟曲率半径

和保持架质量对轴承摩擦力矩的影响规律，研究

结果对球柱联合转台轴承的设计及应用具有一定

的理论指导意义。

１　球柱联合转台轴承力学分析

图１所示的球柱联合转台轴承具有三排滚动

体，其中上排和下排滚动体均为两列交错排布的

钢球，钢球之间有保持架进行隔离。径向排为滚

子，采用无保持架的满装结构。轴承工作时外圈固

定在基座中，转台固定在内圈上与其一起做旋转运

动，同时带动各排滚动体一起围绕轴承中心旋转。

图１　球柱联合转台轴承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ｂａｌｌｒｏｌｌｅ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ｕｒｎｔａｂｌｅｂｅａｒｉｎｇ

由飞行惯导系统标定仪的具体使用工况可

知，轴承在工作过程中承受的载荷有轴向载荷

犉ａ、径向载荷犉ｒ和倾覆力矩犕０。这些载荷最终

会传递到轴承滚动体上引起滚动体的受载变形，

其示意图如图２所示，其中，δａ为内圈在受载后产

生的轴向位移，δｒ为内圈产生的径向位移，α为内

圈在承受负载后转动的角度。ψ１ 表示第一列钢

球的位置角，ψ２ 表示第二列钢球的位置角。

１１　球柱联合转台力学模型

由于球柱联合转台轴承具有径向排滚子，且径

向游隙为负值，可以承受较大的径向载荷，因此上

下两排钢球可视为仅承受轴向载荷和倾覆力矩。

１．１．１　轴向排钢球与滚道间接触载荷分析

轴承在承受联合载荷后，上排第犼列第犻个

钢球的变形量为

δ
ｕ
犻犼 ＝δａ＋０．５犱

ｕ
ｍ犼ｃｏｓψ

ｕ
犻ｔａｎα－０．５狌ａ０ （１）

式中上标ｕ指代上排滚动体，犱ｍ犼为上排第犼列钢

球的节圆直径；设定轴承受载后变形量最大的钢

球位置角为ψ犻＝０°，犣为每列的钢球个数，则ψ犻犼＝

５６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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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球柱联合转台轴承受载变形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ｂａｌｌｒｏｌｌｅ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ｕｒｎｔａｂｌ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ｌｏａｄ

２π
犣
（犻－１）为第犼列第犻个钢球的位置角，狌ａ０为初

始轴向游隙。

下排第犼列第犻个钢球的变形量为

δ
ｄ
犻犼 ＝－δａ－０．５犱

ｄ
ｍ犼ｃｏｓψ

ｄ
犻ｔａｎα－０．５狌ａ０ （２）

式中上标ｄ指代下排滚动体。

由变形载荷公式可得，每个钢球所承受的载

荷大小为

犙ｕ
（ｄ）
犻犼 ＝犓１δ

ｕ（ｄ）１．５
犻犼 （３）

式中犓１ 为滚动体与内外圈的刚度系数，其值与

滚动体和滚道的材料以及几何形状有关。

１．１．２　径向排滚子与滚道间接触载荷分析

由于径向排滚子长度较长，其与滚道在接触

线上的载荷分布差异较大，求滚子上的载荷分布

时，不宜将其视为一个整体，故采用“切片法”（微

元法）将每一个滚子沿母线方向均分为狀片，犾为

滚子滚道接触线长度，则每个切片的厚度为狑＝

犾／狀，狀值越大载荷分布计算越精确。

则径向排第犵个滚子第犽个切片在受载后几

何中心沿水平方向的变化量为

δ
ｍ
犵犽 ＝δｒｃｏｓψ

ｍ
犵 ＋

０．５狑（犽－０．５）αｃｏｓψ
ｍ
犵 －０．５狌ｒ０ （４）

式中狌ｒ０为径向初始游隙。

由变形载荷公式可得，每个切片所承受的载

荷大小为

狇
ｍ
犵犽 ＝

δ
ｍ１．１１
犵犽

１．２４×１０
－５（狀狑）０．１１

（５）

则累加可得径向排第犵个滚子的载荷为

犙ｍ犵 ＝∑
狀

犽＝１

狇
ｍ
犵犽 （６）

１２　轴承力学平衡方程

为了求解滚动体的载荷分布，需要建立轴承

的力学平衡方程。由工况可知球柱联合转台轴承

内圈在外力（轴向载荷犉ａ、径向载荷犉ｒ、倾覆力矩

犕０）和内力（滚动体与滚道的接触力）共同作用下

处于平衡状态，则可建立如下方程：

轴向方向上的力学平衡方程为

犉ａ－∑
犣
ｕ

犻＝１
∑
２

犼＝１

犙ｕ犻犼＋∑
犣
ｄ

犻＝１
∑
２

犼＝１

犙ｄ犻犼 ＝０ （７）

　　径向方向上的力学平衡方程为

犉ｒ－∑
犣
ｍ

犵＝１

犙ｍ犵ｃｏｓψ
ｍ
犵 ＝０ （８）

　　力矩平衡方程为

犕０－∑
犣
ｕ

犻＝１
∑
２

犼＝１

犙ｕ犻犼
犱ｕｍ
２
＋∑

犣
ｄ

犻＝１
∑
２

犼＝１

犙ｄ犻犼
犱ｄｍ
２
＝０

（９）

　　将以上各式联立，代入轴承的尺寸参数与结

构参数，使用 ＮｅｗｔｏｎＲａｐｈｓｏｎ法对方程进行求

解，即可得出轴承在轴向载荷犉ａ、径向载荷犉ｒ和

倾覆力矩犕０ 共同作用下的滚动体载荷分布。

图３　轴承滚动体运动状态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ｏｆ

ｂｅａｒｉｎｇｒｏｌｌｉｎｇｅｌｅｍｅｎｔ

１３　运动分析

如图３所示，犡 轴为轴承沿水平方向的几何

中心线，犢 轴为轴承沿垂直方向的几何中心线，犗

点为轴承的几何中心点，轴向第一列钢球到犢 轴

的水平距离为（１／２）犱ｍ１，轴向第二列钢球到犢 轴

的水平距离为（１／２）犱ｍ２，径向排滚子中心线到犢

轴的水平距离为（１／２）犱ｍ３。轴向排钢球直径为

犇ｗ１，径向排滚子直径为犇ｗ２，设轴承内圈转动的

角速度为ωｉｎ，外圈转动的角速度为ωｏ（由于轴承

在转动过程中外圈固定内圈旋转，则ωｏ＝０ｒａｄ／ｓ）。

６６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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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ｂ犻犼为轴向排第犼列第犻个钢球公转角速度，ω′ｂ犻犼为

轴向排第犼列第犻个钢球自转角速度。ωｃ犵为径向

排第犵个滚子的公转角速度，ω′ｃ犵为径向排第犵个

滚子的自转角速度。

由于球柱联合转台轴承的转速较低，可将轴

向钢球在节圆处与滚道间的相对运动视为纯滚

动，则根据无滑动条件及图３的几何关系，可得轴

向两列钢球的公转角速度为

ωｂ犻犼 ＝０．５ωｉｎ （１０）

　　自转角速度分别为

ω′ｂ犻１＝０．５
犱ｍ１
犇ｗ１

ωｉｎ （１１）

ω′ｂ犻２＝０．５
犱ｍ２
犇ｗ１

ωｉｎ （１２）

　　则上、下排第犼列第犻个钢球在节圆处与内

外圈滚道间的平均线速度分别为

狏ｂ犻犼，ｉｎ＝０．２５［犱ｍ１（２）（ωｉｎ－ωｂ犻犼）＋ω′ｂ犻１（２）犇ｗ１］

（１３）

狏ｂ犻犼，ｏ＝０．２５犱ｍ１（２）ωｂ犻犼＋ω′ｂ犻１（２）犇［ ］ｗ１ （１４）

　　由于径向排滚动体绕中心运动时滚子与滚道

接触线上各点线速度相等，则其不产生差动滑动。

推导可得径向排滚子的公转角速度为

ωｃ犵 ＝０．５ωｉｎ １－
犇ｗ２

犱（ ）
ｍ３

（１５）

　　自转角速度为

ω′ｃ犵＝０．５ωｉｎ
犱ｍ３
犇ｗ２

１－
犇ｗ２

犱（ ）
ｍ３

（１６）

　　则在节圆处与内外圈滚道间的平均线速度分

别为

狏ｃ犵，ｉｎ＝０．２５［犱ｍ３（ωｉｎ－ωｃ犵）＋ω′ｃ犵犇ｗ２］

（１７）

狏ｃ犵，ｏ＝０．２５犱ｍ３ωｃ犵＋ω′ｃ犵犇［ ］ｗ２

（１８）

２　轴承摩擦力矩计算

综合考虑球柱联合转台轴承的结构形式，可

知其摩擦力矩来源主要有两部分：钢球及保持架

产生的摩擦力矩、滚子产生的摩擦力矩。

２１　钢球及保持架产生的摩擦力矩

由于轴承的转速较低，不考虑轴向排钢球的

差动滑动，将其视为纯滚动，则由钢球及保持架产

生的摩擦力矩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２．１．１　弹性滞后产生的摩擦力矩

由于轴承钢具有弹性滞后的性质，钢球在运

动过程中受到的阻力矩大于推力矩，从而形成了

滚动摩擦力矩，其计算公式为［６］

犕１１ ＝０．２５犱ｍ１（２）１－（犇ｗ１ｃｏｓα０／犱ｍ１（２））［ ］２ ·

β ∑ｉｎ＋∑（ ）ｏ （１９）

式中β 为轴承钢的弹性滞后系数，本文中取

０．００７，α０ 为轴向排滚动体接触角。

其中ｉｎ、ｏ的计算公式如下：

ｉｎ＝ （９／１２８）（２犈ｋ，ｉｎ／π）［π／（２犓
２
ｉｎ犈ｅ，ｉｎ］

１／３（１／犞ｉｎ）·

（８／３）ρ［ ］ｉｎ
２／３

犈′１
／３犙ｕ

（ｄ）４／３
犻犼 （２０）

ｏ＝ （９／１２８）（２犈ｋ，ｏ／π）［π／（２犓
２
ｏ犈ｅ，ｏ］

１／３（１／犞ｏ）·

（８／３）ρ［ ］ｏ
２／３

犈′１
／３犙ｕ

（ｄ）４／３
犻犼 （２１）

犞ｉｎ（ｏ）＝ ２犈ｅ，ｉｎ（ｏ）／（π犓ｉｎ（ｏ）［ ］）１／３ （２２）

犓ｉｎ（ｏ）＝犪ｉｎ（ｏ）／犫ｉｎ（ｏ） （２３）

犪ｉｎ（ｏ）＝ （１－ν
２／犈）＋（１－ν

２
ｂ／犈ｂ［ ］｛ ）·

３犙ｕ
（ｄ）
犻犼 ／（２∑ρｉｎ（ｏ） ｝）

１／３

狀ａ （２４）

犫ｉｎ（ｏ）＝ （１－ν
２／犈）＋（１－ν

２
ｂ／犈ｂ［ ］｛ ）·

３犙ｕ
（ｄ）
犻犼 ／（２∑ρｉｎ（ｏ） ｝）

１／３

狀ｂ （２５）

犈′＝４ （１－ν
２
ｂ）／犈ｂ＋（１－ν

２）／［ ］犈 （２６）

式中犪为钢球与滚道接触椭圆长半轴长度，犫为

接触椭圆短半轴长度，狀ａ、狀ｂ 为与轴承结构有关

的系数，犈ｋ为第一类椭圆积分，犈ｅ为第二类椭圆

积分，∑ρ为钢球与滚道接触面曲率和，犈ｂ为钢球

弹性模量，犈 为套圈弹性模量，νｂ 是钢球的泊松

比，ν为套圈的泊松比，犙
ｕ（ｄ）
犻犼 为轴向排钢球的接触

载荷，下标ｉｎ为内圈，ｏ为外圈。

２．１．２　保持架与引导面滑动摩擦产生的摩擦力矩

由球柱联合转台轴承的结构形式可知，其上

层保持架的引导方式为外圈引导，下层保持架的

引导方式为内圈引导，两个保持架在轴承旋转的

过程中始终与引导面有直接接触，形成了滑动摩

擦，这部分摩擦力矩为

犕１２ ＝犠犳ｃ（犱ｍ１＋犱ｍ２） （２７）

式中犠 为保持架的质量；犳ｃ 为保持架与引导面

之间的摩擦因数。

２．１．３　自旋滑动产生的摩擦力矩

由于上下排钢球的接触角为９０°，钢球在转

动过程中会形成自旋分量，这部分摩擦力矩不可

忽略，其计算公式为［６］

犕１３ ＝ （３／８）犳ｓ∑（犈ｅα０犙
ｕ（ｄ）
犻犼 ｓｉｎα０） （２８）

式中犳ｓ为滑动摩擦因数。

２．１．４　油膜黏性阻力产生的摩擦力矩

钢球及保持架运动时会对润滑剂形成搅拌作

用，由于润滑剂本身具有一定的黏性，会对钢球及

７６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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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架运动形成一定的阻力，进一步体现为轴承

的摩擦力矩，这部分摩擦力矩为［６］

犕１４ ＝３．２６５α
－１
ｏｉｌ犛犱ｍ１（２）∑ α０（犎ｉｎ＋犎ｏ［ ］）

（２９）

式中犎ｉｎ为钢球与内圈之间的油膜厚度，犎ｏ为钢

球与外圈之间的油膜厚度，αｏｉｌ为润滑剂黏压系

数，犛为油膜润滑系数。

２２　滚子产生的摩擦力矩

２．２．１　弹性滞后产生的摩擦力矩

与轴向排钢球相同，径向排滚子在运转过程

中，同样会在与滚道接触线前后形成大小不同的

弹性变形，从而形成摩擦力矩，这部分摩擦力矩的

计算公式为［１１］

犕２１ ＝

∑
犣
ｍ

犵＝１
∑
狀

犽＝１
β

π狇
ｍ
犵犽

η犇槡 ｗ２

δ
ｍ
犵犽 ωｉｎ（ｏ）－ωｃ犵 犡

ｍ
犵（ ）［ ］犽 ωｉｎ

（３０）

式中η为滚子滚道接触副的综合弹性常数，犡
ｍ
犵犽为

第犵个滚子第犽片中心到轴承几何中心的距离。

２．２．２　油膜黏性阻力产生的摩擦力矩

轴承径向排滚子在运转过程中由于润滑剂黏

性摩擦产生的摩擦力矩为［１８］

犕２２ ＝∫
２π

０

１４．２η犾犚
２
０犝

０．７５犌－０．０４犠０．０８
ω′ｃ犵ｄ［ ］ψ ωｉｎ

（３１）

式中犚０ 为两接触表面的等效曲率半径；犝 为无

量纲化后的速度参数；犌为无量纲化后的材料参

数；犠 为无量纲化后的载荷参数。

２３　轴承总摩擦力矩

将以上各部分摩擦力矩进行叠加，结果即为

轴承总摩擦力矩

犕 ＝犕１１＋犕１２＋犕１３＋犕１４＋犕２１＋犕２２

（３２）

３　轴承摩擦力矩试验验证

３１　摩擦力矩试验

试验设备采用如图４所示的转台轴承摩擦力

矩试验机。对同一批次生产的共三套某型号球柱

联合转台轴承进行摩擦力矩试验，同一工况下的

试验进行三组，取所得九组试验结果平均值为轴

承摩擦力矩值。

试验前将被测轴承通过螺钉安装在法兰盘

上，安装螺钉使用测力矩扳手按照十字交叉的顺

序分三个阶段拧紧至安装力矩 犕ａ：第一阶段

４０％犕ａ，第二阶段７０％犕ａ，第三阶段１００％犕ａ，

并在轴承加载装置上安装质量适当的特制砝码。

保证试验环境的清洁，确保轴承未被磁化并远离

电磁场的干扰。使用标准试样对高精度拉力计进

行调零处理，然后将拉力计的一端与轴承外圈安

装销连接，数据线与上位机连接。

试验时设置控制器至试验所需的轴承转速，

并开启控制器上的电动机旋转按钮，则电动机带

动轴承内圈旋转，在拉力计的作用下外圈相对静

止，同时拉力计输出测得数值。设置上位机程序

为拉力计有数据输出５ｓ后采集数值，数据采集的

时间为正转、反转各１０ｓ，上位机程序将拉力计输

出数据进行相应处理计算求得轴承摩擦力矩值。

对正、反转试验误差大于５％的情况，试验需重新

进行。

图４　转台轴承摩擦力矩试验机

Ｆｉｇ．４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ｔｏｒｑｕ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ｏｆｒｏｔａｒｙ

ｔａｂｌｅｂｅａｒｉｎｇ

３２　试验轴承相关参数

试验轴承为同一批生产的共三套某型号球

柱联合转台轴承，其尺寸及结构参数如表１

所示。

８６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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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球柱联合转台轴承相关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犚犲犾犪狋犲犱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犫犪犾犾狉狅犾犾犲狉犮狅犿犫犻狀犲犱

狋狌狉狀狋犪犫犾犲犫犲犪狉犻狀犵

参数 数值

内径／ｍｍ ８０

外径／ｍｍ １４６

上、下排第一列钢球节圆直径／ｍｍ １３１

上、下排第二列钢球节圆直径／ｍｍ １２１

径向排节圆直径／ｍｍ １１０

上、下排钢球个数／个 ２０×２

上、下排钢球直径／ｍｍ ４

径向排滚子个数／个 ８４

径向排滚子直径／ｍｍ ４

径向排滚子有效长度／ｍｍ ８

３３　试验结果分析

当轴承轴向游隙为－２μｍ、轴向载荷为１ｋＮ

时，转速从１０ｒ／ｍｉｎ增加到１５０ｒ／ｍｉｎ，摩擦力矩

的试验值与理论分析值如图５所示。

图５　转速对轴承摩擦力矩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ｏｎｔｈｅ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ｔｏｒｑｕｅｏｆｂｅａｒｉｎｇ

从图５中可以看出，当轴承转速在１００ｒ／ｍｉｎ

以下时，随着转速的增长，轴承摩擦力矩呈上升趋

势，当转速超过１００ｒ／ｍｉｎ后，摩擦力矩增加量很

小，数值保持相对稳定。这是因为初期随着转速

的提高，润滑脂搅动增加，由润滑剂黏性产生的摩

擦力矩增加，轴承摩擦力矩上升。当转速进一步

提高后，润滑脂被快速搅动，黏度有所下降，由润

滑剂黏性产生的摩擦力矩趋于平稳，轴承整体的

摩擦力矩也维持相对稳定。

当轴承轴向游隙为－２μｍ、轴承转速为５０

ｒ／ｍｉｎ时，令轴向载荷从０ｋＮ增加到３ｋＮ，摩擦力

矩的试验值与理论分析值如图６所示；采用同样

的轴向游隙和转速，令倾覆力矩从０ｋＮ·ｍ增加

到１．５ｋＮ·ｍ，摩擦力矩的试验值与理论分析值

如图７所示。

图６　轴向载荷对轴承摩擦力矩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ｘｉａｌｌｏａｄｏｎｔｈｅ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ｔｏｒｑｕｅ

ｏｆｂｅａｒｉｎｇ

图７　倾覆力矩对轴承摩擦力矩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ｏｖｅｒｔｕｒｎｉｎｇｍｏ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ｔｏｒｑｕｅｏｆｂｅａｒｉｎｇ

由试验结果可知，轴承摩擦力矩随转速的提

高、轴向载荷的增大和倾覆力矩的增加呈上升

趋势，轴向载荷和倾覆力矩对摩擦力矩的影响

较大，轴承转速对其影响较小。各组试验数据

与理论模型间的平均误差为１２．５％，误差的成

因可能是力矩测量误差或轴承尺寸偏差，其值

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说明本文所建立的轴承分

析模型具有一定的可靠度，可以用作轴承摩擦

力矩的分析。

９６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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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轴承摩擦力矩特性分析

当轴承轴向游隙为－２μｍ、轴向载荷为１ｋＮ，

将其转速设定为５０ｒ／ｍｉｎ。基于所建立的轴承摩

擦力矩模型，采用控制变量法，依次分析钢球数、

沟曲率半径系数、保持架质量和初始轴向游隙对

轴承摩擦力矩的影响规律。

４１　钢球数对轴承总摩擦力矩的影响

取不同的上（下）排钢球数，所得的轴承摩擦

力矩如图８所示。从中可知，随着上（下）排钢球

数的减少，轴承摩擦力矩先下降后上升。初期轴

承摩擦力矩下降是因为初期钢球数目的减少会使

其与润滑油搅拌程度降低，从而导致由油膜粘性

阻力产生的摩擦力矩减少；后期轴承摩擦力矩上

升是因为随着钢球数进一步减少，单个钢球所承

受的载荷增大，这一方面会导致其与滚道间的弹

性变形增大，从而使由弹性滞后引起的摩擦力矩

增大，另一方面会使轴承的自旋分量增大，从而令

由自旋滑动引起的摩擦力矩增大，当由弹性滞后

与自旋滑动引起的摩擦力矩增大值大于由润滑油

搅拌引起的摩擦力矩减小值时，轴承摩擦力矩整

体呈增大的趋势。由分析结果可知，当轴承钢球

数取４０左右时，其摩擦力矩最小。

图８　钢球数对轴承摩擦力矩的影响

Ｆｉｇ．８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ｔｅｅｌｂａｌｌｓｏｎ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ｔｏｒｑｕｅｏｆｂｅａｒｉｎｇ

４２　沟曲率半径系数对轴承总摩擦力矩的影响

采用不同的沟曲率半径系数，轴承摩擦力的

变化曲线如图９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沟

曲率半径系数的增大，轴承摩擦力矩呈下降趋势。

这是因为随着沟曲率半径系数的减小，钢球与沟

道接触椭圆的面积也随之减小，由自旋滑动产生

的摩擦力矩随之降低，从而使轴承整体的摩擦力

矩下降。而轴承沟曲率半径系数的减小会使轴承

图９　沟曲率半径系数对轴承摩擦力矩的影响

Ｆｉｇ．９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ｇｒｏｏｖｅ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ｒａｄｉｕｓ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ｎｔｈｅ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ｔｏｒｑｕｅｏｆｂｅａｒｉｎｇ

的承载能力下降，因此其具有一个合理的区间，通

常为０．５７～０．５８之间。

４３　保持架质量对轴承总摩擦力矩的影响

采用不同质量的保持架，轴承摩擦力矩的变

化规律如图１０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到，随着保持

架质量增加，轴承摩擦力矩呈上升趋势，并且上升

速度较快。这是因为随着保持架质量增加，其与

引导面间的滑动摩擦增加，由于滑动摩擦数值较

大，在轴承总摩擦力矩中占比较大，所以轴承整体

的摩擦力矩快速增加。因此在满足保持架的强度

的前提下，可以减小保持架厚度或采用塑料保持

架，以减小保持架质量，从而降低轴承摩擦力矩。

图１０　保持架质量对轴承摩擦力矩的影响

Ｆｉｇ．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ａｇｅｍａｓｓｏｎｔｈｅ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ｔｏｒｑｕｅ

ｏｆｂｅａｒｉｎｇ

４４　轴承游隙对轴承总摩擦力矩的影响

取不同的轴向游隙，所得的轴承摩擦力矩如

图１１所示。从图中可以知，轴承摩擦力矩随着轴

０７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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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负游隙量的增大呈上升趋势，这是因为随着轴

向负游隙量的增大上下排钢球均被压紧，由钢球

所产生的摩擦力矩均增大，从而使轴承总摩擦力

矩增大。

图１１　游隙对轴承摩擦力矩的影响

Ｆｉｇ．１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ｔｏｒｑｕｅ

ｏｆｂｅａｒｉｎｇ

５　结　论

１）球柱联合转台轴承转速的提高、轴向载荷

与倾覆力矩的增大、轴向负游隙量的增大均能增

大轴承的摩擦力矩，其中轴向游隙对摩擦力矩的

影响较大。

２）随着上（下）排钢球数的减少，轴承摩擦力

矩先下降后上升，本文轴承钢球数目取４０时轴承

摩擦力矩最小。沟曲率半径系数减小可降低轴承

的摩擦力矩，但同样会降低轴承的承载能力，因此

其存在一个合理区间使轴承获得较优的综合性

能。本文轴承沟曲率半径系数在０．５７～０．５８之

间时，可在确保轴承承载能力的前提下获得较小

的摩擦力矩。

３）由保持架与引导面滑动摩擦产生的摩擦

力矩对轴承整体的摩擦力矩影响较大，因此在满

足保持架强度的前提下，可采用塑料保持架，以减

小保持架质量，降低轴承的摩擦力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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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迪，夏海纯，倪　德，王永红，裴宜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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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传动效率直接、间接测试法测试原理，开展了某型直升机主减速器传动效率试验研究，对比

分析了不同工况下传动效率变化规律。试验结果表明：主减速器传动效率与输入扭矩、滑油温度成正相关，与

输入转速成负相关，在小扭矩状态下变化明显，且其随转速的变化率明显小于随扭矩的变化率；同时各工况下

传动效率的间接测试结果均大于直接测试结果，随着输入扭矩的增加，间接测试与直接测试传动效率相对差

值逐渐减小，而两者之差随转速变化不明显。误差分析结果表明：各工况下，采用间接测试法的测试极限误差

均小于直接测试法，直接、间接测试法最大测试误差分别为１．２８％、０．７２％。

关　键　词：主减速器；传动效率试验；直接测试法；间接测试法；误差分析

中图分类号：Ｖ２３３．１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０６

作者简介：王迪（１９９１－），男，工程师，硕士，主要从事直升机传动系统试验研究。

引用格式：王迪，夏海纯，倪德，等．直升机主减速器传动效率试验方法［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２０，３５（１２）：２６７３２６８０．ＷＡＮＧＤｉ，ＸＩＡ

Ｈａｉｃｈｕｎ，ＮＩＤｅ，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ｆｏｒ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ｍａｉｎｇｅａｒｂｏｘ［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

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０，３５（１２）：２６７３２６８０．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犿犲狋犺狅犱狊狅犳狋狉犪狀狊犿犻狊狊犻狅狀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犳狅狉

犺犲犾犻犮狅狆狋犲狉犿犪犻狀犵犲犪狉犫狅狓

ＷＡＮＧＤｉ，ＸＩＡＨａｉｃｈｕｎ，ＮＩＤｅ，ＷＡＮＧＹｏｎｇｈｏｎｇ，ＰＥＩＹｉｑｉｎ

（Ｈｕｎａｎ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ｐｌａ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ＺｈｕｚｈｏｕＨｕｎａｎ４１２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ａｎｄ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ｍａｉｎｇｅａｒｂｏｘｗａｓ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ｉｎｐｕｔｔｏｒｑｕｅａｎｄｏｉ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ｉｎｐｕｔｓｐｅｅｄ．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ｃｈａｎｇｅｄ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ｕｎｄｅｒｌｏｗｔｏｒｑｕｅ．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ｍｉｓ

ｓ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ｉｔｈ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ｗａ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ｓｍａｌｌ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ｗｉｔｈｔｏｒｑｕｅ．Ｔｈｅ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ｅｒ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ｄｉｒｅｃｔ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ｉｎｐｕｔｔｏｒｑｕ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ａ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ｔｅｓ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ｗｈｉｌｅｉｔｗａｓｎｏｔｏｂｖｉｏｕ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ｏ

ｔａｔ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ｒｒ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ｅｒｒｏｒｏｆ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ｔｅｓ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ｒｒｏｒ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ａｎｄｉｎ

ｄｉｒｅｃｔ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１．２８％ａｎｄ０．７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ｍａｉｎｇｅａｒｂｏｘ；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ｅｒｒ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传动系统作为直升机的三大关键动部件之

一，其主要作用是将发动机的输出功率按照一定

的比例传递给主旋翼、尾桨及各附件，是涡轴发动

机动力输出必不可少的动力传输部件［１２］。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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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减速器又是传动系统中最关键、结构最复杂的

部件，一般由多级齿轮传动组成，复杂的传动结构

会导致功率损失，降低传动效率。而传动效率高低

会直接影响直升机的航程、寿命及可靠性等关键指

标。传动效率主要取决于润滑油、速度、齿轮几何

形状、表面粗糙度、轴承选型、安装精度以及机匣设

计等。目前世界上先进直升机减速器传动效率超

过了９８％
［３］。因此，在先进直升机研制历程中，开

展直升机主减速器器传动效率试验研究至关重

要，也是评判直升机性能优劣的重要指标之一。

国外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对直升机减速器

传动效率进行基础理论分析和相关试验研究，并

取得一定成果。Ａｎｄｅｒｓｏｎ等针对航空减速器传

动效率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计算，总结了影响减速

器传动效率的几大因素［４５］。Ｈａｎｄｓｃｈｕｈ等针对

直升机主减速器行星齿轮，利用输入、输出功率直

接测试法开展了功率损耗与滑油流量、滑油温度、

输入扭矩、输入转速的变化关系［６］。Ｋｒａｎｔｚ在行

星齿轮试验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某型直升机主减

速器行星齿轮进行了齿轮、轴承、滑油等能量损耗

理论计算研究，并与试验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７］。

Ｈａｎｄｓｃｈｕｈ等利用机械功率封闭试验设备开展

了倾转旋翼高速直升机齿轮轮系多工况下的效率

损耗试验分析，通过直接法测得传动效率随转速、

扭矩及驱动电动机功率变化规律［８］。

目前，国内学者对减速器传动效率也开展了

相关研究，但主要集中于人字齿轮、弧齿锥齿轮、

行星齿轮、直齿轮等齿轮副的理论仿真计算与分

析［９１４］。传动效率试验也仅限于齿轮副传动效率

的简单测量及减速器的试验方法探讨，如袁杰红、

林泽锦建立了弧齿锥齿轮摩擦功率损失计算模

型，针对某直升机尾减速器开展了摩擦功率损失

计算分析［１５］。陈辛波、卢志坚分析了基于弹流润

滑的直齿轮啮合特性及规律，并利用试验数据验

证所建动态效率模型的准确性［１６］。胡铭鑫针对

高重合度行星齿轮传动系统开展了不同工况下传

动效率试验研究［１７］。梁文宏、刘凯等针对斜齿轮

搅油功率损失进行试验研究［１８］。李永寿、李明亮

等从测定减速器损失功率出发，探索了一种间接

测试直升机主、中、尾减速器传动效率的方法［１９］。

因此，国内目前未真正开展相关直升机主减速器

传动效率试验研究，而仿真分析过程中无法准确

获得传动效率计算所需的摩擦因数、润滑条件等

关键参数，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和误差范围因此也

无法给定，直升机主减速器的传动效率值仅可作

为参考数据。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直升机减速器传动效率

试验的开展和实施鲜有经验可循，因此，开展主减

速器传动效率试验方法研究对直升机研制意义重

大且十分紧迫。本文以某型直升机主减速器为研

究对象，分别利用直接测试法和间接测试法开展

了传动效率试验方法研究，对比分析了减速器的

传动效率变化规律，为同类传动效率试验的开展

提供依据和参考，同时也为直升机减速器技术指

标的进一步提高提供数据支撑。

１　主减速器试车台工作原理

某型直升机主减速器传动效率试验研究在中

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

机械功率封闭型主减车台进行，传动主体由３个

封闭回路组成，包括左、右发动机封闭回路和尾传

封闭回路。试验台可模拟主减速器在规定的扭

矩、转速、旋翼载荷、附件载荷、滑油温度下的工作

状态。试验器的主要工作原理如下所述：

试验器利用主驱动电动机驱动运转，并通过

变频器调节输入转速；分别通过差动行星减速器

和加载电动机对左、右发动机和尾传回路独立施

加各自要求的扭矩载荷；通过旋翼液压加载单元

的液压缸复合施加旋翼轴向力、剪力和弯矩；采用

设备液压泵作为主减速器附件的模拟负载，分别

调节各泵的工作压力，实现对主减附件液压泵和

附件发电机传动链施加载荷。

２　传动效率测试原理及方法

直升机主减速器传动效率高低由其内部功率

损耗大小决定，内部功率损耗越小，输出功率越

大，传动系统效率越高。内部功率损耗主要由齿

轮啮合、轴承摩擦生热等造成，这些热能一部分被

滑油吸收而损失，一部分通过机匣壳体表面辐射、

传导、对流而损失。目前，减速器传动效率的测试

方法主要包括直接测试法和间接测试法。

２１　直接测试法测试原理及方法

直接功率测试法具体模型如图１所示，通过

测试主减速器的输入、输出转速和扭矩后计算得

到输入功率犘ｉｎ、输出功率犘ｏｕｔ。

输入、输出功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犘＝
犜×狀
９５４９

（１）

式中犘 为减速器输入、输出功率，单位为ｋＷ；犜

为减速器输入、输出扭矩，单位为 Ｎ·ｍ；狀为减

４７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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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直接测试法模型

Ｆｉｇ．１　Ｍｏｄｅｌ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速器输入、输出转速，单位为ｒ／ｍｉｎ。

计算主减速器的输出功率相对于输入功率的

百分比便可得出减速器传动效率η

η＝
犘ｏｕｔ
犘ｉｎ
×１００％ （２）

　　某型直升机双发输入主减速器传动效率测试

时，当主减速器旋翼载荷及附件载荷为零，附件传

动链处于空载运转状态时，直接测试传动效率η
可表达为

η＝
狀１犜１＋狀２犜２
狀３犜３＋狀４犜４

×１００％ （３）

式中狀１、狀２、狀３、狀４ 分别为尾传输出转速、主旋翼

输出转速、主减速器左输入转速、主减速器右输入

转速；犜１、犜２、犜３、犜４ 分别为尾传输出扭矩、主旋

翼输出扭矩、主减速器左输入扭矩、主减速器右输

入扭矩。

２２　间接测试法测试原理及方法

间接测试时，保证主减速器在滑油热平衡状

态下运转，损耗功率为主减机匣通过辐射、传导、

对流散失的热量和滑油带走的热量之和。依据文

献［２０］可知，在保温绝热效果良好条件下，９９％以

上的功率损失转化为滑油温升，只有不到１％的

功率损失热是通过对流、传导和辐射传递。因此，

间接测试时，认为减速器功率损耗全部转化为滑

油温升，具体模型如图２所示。

通过测试主减速器的输入转速和扭矩可得输

入功率犘ｉｎ，测试主减速器供油流量、供回油温差

来计算功率损失犘ｌｏｓｓ

犘ｌｏｓｓ＝
犮狆犙ρΔ狋

６×１０
７

（４）

式中犙 为滑油流量，单位为Ｌ／ｍｉｎ；ρ为滑油密

度，单位为ｋｇ／ｍ
３；犮狆 为滑油比定压热容，单位为

图２　间接测试法模型

Ｆｉｇ．２　Ｍｏｄｅｌｏｆ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Ｊ／（ｋｇ·℃）；Δ狋为滑油供、回油温差，单位为℃。

因此，间接功率法测得减速器传动效率η的

计算公式为

η＝ １－
１０－７犮狆犙ρΔ狋

６× 狀３犜３＋狀４犜（ ）［ ］
４

×１００％ （５）

　　上述某型主减速器所用润滑油密度和比热容

已经相关机构计量检定，具体数值见表１。

表１　不同温度下主减速器滑油密度和比热容

犜犪犫犾犲１　犗犻犾’狊犱犲狀狊犻狋狔犪狀犱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犺犲犪狋

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狊

温度／℃ 密度／（ｋｇ／ｍ
３） 比热容／（Ｊ／（ｋｇ·℃））

７０ ９５１．５１ １９７４．７

７６ ９４７．０４ １９７５．７

　　由于主减速器机匣曲面复杂，多处还有急剧

凸起的加强筋，因此本试验选取憎水膨胀珍珠岩

作为绝热保温材料，这种材料流动性好，颗粒尺寸

小，易于在复杂曲面紧密贴敷、堆积，保温包裹时

易于填充致密等。其外观形貌如图３所示，具体

材料特性见表２。

图３　憎水膨胀珍珠岩

Ｆｉｇ．３　Ｈｙｄｒｏｐｈｏｂｉｃ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ｐｅａｒｌｉｔｅ

５７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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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憎水膨胀珍珠岩材料特性

犜犪犫犾犲２　犕犪狋犲狉犻犪犾狊狆狉狅狆犲狉狋犻犲狊狅犳犺狔犱狉狅狆犺狅犫犻犮

犲狓狆犪狀犱犲犱狆犲犪狉犾犻狋犲

特性参数 数值

粒度／ｍｍ ０．１５～１．５

密度／（ｋｇ／ｍ
３） ６０～２００

导热系数／（Ｗ／（ｍ·℃）） ０．０３６～０．０５４

吸水率／％ １０

使用温度／℃ ≤１０００

　　试验前，检查确认所有传感器信号正常、滑油

油路正确、主减速器油位合格后，根据机匣轮廓尺

寸现场制作木围板，填充隔热材料，同时进行防护

处理，保证试验过程中隔热材料正常贴敷在机匣

表面，绝热处理后的主减速器外观如图４所示。

图４　绝热处理后的某型主减速器俯视图

Ｆｉｇ．４　Ｔｏｐｖｉｅｗｏｆ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ｍａｉｎｇｅｒｂｏｘｗｉｔｈ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

３　试验结果及分析

参考某型主减速器实际工作状态，表３为传

动效率试验的具体步骤，共２１组状态。

表３　效率测试各测试状态点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犲狊狋犻狀犵狆狅犻狀狋狊狌狊犲犱犳狅狉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犿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狊

试验步骤 犖／％ 犕／％

１～７ ５０ ４０，５０，…，１００

８～１４ ７５ ４０，５０，…，１００

１５～２１ １００ ４０，５０，…，１００

其中犖、犕 分别代表额定转速、额定扭矩的百分

比（每个扭矩步骤间隔１０％），依次在７０、７６℃滑

油温度下的开展试验。为保证试验数据真实有

效，各状态下待主减速器滑油温度１０ｍｉｎ内变化

不超过１℃时进行数据采集，采用控制变量法，对

比分析两种试验方法下滑油温度、输入转速及扭

矩对传动效率的影响规律。

３１　直接测试试验结果

图５～图６给出了在滑油温度狋＝７０，７６℃

下，采用直接测试法分别测得传动效率随输入扭

矩及输入转速的变化规律。

图５　直接测试主减速器传动效率随输入扭矩的

变化规律

Ｆｉｇ．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ｏｆ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ｍａｉｎ

ｇｅｒｂｏｘｗｉｔｈｉｎｐｕｔｔｏｒｑｕ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ｒｅｃｔ

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图６　直接测试主减速器传动效率随输入转速的

变化规律

Ｆｉｇ．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ｏｆ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ｍａｉｎ

ｇｅａｒｂｏｘｗｉｔｈｒｏｔｏｒｓｐｅ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ｒｅｃｔ

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结合图５～图６可以得出：额定功率状态下，

滑油温度在７０℃下对应的主减速器传动效率为

９７．１９％，７６℃下对应的传动效率为９７．２６％。在

输入扭矩、滑油温度一定时，主减速器传动效率与

６７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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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转速成负相关，这是由于轴承磨损、齿轮啮合

以及搅油等功率损失与转速成正相关；相同试验状

态下，滑油温度在７６℃下主减速器的传动效率高

于７０℃下的传动效率，这是由于功率损耗与滑油

黏度及密度密切相关，温度越高，滑油黏度和密度

越低，轴承和齿轮啮合功率损耗越小；在输入转速、

滑油温度一定时，传动效率与输入扭矩成正相关，

且传动效率在小扭矩状态下增幅明显，超过６０％

额定扭矩后，传动效率增幅缓慢；同时，传动效率随

转速的变化趋势明显小于其随扭矩的变化趋势。

３２　间接测试试验结果

图７～图８给出了滑油温度为７０、７６℃下，采

图７　间接测试主减速器传动效率随输入扭矩变化规律

Ｆｉｇ．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ｏｆ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ｍａｉｎ

ｇｅａｒｂｏｘｗｉｔｈｏｆｉｎｐｕｔｔｏｒｑｕ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图８　间接测试主减速器传动效率随输入转速的变化规律

Ｆｉｇ．８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ｏｆ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ｍａｉｎ

ｇｅａｒｂｏｘｗｉｔｈｒｏｔｏｒｓｐｅ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用间接测试法分别测得传动效率随输入扭矩及输

入转速的变化规律。

结合图７～图８可以得出：额定功率下，滑油

温度为７０℃对应的传动效率为９８．２１％，滑油温

度为７６℃对应传动效率为９８．１１％。传动效率变

化规律与直接测试法基本一致，其中，传动效率随

滑油温度变化不明显，结合式（５）分析，可能是由

于间接测试时，７６、７０℃两种滑油工况温差偏小，

造成两者温升变化规律不明显造成的。

３３　结果对比分析

为更好地对比分析两种试验方法所得传动效

率，图９～图１４给出了相同工况下两种测试所得

传动效率的大小及其相对差值随输入扭矩及转速

图９　７０℃下主减速器传动效率随输入扭矩的变化规律

Ｆｉｇ．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ｏｆ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ｍａｉｎ

ｇｅａｒｂｏｘｗｉｔｈｉｎｐｕｔｔｏｒｑｕｅａｔ７０℃

图１０　７６℃下主减速器传动效率随输入扭矩的变化规律

Ｆｉｇ．１０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ｏｆ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ｍａｉｎ

ｇｅａｒｂｏｘｗｉｔｈｉｎｐｕｔｔｏｒｑｕｅａｔ７６℃

７７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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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７０℃下主减速器传动效率随输入转速的变化规律

Ｆｉｇ．１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ｏｆ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ｍａｉｎ

ｇｅａｒｂｏｘｗｉｔｈｒｏｔｏｒｓｐｅｅｄａｔ７０℃

图１２　７６℃下主减速器传动效率随输入转速的变化规律

Ｆｉｇ．１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ｏｆ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ｍａｉｎ

ｇｅａｒｂｏｘｗｉｔｈｒｏｔｏｒｓｐｅｅｄａｔ７６℃

图１３　传动效率相对差值随输入扭矩的变化规律

Ｆｉｇ．１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ｉｔｈｉｎｐｕｔｔｏｒｑｕｅ

图１４　传动效率相对差值随输入转速的变化规律

Ｆｉｇ．１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ｉｔｈｒｏｔｏｒｓｐｅｅｄ

的变化规律。

结合图９～图１４可以看出：相同工况下间接

测试结果均大于直接测试结果，随着输入扭矩的

增加，间接测试与直接测试传动效率之差逐渐减

小，且在低于６０％扭矩状态下直接测试法传动效

率随扭矩增大较快，变化明显，而两者之差随转速

变化不明显。

４　测试误差分析

传动效率测试精度是由各个环节系列误差因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在设计阶段，还是测试阶

段，都必须采取相应的方法对其精度进行分析与

计算［２１］。在传动效率测试中，随机误差与系统误

差都同时存在且相互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本文

确认测试系统无粗大误差和系统误差的前提下，

按照极限误差进行合成，假设传动效率测试的函

数关系为

狔＝犉（狓犻） （６）

　　当误差分量均接近正态分布，且在相同置信

概率下，狔的极限误差为

Δ狔ｌｉｍ ＝ ∑
狀

犻＝１

犆２犻Δ
２狓犻，槡 ｌｉｍ （７）

式中Δ狔ｌｉｍ为传动效率测试求得的狔的极限误差，

Δ狓犻，ｌｉｍ为各直接测试分量狓犻的极限误差，犆犻 为函

数犉 对狓犻的偏导数，称误差传递系数。

因此，对于直接功率测试法，其极限测试误

差为

Δ狔ｌｉｍ ＝ ∑
８

犻＝１

犆２犻Δ
２狓犻，槡 ｌｉｍ （８）

８７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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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犆１～犆８ 分别为各转速、扭矩测试分量的误

差传递系数。

对于间接功率测试法，其极限测试误差为

Δ狔ｌｉｍ ＝ ∑
６

犻＝１

犆２犻Δ
２狓犻，槡 ｌｉｍ （９）

式中犆１～犆６ 分别为滑油流量、温度、输入转速、

输入扭矩各测试分量的误差传递系数。

表４、表５分别给出直接测试法和间接测试

法试验过程中所需传感器型号及精度。

表４　直接测试法传感器型号及精度

犜犪犫犾犲４　犛犲狀狊狅狉狋狔狆犲犪狀犱犪犮犮狌狉犪犮狔狅犳犱犻狉犲犮狋狋犲狊狋犻狀犵犿犲狋犺狅犱

测试分量 型号 量程 测试精度／％

主减速器左、右转速／（ｒ／ｍｉｎ） Ｍａｎｎｅｒ８２２ ０～２５０００ ±０．０１（ＦＳ）

主减速器左、右扭矩／（Ｎ·ｍ） Ｍａｎｎｅｒ８２２ ０～８２２ ±０．１（ＦＳ）

尾传转速／（ｒ／ｍｉｎ） Ｍａｎｎｅｒ１５１５ ０～５６００ ±０．０１（ＦＳ）

尾传扭矩／（Ｎ·ｍ） Ｍａｎｎｅｒ１５１５ ０～１５００ ±０．２６（ＦＳ）

主旋翼转速／（ｒ／ｍｉｎ） ＨＢＭ２０Ｋ ０～５００ ±０．０１（ＦＳ）

主旋翼扭矩／（Ｎ·ｍ） ＨＢＭ２０Ｋ ０～１７１９００ ±０．４３（ＦＳ）

注：表中ＦＳ表示满量程。

表５　间接测试法传感器型号及精度

犜犪犫犾犲５　犛犲狀狊狅狉狋狔狆犲犪狀犱犪犮犮狌狉犪犮狔狅犳犻狀犱犻狉犲犮狋狋犲狊狋犻狀犵犿犲狋犺狅犱

测试分量 型号 量程 测试精度

主减速器左、右转速／（ｒ／ｍｉｎ） Ｍａｎｎｅｒ８２２ ０～２５０００ ±０．０１％（ＦＳ）

主减速器左、右扭矩／（Ｎ·ｍ） Ｍａｎｎｅｒ８２２ ０～８２２ ±０．１％（ＦＳ）

流量／（Ｌ／ｍｉｎ） ＫＲＯＨＮＥ ０～１５０ ±０．１％（ＦＳ）

温度／℃ ＷＺＰ２７０ ０～３００ ±０．４℃

注：表中ＦＳ表示满量程。

　　因此，结合式（８）～式（９）可以计算得出各极

限误差如表６所示：直接测试误差在各个工况下

均大于间接测试误差，且直接测试最大极限误差

为１．２８％，间接测试最大极限误差为０．７２％。

表６　测试误差结果

犜犪犫犾犲６　犚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狋犲狊狋犲狉狉狅狉

犖／％ 犕／％ 直接测试误差／％ 间接测试误差／％

５０ ５０ １．２８ ０．７２

５０ １００ ０．６６ ０．３６

７５ ５０ １．２７ ０．４２

７５ １００ ０．６５ ０．２５

１００ ５０ １．２７ ０．４６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６４ ０．２３

５　结　论

本文研究了某型直升机主减速器传动效率直

接、间接测试原理及方法，同时基于两种方法开展

了主减速器传动效率测试试验，并进行了测试误

差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１）利用两种方法所得某型主减速器传动效

率变化规律基本一致，相同工况下，传动效率与输

入转速成负相关，与输入扭矩成正相关，且其随转

速的变化趋势明显小于随扭矩的变化趋势。

２）相同工况下，滑油温度在７６℃下的传动

效率高于７０℃下的传动效率，采用间接测试法所

得传动效率随滑油温度变化不明显，分析可能是

由于间接测试时，两种滑油工况温差偏小，导致两

者温升变化不明显造成的。

３）相同工况下，间接测试结果均大于直接测

试结果，分析可能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一是直接

测试极限误差大于间接测试极限误差，二是利用

间接测试法试验过程中未考虑的对流、传导和辐

射传递造成的功率损失大于预估值。

４）随着输入扭矩的增加，间接测试与直接测

试传动效率之差逐渐减小，且在低于６０％扭矩状

态下直接测试法传动效率随扭矩增大较快，变化

明显，而两者之差随转速变化不明显。

５）采用间接测试法的测试极限误差均小于

９７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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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测试法，直接、间接测试法最大测试误差分别

为１．２８％、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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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ｌｉｄｉｎｇ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ｅｓｈ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ｈｅｌｉ

ｃａｌｇｅａ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ｏｕ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４３（６）：２１７３２１７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刘伟平．人字齿星型齿轮传动系统动态效率研究［Ｄ］．南

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２０１７．

ＬＩＵ Ｗｅｉｐ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ｄｏｕｂｌｅ

ｈｅｌｉｃａｌｓｔａｒｇｅａｒｔｒａｉｎｓ［Ｄ］．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１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王成，崔焕勇，张清萍，等．齿轮啮合效率的理论研究进展

［Ｊ］．济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５，２９（３）：２２９２３５．

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ＣＵＩＨｕａｎｙ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Ｑｉｎｇｐｉｎｇ，ｅｔａｌ．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ｇｅａｒｍｅｓｈ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Ｊｉｎ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２０１５，２９（３）：２２９２３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王三民，沈允文，孙智民．基于动态损失功率的行星齿轮传

动效率计算［Ｊ］．机械传动，２００１，２５（２）：４５，８．

ＷＡＮＧＳａｎｍｉｎ，ＳＨＥＮＹｕｎｗｅｎ，ＳＵＮＺｈｉｍｉ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ｏｗ

ｅｒｌｏｓｓ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１，２５

（２）：２２９２３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谷建功，方宗德，苏进展，等．混合弹流润滑条件下弧齿锥

齿轮传动啮合效率计算方法［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０，４１

（５）：１９４１９８．

ＧＵＪｉａｎｇｏｎｇ，ＦＡＮＧＺｏｎｇｄｅ，ＳＵＪｉｎｚｈａｎ，ｅｔ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ａｔ

ｉｎｇｏｆｍｅｓｈ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ｆｏｒｓｐｉｒａｌｂｅｖｅｌｇｅａｒ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ｘｅｄｅｌａｓｔｏ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０，４１

（５）：１９４１９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袁杰红，林泽锦．弧齿锥齿轮摩擦功率损失计算［Ｊ］．国防

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３４（５）：１１５１２０．

ＹＵＡＮＪｉｅｈｏｎｇ，ＬＩＮ Ｚｅｊｉｎ．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ｌｏｓｓｆｏｒｓｐｉｒａｌｂｅｖｅｌｇｅａ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３４（５）：１１５１２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陈辛波，卢志坚．基于弹流润滑的直齿轮动态效率模型及验

证［Ｊ］．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３，４１（５）：７７３７７８．

ＣＨＥＮＸｉｎｂｏ，ＬＵＺｈｉｊｉａ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ｓｐｕｒｇｅａｒｐａｉ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ｌａｓｔｏ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ｉｔ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ｏｎｇｊ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４１（５）：７７３７７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胡铭鑫．高重合度行星齿轮传动效率及修形研究［Ｄ］．南

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２０１５．

ＨＵ Ｍｉｎｇｘ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ｃｏｎｔａｃｔｒａｔｉｏ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ｇｅａｒ［Ｄ］．Ｎａｎ

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２０１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梁文宏，刘凯，崔亚辉．基于有限元分析的斜齿轮搅油功力

损失测算济实验验证［Ｊ］．中国机械工程，２０１４，２５（１８）：

２５１０２５１５．

ＬＩＡＮＧ Ｗｅｎｈｏｎｇ，ＬＩＵ Ｋａｉ，ＣＵＩＹａｈｕｉ．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ｌｉｃａｌｇｅａｒｃｈｕｒｎｉｎｇｐｏｗｅｒ

ｌｏｓ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Ｃｈｉｎａ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２５（１８）：２５１０２５１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李永寿，李明亮，程卫真．直升机减速器传动效率间接测定

法研究［Ｊ］．航空科学技术，２０１５（２）：３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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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２）：３３３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ＡＭ，ＯＳＷＡＬＤＦＢ，ＣＯＥＨ Ｈ．Ｔｅｓｔｉｎｇ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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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缝补强方式对大直径贮箱箱底

承载性能影响

胡正根１，２，湛利华１，董曼红２，刘观日２，李　斌２，常志龙１

（１．中南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长沙４１００８３；

２．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北京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７６）

摘　　　要：基于有限元法研究了典型１０ｍ级直径贮箱箱底焊缝在双面对称补强、内表面补强及外表面补

强三种情况下的内压承载性能。数值计算采用二维对称平面模型，考虑了筒段和短壳真实边界条件及焊缝对

承载能力的影响，构建的考虑材料塑性的非线性数值分析模型准确地获得了贮箱箱底内外表面经向应力。结

果表明：顶盖和瓜瓣焊缝区域是箱底的薄弱位置，使用内压下，双面对称补强的加强区内外表面经向应力差较

小，结构均未进入塑性，单面补强的加强区内外表面经向应力差远大于双面对称补强，局部进入塑性，且外表

面补强的加强区最大和最小经向应力差相对于内表面补强分别增加了９．７％和２７．２％，变形不协调；设计内

压下，箱底内外表面均有局部进入塑性，材料塑性对内外表面经向应力差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能够显著缓解内

外表面应力差造成的附加弯矩；双面对称补强优于内表面补强，内表面补强优于外表面补强，单面补强易产生

附加弯矩，不利于箱底的均匀承载和变形协调。该研究结果指导了大直径贮箱箱底结构的优化设计。

关　键　词：焊缝补强；贮箱箱底；承载性能；内表面补强；外表面补强；双面对称补强

中图分类号：Ｖ４２１．４＋２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８２３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２０１７ＹＦＢ０３０６３００）；装备预先研究项目（３０５０６０５０９）

作者简介：胡正根（１９８８－），男，高级工程师，博士生，主要从事运载火箭推进剂贮箱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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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１０ｍｃｌａｓｓ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ｔａｎｋｂｏｔｔｏｍ

ｗａ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ｅ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ｐｌａｎｅｍｏｄｅｌｗａｓｕｓｅｄｆｏｒ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ａｌ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ｔｕｂ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ｓｈｅｌｌ

ａｎｄｔｈｅｗｅｌｄｏｎｔｈ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ｗｅ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Ｔｈ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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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ｗａ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ｔｏ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ｏｂｔａｉｎｔｈｅｍｅｒｉｄｉｏ

ｎ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ａｎｄｏｕｔ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ｆｔａｎｋｂｏｔｔｏｍ．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ｗｅｌｄａｒｅａ

ｏｆｔｈｅｔｏｐａｎｄｍｅｌｏｎｆｌａｐｗａｓａｗｅａｋａｒｅａｏｆｔａｎｋｂｏｔｔｏｍ．Ｕｎｄ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ｅｒｉｄ

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ｎｅｒａｎｄｏｕｔｓｉｄ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ｗａｓｓｍａｌｌｅｓｔ，ａｎｄｎ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ｓｉｎｇｌｅ

ｓｉｄｅ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ｗａｓｍｕｃｈｌａｒｇｅｒｔｈａｎｄｏｕｂｌｅ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ｎ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ａｎｄｍｉｎｉｍｕｍｍｅｒｉｄｉｏ

ｎ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ｏｕｔｓｉｄ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ｙ９．７％ａｎｄ２７．２％，ａｎｄａｌｌ

ｏｆｔｈｅｍｌｅｄｔｏｕ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ｅｓｉｇｎ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ｎｅｒａｎｄｏｕｔｓｉｄｅ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ｔａｎｋｂｏｔｔｏｍｈａｄｌｏｃａｌ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ｈａｄｃｅｒｔａｉｎｃｏｏｒ

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ａｎｄｏｕｔｓｉｄ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

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ｔｈ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ｎｄｉｎｇｍｏｍｅｎｔ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ａｎｄｏｕｔｓｉｄ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ｏｕｂｌｅ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ｏｕｔｓｉｄ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ｉｎｎ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ｏｕｔｓｉｄ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

ｓｉｄｅ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ｗａｓｅａｓｙｔｏ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ｎｄｉｎｇｍｏｍｅｎｔ，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ｎｏｔ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

ｔｈｅｕｎｉｆｏｒｍ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ａｎｋｂｏｔｔｏｍ．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ａ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ｌａｒｇ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ｔｏｒａｇｅｔａｎｋ．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ｗｅｌｄ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ｔａｎｋｂｏｔｔｏｍ；ｂｅａｒ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ｎ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ｕｔｓｉｄ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ｄｏｕｂｌｅ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贮箱结构作为运载火箭箭体结构的重要组成

部分，属于大型薄壁焊接压力容器，一方面作为液

体容器实现推进剂的贮存、增压输送等功能，另一

方面作为主承力结构承受内压和轴弯剪载荷［１］。

贮箱主结构一般由前、后短壳，箱筒段和前、后底

组成。其中箱底是贮箱轻质化设计的关键，由于

整体成形制造能力的限制，大直径贮箱箱底一般

采用顶盖＋多块瓜瓣＋过渡环的拼焊结构方

案［２］，由于焊缝的弱化效应，需对焊缝进行补强处

理，而补强方式成为大直径贮箱箱底结构设计的

关键。

有限元分析方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运载火箭

箭体贮箱箱底结构的数值分析。国外 Ｍｅｓｃａｌｌ、

Ａｄａｃｈｉ等
［３４］针对箱底的弹性屈曲开展了大量缩

比件的试验和数值计算；Ｍｉｃｈａｅｌ、Ｒａｃｈａｒｄ、Ｎｅｍ

ｅｔｈ等
［５７］利用有限元分析了航天飞机超大直径

液氧贮箱箱底的线性和非线性屈曲问题，得到了

局部失稳载荷及失稳波形，并对其内压作用下的

缺陷敏感性开展了大量研究；乔治马歇尔飞行中

心和通用动力学太空系统分部的Ａｈｍｅｄ等
［８］对

不同模数的贮箱椭球箱底的内压稳定性开展了大

量试验和数值分析研究，为高性能贮箱箱底的底

型选择提供了数据支撑；Ｗｉｌｌｉａｍ
［９］数值分析了美

国太阳神无人高空飞行器液氢贮箱内压作用下箱

底和筒段的收缩效应；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Ｄａｖｉｄ等
［１０１１］针

对大直径低温金属贮箱和复合材料贮箱的结构方

案进行了概念比较设计，重点对大直径箱底不同

结构方案的质量进行了分析研究。

国内周广文［１２］对贮箱箱底工程设计中要关

注的底型选择进行了分析；章凌、王博等［１３１４］基于

数值分析方法开展了箱底与筒段焊接接头的优化

设计，提出了降低附加弯矩的削力槽方案；黄诚、

胡正根等［１５１７］开展了大直径贮箱箱底在内压作用

的下的屈曲问题，发现筒段边界效应有利于抑制

椭球箱底的内压屈曲，同时给出了临界屈曲模数，

另外引入１阶模态缺陷和凹陷等缺陷对箱底内压

屈曲的缺陷敏感性开展了较为系统研究；辛腾达、

赵亮等［１８１９］对不同箱底的经向应力和环向应力进

行了理论计算和数值分析，进而对箱底底型参数

进行了优化设计，认为合理的椭球模数可有效减

轻贮箱结构质量；朱天宇［２０］对不同底型在内压和

外压的承载能力及稳定性开展了分析计算，提出

了适用于提高外压承载能力的箱底轻质化方案；

王鹏［２１］对传递发动机推力的贮箱箱底结构方案

进行了研究，提出了适应于箱底传力的底型方案。

综上所述，国内外在大直径贮箱箱底底型选

择及内外压稳定性计算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但

是针对大直径贮箱箱底焊缝补强方案分析方面鲜

２８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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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报道，而贮箱箱底焊缝补强方案的选择直接影

响箱底的内压承载能力、结构质量及制造方案，是

大直径贮箱箱底结构优化设计的重要内容，具有

重大工程价值。本文利用薄膜理论计算结果验证

数值计算准确性的基础上，基于数值计算方法研

究了某典型１０ｍ级直径贮箱箱底焊缝补强方式

对箱底内压承载性能的影响，主要建模了焊缝双

面对称补强、内表面补强、外表面补强三种情况。

基于二维轴对称平面模型，建模了焊缝补强结构，

考虑了筒段和短壳真实边界条件及材料塑性。计

算结果准确地获得了大直径贮箱箱底内外表面经

向应力分布，比较了三种方案的影响规律及原因。

１　数值模型

１１　研究对象

典型大直径贮箱结构示意图见图１，包括前、

后短壳，箱筒段与前、后底，其中箱底由顶盖、瓜瓣

和过渡环拼焊组成，材料为２２１９铝合金。表１为

箱底不同焊缝补强方式，双面对称补强指焊缝区

图１　典型贮箱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ｔａｎ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表１　箱底不同焊缝补强方式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狑犲犾犱狉犲犻狀犳狅狉犮犲犿犲狀狋犿犲狋犺狅犱狊狅犳

狋犪狀犽犫狅狋狋狅犿

类型 焊缝补强示意图

双面

对称补强

内表面

补强

外表面

补强

域向内和向外同时增厚，内表面补强是指焊缝区

域向内表面增厚，外表面补强指焊缝区域向外表

面增厚。根据焊接试片性能测试和中国运载火箭

技术研究院周家麟［２２］的研究，同时考虑大直径箱

底焊接系统的需求，补强区单边宽度取６０ｍｍ，其

中焊缝影响区单边宽度取３０ｍｍ，焊缝影响区力

学性能为基体性能一半。

１２　有限元模型及边界条件

大直径贮箱箱底经向应力为主应力［１８１９，２２２３］，

该方向垂直于箱底环焊缝方向，是结构破坏的薄

弱点，故顶盖与瓜瓣、瓜瓣与过渡环的环焊缝区域

是研究重点。图２和表２给出了某典型１０ｍ级

直径贮箱箱底焊缝三种补强方式下的数值模型，

其中犃区域为顶盖与瓜瓣的环焊缝区域，犅区域

为瓜瓣与过渡环的环焊接区域，犆为筒段的下端

面。为提高计算效率，同时准确获取箱底表面应

力，数值计算采用轴对称二维平面模型，考虑材料

塑性引起的材料非线性和几何大变形引起的几何

非线性。为模拟真实边界，在箱底上端和下端分

别增加短壳和筒段，其中筒段边界下表面犆面约

束狔向移动，狓向自由，箱底内表面加内压载荷

狆，分别为使用载荷为０．３ＭＰａ和设计载荷为

０．４２ＭＰａ。金属基体材料为２２１９铝合金，拉伸强

度为４３５ＭＰａ，屈服强度为３５０ＭＰａ，延伸率为

６％，焊缝弱化区域拉伸强度为２１５ＭＰａ，屈服强

度为１７５ＭＰａ，延伸率为３％，为双线性模型。网

格采用四边形单元，对网格进行测试试算，网格再

增加对结算结果没有影响，结果趋于收敛，单元约

４０５５９个，节点数约１３７５３４个。

图２　典型１０ｍ级直径贮箱箱底数值模型

Ｆｉｇ．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１０ｍｅｔｅｒｓ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ｔａｎｋｂｏｔｔｏｍ

３８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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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焊缝补强方式下的数值模型

犜犪犫犾犲２　犖狌犿犲狉犻犮犪犾犿狅犱犲犾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狑犲犾犱狉犲犻狀犳狅狉犮犲犿犲狀狋犿犲狋犺狅犱狊

位置 双面对称补强 内表面补强 外表面补强

犃区域

犅区域

２　结果分析

图３　不同焊缝补强方式下箱底内外表面经向应力

Ｆｉｇ．３　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ｏｎｉｎｎｅｒａｎｄｏｕｔ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ｔａｎｋｂｏｔｔｏｍ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ｅｌｄ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１　使用载荷

共对三种箱底焊缝补强方案，双面对称补强、

内表面补强及外表面补强进行了数值分析。图３

给出了使用载荷下三种情况下计算得到内外表面

经向应力，结果表明：①三种方式下，顶盖薄区和

瓜瓣薄区内外表面经向应力几乎一致，不存在应

力差，表明焊接区不同补强方式对薄区影响较小，

即焊缝局部补强对箱底表面应力影响具有自限

性；②三种方式下，顶盖薄区内外表面经向应力解

与薄膜理论解析解几乎一致，瓜瓣薄区内外表面

经向应力与薄膜理论解析解变化规律基本一致，

但均小于理论解析值，最大值相差２０ＭＰａ，且除

在薄厚交界的局部奇异点外，箱底基体内外表面

经向应力均未超过材料屈服强度，表明本文轴对

称平面模型对箱底薄壳结构的表面应力计算结果

是准确的，其中箱底应力的薄膜理论解析解公式

见辛腾达、赵亮及周家麟等［１８１９，２２］的研究；③三种

方式下，在焊缝补强犃 区域和犅 区域差异显著，

同时与理论解析值也存在不同，表明该区域存在

附加弯矩，导致应力不均匀，同时由于犃 区域和

犅 区域的局部补强的环带效应，抑制了瓜瓣薄区

的内外表面经向应力。

图４为顶盖与瓜瓣以焊缝为中心，单边６０

ｍｍ弧长补强范围内三种方式下的内外表面经向

应力（犃区域）。由图４可知，在使用载荷下：①双

面对称补强方式下，内外表面经向应力均未进入

塑性，且与理论解析解基本一致，内表面稍大于外

表面，最大差值为２４ＭＰａ，为焊缝中心，最小差值

仅１ＭＰａ；②内表面补强方式下，以焊缝为中心，

左右两边经向应力基本对称，且外表面经向应力

显著大于内表面经向应力，最大值为靠近薄区的

补强区域，最小值为焊缝区域中心，最大差值达到

了２４８ＭＰａ，最小差值为９２ＭＰａ，均远大于双面对

称补强的最大差值和最小差值，补强的基体区未

进入塑性，焊缝区靠近加厚区界限的外表面局部

进入塑性，形成经向应力台阶；③外表面补强方式

下，以焊缝为中心，左右两边经向应力基本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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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内表面经向应力显著大于外表面经向应力，最

大值为靠近薄区的补强区域，最小值为焊缝区域

中心，最大差值达到了２７２ＭＰａ，最小差值为１１７

ＭＰａ，相对于内表面补强下的最大和最小差值分

别增加９．７％、２７．２％，补强的基体区域均未进入

塑性，但是内表面均进入塑性，在内表面形成经向

应力台阶；④三种补强方式下，靠近薄区的补强基

体区域均有局部表现为压应力，特别是内表面补

强方式下的内表面经向应力和外表面补强方式下

的外表面经向应力，这表明内表面和外表面补强

方式下均存在附加应力，造成变形不协调，如图５

所示，内表面补强方式下，焊缝中间向外鼓，外表

面补强方式下，焊缝中间向内鼓。

图４　使用内压下犃区域内外表面经向应力

Ｆｉｇ．４　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ａｎｄｏｕｔｓｉｄ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ｆａｒｅａ犃ｕｎｄ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图５　使用内压下犃区域等效应变图

Ｆｉｇ．５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ｓｔｒａｉｎｏｆａｒｅａ犃ｕｎｄ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图６为瓜瓣与过渡环以焊缝为中心，单边６０

ｍｍ弧长补强范围内三种方式下的内外表面经向

应力图。由图６可知，在使用载荷下：①双面对称

补强方式下，内外表面经向应力均未进入塑性，且

与理论解析解一致，仅相差０～５ＭＰａ；②内表面

补强方式下，以焊缝为中心，外表面经向应力显著

图６　使用内压下犅区域内外表面经向应力

Ｆｉｇ．６　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ａｎｄｏｕｔｓｉｄ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ｆａｒｅａ犅ｕｎｄ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大于内表面经向应力，经向应力变化平滑，最大值

为靠近瓜瓣薄区的补强区域，靠近过渡环，两者趋

于一致，最大差值达到了２０４ＭＰａ，远大于双面补

强下的差值，均未进入塑性；③外表面补强方式

下，以焊缝为中心，内表面经向应力显著大于外表

面经向应力，最大值为靠近瓜瓣薄区的补强区域，

靠近过渡环，两者趋于一致，最大差值达到了２１０

ＭＰａ，相对于内表面补强仅增加２．９％，均未进入

塑性；④三种补强方式下，靠近瓜瓣薄区的补强金

属区域均有局部表现未压应力，特别是内表面补

强方式下的内表面经向应力和外表面补强方式下

的外表面经向应力，这表明内表面和外表面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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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下均存在附加应力，造成变形不协调，与犃

区域原因一致，且犃区域的经向应力水平显著大

于犅 区域的应力水平，最大值相差达到５５ＭＰａ，

故顶盖与瓜瓣的焊缝区域是箱底薄弱点。

综合上述，使用载荷条件下，内表面补强和外

表面补强方式下补强区内外表面受力不均匀，形

成较大的经向应力差，导致附加弯矩，变形不协

调，双面对称补强方式下内外表面经向应力差较

小，且结构均未进入塑性，顶盖和瓜瓣环焊缝区域

是箱底的薄弱位置。

２２　设计载荷

图７给出了设计载荷下三种补强方式下计算

得到内外表面经向应力情况，结果表明：①三种方

式下，顶盖薄区和瓜瓣薄区经向应力一致，与使用

载荷条件下规律一样；②设计载荷下，顶盖全部区

域和瓜瓣靠近顶盖的局部区域的理论经向应力全

部进入塑性，但是在数值解下，应力值均在屈服强

度附近，且都小于理论解，顶盖区域最大差值达到

了１５ＭＰａ，小于使用载荷下顶盖的差值３ＭＰａ，表

明材料进入塑性后，能够缓解降低结构的应力水

平，理论解析值不能反映真实受力状态。

图７　不同焊缝补强方式下箱底内外表面经向应力

Ｆｉｇ．７　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ｏｎｉｎｎｅｒａｎｄｏｕｔ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ｔａｎｋｂｏｔｔｏｍ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ｅｌｄ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图８为顶盖与瓜瓣以焊缝为中心，单边６０

ｍｍ弧长补强范围内三种方式下的内外表面经向

应力图（犃 区域）。由图８可知，在设计载荷下：

①内表面补强和外表面补强方式下补强区域的内

外表面经向应力分布和变化规律与使用载荷条件

下基本一致，均成对称分布，且在基体区和焊缝区

呈现台阶式应力跳跃，内表面补强方式下的内表

面经向应力和外表面补强方式下的外表面经向应

力在弹性区间内，且应力差加大，而内表面补强方

式下的外表面经向应力和外表面补强方式下内表

面的经向应力进入塑性，且在焊缝区应力进一步

平缓，这表明，材料进入塑性后，有利于缓解内外

表面应力差；②双面对称补强方式下，相对于使用

载荷条件下基体区和焊缝区的平滑过渡，设计载

荷条件下内外表面经向应力在基体区和焊缝区发

生台阶式跳跃，焊缝区经向应力与焊缝的屈服强

度接近，且内外表面经向应力差在载荷加大的情

况下反而由２４ＭＰａ下降为２０ＭＰａ，特别是焊缝

中心由应力差最大变为应力差最小，仅有３ＭＰａ

左右，说明焊缝区进入塑性后，有利于缓解内外表

面应力差；③图９给出了补强区域的变形情况，与

使用载荷下补强区的变形情况相比，焊缝区域与

基体区域形成了明显的梯度，且焊缝区域的应力

均匀性好于使用载荷条件下的应力均匀性，这也

表明了材料塑性有助于缓解内外表面的应力差，

有助于缓解附加弯矩效应。

图８　设计内压下犃区域内外表面经向应力

Ｆｉｇ．８　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ａｎｄｏｕｔｓｉｄ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ｆａｒｅａ犃ｕｎｄｅｒ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由图１０可知，在设计载荷下：①双面对称补

强方式下补强区域的内外表面经向应力分布和变

化规律与使用载荷条件下基本一致，且与解析解

一致性较好，均未进入塑性；②内表面补强方式下

的内表面应力和外表面补强方式下的外表面应力

变化规律与使用载荷条件下一致，均未进入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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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设计内压下犃区域等效应变图

Ｆｉｇ．９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ｓｔｒａｉｎｏｆａｒｅａ犃ｕｎｄ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图１０　设计内压下犅区域内外表面经向应力

Ｆｉｇ．１０　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ａｎｄｏｕｔｓｉｄ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ｆａｒｅａ犅ｕｎｄｅｒ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但是内表面补强方式下的外表面应力和外表面补

强方式下的内表面应力在瓜瓣侧焊缝区形成了应

力台阶，且进入了塑性，内外表面的应力差有进一

步下降趋势，这进一步表明材料塑性缓解了内外

表面的应力差。

综上所述，设计载荷下，三种补强方式下补强

区域不同程度的进入塑性，材料进入塑性后，内外

表面经向应力差均有不同幅度的下降，材料塑性

有助于缓解变形不协调问题。

３　结　论

基于二维轴对称平面模型数值模拟了典型

１０ｍ级直径贮箱箱底焊缝不同补强方案下内外

表面应力。重点分析了双面对称补强、内表面补

强及外表面补强三种情况，同时考虑了真实边界

条件和材料非线性，获得了箱底内外表面经向应

力，得出结论如下：

１）顶盖和瓜瓣焊缝区域是结构的薄弱点，使

用载荷条件下，双面对称补强下内外表面经向应

力差较小，且结构均未进入塑性。内表面补强下

的经向应力差远大于双面对称补强，外表面补强

下的最大和最小经向应力差相对于内表面补强，

分别增加了９．７％、２７．２％，单面补强形成较大经

向应力差，进而产生附加弯矩，变形不协调，且局

部进入塑性进一步导致在焊缝区和基体区形成台

阶式应力。

２）设计载荷条件下，箱底内外表面均有局部

进入塑性，且在焊缝区域和补强基体区域交界处

形成了明显的台阶式应力跳跃，但是内外表面应

力差均有一定程度的缓解，材料塑性对内外表面

经向应力差有一定的协调作用，能够显著缓解内

外表面应力差造成的附加弯矩。

３）从薄壳结构避免附加应力角度考虑，双面

对称补强方式优于内表面补强方式，内表面补强

方式好于外表面补强方式，单面补强易产生附加

弯矩，不利于薄壁箱底的均匀承载和变形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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