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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扼要介绍了环境障涂层的发展历史，概述了不同环境障涂层材料及其制备技术的特点和应

用情况，介绍了涂层的多种考核方法及涂层失效模式；并根据环境障涂层技术的研究现状和技术难点，

提出了加快发展环境障涂层技术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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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Barrier Coatings
for Aero-Engines

CONG Kai1，GAO Xian-zhi1，ZHANG Bao-peng2
（1. Beijing Bureau of Naval General Armamnets Department，Beijing 100071，China；

2. Aerospace Institute of Advanced Materials & Processing Technology，Beijing 100074，China）

Abstract：The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barrier coatings was summarized. The features and application sta⁃
tus of different materials and preparation techniques of environmental barrier coatings were analyzed. Various as⁃
sessment methods and failure modes of the coatings were introduced. Some suggesstions for speeding up the devel⁃
opment of environmental barrier coatings were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research status and technical
difficulties.

Key words：Aero-engines；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 Environmental barrier coatings； Preparation；
Assessment；Review

1 引 言

更高的效率和更强的推动力是高性能航空发动

机进口温度不断提高的驱动力。在不同年代，发动

机材料承温能力的发展历程与趋势如图 1所示。当

发动机推重比达到 15以上，其涡轮进口温度可达

1900～2100℃。即使在气膜冷却和热障涂层的防护

下，高温合金材料也很难达到上述耐温需求［1-2］。因

此，需要研发耐温性能更高的先进结构材料。

SiCf/SiC陶瓷基复合材料具有低密度、耐高温、高

比强度、高比模量等优点，是下一代高推重比航空发

动机热端部件的主要候选材料之一［3-5］。法国 Snec⁃
ma公司制备的 SiCf/SiC调节片、密封片已获得应用，

其耐温性和疲劳寿命优于高温合金［6］。美国采用

SiCf/SiC制备的燃烧室已经通过考核验证，最高温度

为 1200℃，通 过 了 全 寿 命 5000h 和 高 温 区 500h 的

* 收稿日期：2020-06-23；修订日期：2020-08-26。
作者简介：丛 凯，硕士，助理工程师，研究领域为装备及质量监督。

通讯作者：张宝鹏，博士，工程师，研究领域为热防护涂层材料及制备。

引用格式：丛 凯，高贤志，张宝鹏 . 航空发动机用环境障涂层的发展［J］. 推进技术，2021，42（10）：2161-2168. （CONG
Kai，GAO Xian-zhi，ZHANG Bao-peng.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Barrier Coatings for Aero-Engines［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2021，42（10）：2161-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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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7］。

在航空发动机恶劣的服役环境（如高温、氧气、

水蒸气、高速燃流冲刷等）下，SiCf/SiC材料面临严重

的腐蚀问题。尤其是水蒸气、燃烧反应产物与 SiCf/
SiC表面氧化形成的保护性二氧化硅反应，形成气态

反应产物，主要为 Si（OH）4，导致材料损失、稳定性和

使用性能迅速下降［8-10］。为了解决水-氧腐蚀问题，

需要在 SiCf/SiC表面制备环境障涂层（Environmental
barrier coatings，EBCs），提高该材料的服役寿命和安

全可靠性［11-12］。因此，高性能 EBCs涂层对 SiCf/SiC部

件的实际使用至关重要。

2 EBCs的关键要求

EBCs涂层主要用于保护 SiCf/SiC免受高温水蒸

气引起的材料损伤和性能退化。EBCs涂层的关键性

能要求如图 2所示。具体包括：

（1）环境稳定性高。根据热循环条件下的长寿

命需求，热膨胀系数（CTE）是涂层材料选择的重要标

准之一。传统的高温耐火氧化物，如 Al2O3，ZrO2等，

其 CTE明显高于 SiC。而难熔硅酸盐，如莫来石、钡

锶铝硅酸盐（Ba1-xSrxAl2Si2O8，0≤x≤1，BSAS）和稀土硅

酸盐与 SiC的 CTE匹配，如图 3所示［8］。选择 EBCs材
料的另一个关键标准是其在水蒸气下的挥发性。根

据热/动力学计算结果［13］，与 SiC相比，莫来石、BSAS
和稀土硅酸盐的挥发性较低，适宜用作 EBCs涂层

材料。

（2）化学兼容性好。EBCs需要与基体材料之间

具有良好的化学相容性，无有害化学反应发生。图 4
为 BSAS涂层 SiCf/SiC材料在 1300℃循环使用 1000h
后的截面微观形貌。从图中可以看出，在 SiO2/BSAS
界面处产生了玻璃状反应区，并存在多个孔洞。这

是由于在 BaO-Al2O3-SiO2三元体系中存在低熔点共

晶（熔点~1300℃），而孔隙是由于低黏度共晶玻璃鼓

泡所致。在长时间使用下，孔隙不断生长、合并，可

能导致涂层剥落失效。因此，需要在 BSAS和 SiCf/SiC
间制备过渡层，避免 BSAS与基体直接接触。

（3）结合强度高。在难熔氧化物或硅酸盐涂层

与 SiCf/SiC基体之间通常需要制备一层黏结层来改善

结合性能。Si与 SiCf/SiC之间以强化学键结合，且 Si
的 CTE与 SiCf/SiC相近，因而是一种比较有效的黏结

层材料［14］。

（4）良好的高温相稳定性。涂层材料在室温至

Fig. 3 Comparison of the thermal expansion of refractory

oxides and silicates with the thermal expansion of SiC [8]

Fig. 4 Cross section morphologies of BSAS-coated CMC-

SiCf/SiC after 1000h with 2h cycle at T=1300℃,

p(H2O)=0.9MPa[14]

Fig. 1 Progression and projection of temperature

capabilities of the aero-engine materials[1]

Fig. 2 A schematic of key EBCs requirements[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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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区间内发生相转变后可能会导致热膨胀系数、

体积等发生变化，增大涂层内应力，不利于涂层的长

时间使用。因此，相稳定性是影响 EBCs寿命的另一

个因素［15-16］。

3 EBCs材料的发展

20世纪 90年代，美国 NASA开始使用 EBCs对
CMC-SiCf/SiC材料进行水-氧环境下的热防护。经过

近 30年的发展，EBCs材料大致经历了 4个阶段：（1）
莫来石体系［17］；（2）钡锶铝硅酸盐（BSAS）体系［18-19］；

（3）稀土硅酸盐体系［20-23］；（4）耐温性更高的热/环境

障复合涂层体系［24-25］。

3.1 莫来石体系

莫来石与 SiC陶瓷的匹配度和化学相容性较好。

采用等离子喷涂制备的莫来石涂层具有良好的高温

强度、抗氧化性和抗化学腐蚀性。Lee等［17］发现非晶

莫来石涂层的结晶和热收缩是导致传统等离子喷涂

莫来石涂层热循环耐久性差的根本原因，如图 5（a）
所示。NASA随后开发了一种改进的等离子喷涂工

艺，莫来石涂层以结晶态沉积，显著改善了热循环

耐久性，如图 5（b）所示。莫来石体系涂层的主要

缺陷是其中的 SiO2组分会与高温水蒸气反应生成

气态 Si（OH）4，导致涂层持续损伤直至失效。

3.2 BSAS体系

针对第一代莫来石材料自身长期稳定性不足的

问题，NASA 研发了第二代 EBCs涂层，即 BSAS 体

系［14，26］。该体系以 Si为黏结层、莫来石或莫来石+
BSAS为过渡层，BSAS为陶瓷面层。

图 6 为 BSAS 涂层 CMC-SiCf/SiC 在 1300℃循环

1000h后的截面微观形貌。如图 6所示，涂层没有发

生可见的氧化或者降解。第二代 EBCs热循环耐久性

的提高主要是由于低模量 BSAS的加入，降低了涂层

在高温循环过程中积累的应变。BSAS体系 EBCs涂
层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在高温高速燃气流环境

下，BSAS材料的抗冲刷性能较差，挥发速率快，导致

使用寿命降低。其次，BSAS涂层体系的最高使用温

度不超过 1300℃。图 7所示为 BSAS涂层复合材料在

1440℃下氧化 20h后的截面微观形貌，此时涂层已经

从基体表面剥落，在 BSAS表面形成了大量的玻璃相

成分。原因是在 1300℃以上，BSAS快速挥发，同时

BSAS与 SiO2反应形成低熔点玻璃相，影响了涂层的

使用温度和服役寿命。

3.3 稀土硅酸盐体系

由于莫来石和 BSAS体系均无法满足 1300℃以

上的使用要求。经过广泛筛选试验［20-23］，稀土硅酸盐

被选为第三代环境障涂层材料。稀土硅酸盐熔点

高，在水蒸气中的稳定性高、挥发速率慢，其 CTE与

Fig. 5 Comparison of two mullite coatings processed by

different plasma spraying[17]

Fig. 7 Cross section of mullite+20wt% BSAS/BSAS-coated

SiC after 20h at 1440℃in air[14]

Fig. 6 Cross-section of Si/mullite+20wt.% BSAS/BSAS-

coated CMC-SiCf/SiC after 1000h with 1h cycle at

T=1300℃, p(H2O)=0.9MP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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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C-SiCf/SiC的匹配性较好。目前主要有两种类型

的稀土硅酸盐，分别是稀土单硅酸盐（RE2SiO5）和稀

土焦硅酸盐（RE2Si2O7），Re表示稀土元素，目前研究

较多的稀土元素包括 Y，Sc，Lu，Yb，Er等。结果表

明［26］，在高温水蒸气中，稀土单硅酸盐的挥发性明显

低于 BSAS，而稀土焦硅酸盐与 BSAS挥发性相近。图

8为 Si/莫来石/Yb2SiO5涂层 SiCf/SiC在 1380℃下循环

1000h后的截面微观形貌，高温循环后 EBCs与基体

结合较好，涂层内部几乎没有裂纹。与 BSAS体系

EBCs相比，稀土硅酸盐 EBCs在 1300~1400℃长时使

用下不会形成明显的玻璃相［27］。

3.4 热/环境障复合涂层

第三代稀土硅酸盐 EBCs 涂层已经基本满足

1400℃燃气环境下的长时使用需求。随着 EBCs涂层

CMC-SiCf/SiC组件的即将使用，研究单位和实验室在

相关环境中继续改进和优化 BSAS和稀土硅酸盐

EBCs技术，开发具有成本效益和长寿命 EBCs的制

备方法，同时开发模拟真实环境的验证测试方法。

此外，着眼于先进 CMC-SiCf/SiC复合材料的发展与

应用，研究人员正在开展耐温性更高的热/环境障复

合涂层，使用温度可达 1650℃。其中，NASA Glenn中
心的 Zhu等［24］，Spitsberg等［25］结合热障涂层技术，提

出了热/环境障复合涂层的设计思路，以满足未来

SiCf/SiC陶瓷基复合材料叶片等热端部件的更高耐温

需求。

4 EBCs制备技术

4.1 浆料刷涂-烧结法

浆料刷涂-烧结法（Slurry painting-sintering）是将

涂层材料粉体与溶剂、分散剂等混合后，通过刷涂等

方法在基材表面制备涂层坯体，经过 100~200℃保温

处 理 除 去 涂 层 中 的 溶 剂 后 ，再 经 高 温 烧 结 得 到

EBCs［28-29］。该方法工艺过程简单、成本低，可以在形

状复杂的结构件表面制备均匀涂层。缺点在于，该

方法一次性制得的涂层厚度较低，因此需要多个刷

涂-高温烧结循环才能获得满足厚度要求的涂层，而

多次的高-低温循环过程和较高的烧结温度可能会

损伤 SiC纤维，导致材料力学性能下降。此外，浆料

刷涂-烧结法制备的涂层结合强度一般低于等离子

喷涂和物理气相沉积涂层。

4.2 等离子喷涂法

等离子喷涂法（Air plasma spraying，APS）广泛用

于制备热障及环境障涂层，其原理是先利用高温的

等离子射流加热 EBCs粉末至熔融或半熔融状态。随

后，高速等离子射流携带着 EBCs粉末撞击在基材表

面，凝固后形成 EBCs涂层［30-31］。该技术的优点是工

艺成熟、稳定，喷涂效率高，涂层与基体的结合强度

较高。主要缺点是涂层一般为无定形态，在高温使

用时涂层容易发生析晶和晶粒长大，进而影响涂层

使用性能。此外，等离子喷涂法制备的涂层孔隙率

一般较高（>10%），内部的缺陷和裂纹较多。

图 9所示为等离子喷涂涂层的共同特征［32］。在

涂层中发现的两种明显的裂纹形态是：（1）在喷涂过

程中熔化的扁平物质之间的细长裂纹，基本与界面

方向平行。它们的形成是由于液滴冷却时热收缩造

成的。（2）与等轴晶颗粒相邻的空隙，主要原因是这

些粉末颗粒在射流加热过程中没有完全熔化。

4.3 电子束物理气相沉积法

电子束物理气相沉积法（Electron beam 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EB-PVD）首先由电子枪产生高能电

子束，通过磁场或电场聚焦在 EBCs靶材上，并在靶材

的表面形成高温熔池，EBCs材料会在熔池的上方发

生气化。基体材料被放置在靶材的上方，当气相原

Fig. 8 Cross section of Si/mullite/Yb2SiO5-coated SiCf/SiC

after 1000h with 1h cycle at T=1380℃, p(H2O)=0.9MPa[27]

Fig. 9 Thermal spray coating microstructure showing

common features[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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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扩散到达基体表面时发生沉积、形核并生长成连

续涂层。研究发现，该方法制备的涂层为柱状结构，

如图 10所示，柱状涂层垂直于基体表面，具有较高的

应变容限［33-35］。与等离子喷涂相比，电子束物理气相

沉积涂层在高温热循环过程中，柱状晶之间的间隙

可以缓解涂层内热应力对涂层的损害，从而提高涂

层的抗热震性能和使用寿命。然而，电子束物理气

相沉积方法属于视线沉积过程，气相原子只能扩散

到基体正面沉积，无法到达背面区域进行沉积，这一

问题一般采用旋转基材的方法进行缓解。

4.4 等离子物理气相沉积法

等离子物理气相沉积［36-38］（Plasma spray-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PS-PVD）是一种新型的环境障涂层

制备技术，既具有等离子喷涂技术沉积效率高、成本

低的特点，又具有气相沉积中涂层均匀、结合力好的

优势。PS-PVD可以配备多个送粉口，可以实现多层

涂层的快速、一体化制备。更重要的是，PS-PVD技术

具有很好的绕镀性，可以在几何形状复杂的样件表面

均匀沉积涂层。近年来，等离子物理气相沉积技术受

到了国内外研究机构的广泛关注，有望成为今后先进

涡轮发动机环境障涂层制备的关键技术之一。

张小锋等［39-40］采用 PS-PVD 在 SiCf/SiC基体表面

依次喷涂了 Si，3Al2O3-2SiO2，Yb2SiO5三层涂层，形貌

如图 11所示。其中，涂层内部致密，各涂层间界面结

合紧密。PS-PVD 技术采用高喷涂功率（60~100kW）

和低喷涂气压（200Pa左右），产生高温、高速的等离

子射流。射流可以将 Yb2SiO5 等喷涂粉末熔化甚至

气化，实现固、液、气多相沉积。气相小分子可以沉

积在涂层内部孔隙处，提高涂层致密度，从而获得致

密的结构或功能涂层。经过实验验证［40］，该体系环

境障涂层在 1300℃循环 50次后涂层基本没有剥落，

显示出良好的抗热震性能。Bakan等［41］采用 PS-PVD

制备了 Yb2Si2O7环境障涂层，涂层致密、无裂纹。与

APS Yb2Si2O7涂层相比，PS-PVD通过等离子射流加

热的方式可以长时间地保持较高的沉积温度，因而

涂层的结晶度更高。

5 涂层考核与失效

EBCs涂层考核的关键因素包括水蒸气、气体流

速、温度梯度、外来环境沉积物（如 CMAS：CaO-MgO-
Al2O3-SiO2）等。表 1列出了目前用于 EBCs考核的各

类平台及能力。其中，蒸汽循环平台成本低，维护费

用低，是筛选 EBCs体系和长期抗水-氧腐蚀验证比

较理想的设备［42］。高速 -高蒸汽平台已被证实在

EBCs的长期衰退试验中是有效的［43］。高热流密度激

光装置是进行温度梯度循环试验和热导率随时间变

化的理想测量装置［44］。高压燃烧器试验台可用于

EBCs性能衰退试验。目前，NASA已经开发出同时考

察燃气、温度梯度和热疲劳等因素的综合评价平

台［45］。GE在燃烧室盖板和衬环表面制备了 Si/莫来

石/BSAS环境障涂层并进行了考核试验，结果表明，

该体系涂层在 1200℃发动机环境下的使用寿命约为

15000h［46］。国内，西北工业大学建立了航空发动机

环境模拟考核平台，研究了 CMC-SiCf/SiC复合材料

在发动机环境下的性能演变规律［47］。但与国外相

比，我国尚缺乏完备的航空发动机环境性能考核评

价体系，基础研究及工程应用数据比较匮乏。

导致 EBCs性能退化并最终失效的原因大致可以

分为三类，分别是化学、物理和机械类［48-50］。表 2列

Fig. 11 SEM images[39]

Fig. 10 Cross-sectional morphology of the coating

deposited by EB-P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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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每个类别的典型退化模式和最终失效模式。

化学反应方面，EBCs与高温水蒸气或其他化学

性质不兼容的物质发生有害反应，造成 EBCs损伤。

近年来，涡轮发动机叶片的 CMAS腐蚀问题日益突

出，由 CMAS引起的热障/环境障涂层失效问题正受

到国内外研究机构的广泛关注［12，47，49］。CMAS是指

飞机发动机在服役时吸入的大气中的沙砾、尘埃及

火山灰等外环境的污染物，其主要成分为 CaO-MgO-
Al2O3-SiO2，熔点一般在 1150~1300℃。在涡轮发动机

的高温服役环境下，CMAS熔融后附着在涂层表面，

随后渗入涂层内部并对涂层产生侵蚀和破坏作用。

Stolzenburg 等［51］研 究 了 第 三 代 环 境 障 涂 层 材 料

Yb2SiO5和 Yb2Si2O7与 CMAS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果

表明，在 1300℃下 Yb2SiO5与 CMAS反应强烈，形成六

方晶 Ca2Yb8（SiO4）6O2沉积，如图 12所示。与之相比，

CMAS和 Yb2Si2O7之间没有发生明显化学反应，主要

原 因 是 Yb2SiO5 比 Yb2Si2O7 具 有 更 高 的 Yb2O3 反 应

活性。

在物理类损伤中，EBCs在高-低温循环或应力作

用下可能发生相组成转变或晶粒烧结等现象，使

EBCs发生体积变化，增大内应力。在机械损伤方面，

涂层在高速燃气流冲刷或外来物体撞击等情况下受

到机械应力作用，可能会发生分层、剥蚀等现象，导

致涂层性能退化甚至失效。图 13是 Si/莫来石+BSAS/
BSAS涂层复合材料依次经过外来物室温碰撞试验和

高温水-氧腐蚀后的截面微观形貌。从图中看出，在

冲击正面（a区域）处 EBCs明显剥落，在冲击背面（b区

域）涂层发生分层，内部出现横向裂纹。而在未受到

冲击的区域，涂层基本完整，这说明冲击损伤对涂层

的使用寿命有较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动机实

际工作环境中，EBCs的各种退化因素同时存在。因

此，各种退化因素之间存在较强的相互作用。

6 结 论

高性能 EBCs涂层可显著提高 CMC-SiCf/SiC复合

材料的使用温度和服役寿命，对提高发动机推重比、

降低重量等具有重要意义，已经成为该领域的一项

关键技术。因此，必须突破 EBCs涂层材料、制备及考

核评价技术。

（1）面对未来高推重比航空发动机对 CMC-SiCf/
SiC复合材料的要求，需要持续开发耐温性和抗环境

Table 1 Testing rigs for EBCs

Rig
High steam cycling

High velocity-high steam burner
High heat flux laser
High pressure burner

Typical testing parameter
p（H2O）<1MPa，v is very low

p（H2O）=0.2~0.5MPa，v=100m/s
p（H2O）is very low，v=0

p（H2O）=0.5~1MPa，v=20~30m/s，ptotal=5MPa

Capability
Long-term cyclic steam oxidation test

Recession test
Temprerature gradient cycling

Recession test

Table 2 Sources of EBCs degradation

Category
Chemical
Physical
Mechanical

Source
H2O，chemical incompatibility，CMAS

Phase transformation，sintering
Themal stress，external stress，foreign objects

Degradation mode
Volatilization，oxidation，chemical reactions

Cracking，delamination
Cracking，erosion，delamination

Fig. 12 SEM image of 70wt% Yb2SiO5 mixed with 30wt%

CMAS after 4h at 1300℃[51]

Fig. 13 Cross section of EBC-coated SiCf/SiC impact tested

at room temperature at 290m/s and then oxidized at 1316℃

for 500h[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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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性更好的热/环境障涂层材料体系。

（2）亟须开发沉积效率高、缺陷少、非视线沉积

的先进 EBCs制备技术，如等离子-物理气相沉积技

术等。

（3）亟须建立低成本、高效、准确的 EBCs考核评

价方法，建立 EBCs性能验证数据库，获得可靠的

EBCs寿命预测方法。

致 谢：感谢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青年科技者协会

课题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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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扇发动机加减速特性显式与隐式计算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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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探索一种便于进行涡扇发动机过渡态控制规律设计的性能计算模型，提出了基于部件

法的涡扇发动机加减速的显式格式和隐式格式计算方法，该方法通过在发动机计算模型中直接给定喘振

裕度限制值、燃烧室油气比限制值和涡轮进口总温的限制值，计算出最优的加减速特性，进而获得发动机

的最优加减速控制规律。计算模型针对不同的给定值，选择了不同的燃烧室容积效应模型。证明了对一般

的涡扇发动机，隐式格式计算模型中，给定压气机喘振裕度算法的解是唯一的。以某涡扇发动机在地面的

加减速过程为例，按最优加减速控制规律计算，显式格式算法和隐式格式算法的结果误差<1.3%。对给定

高压转子转速加速率的加速特性也进行了验算，计算结果与最优加速过程的结果误差<1.7%。本文提出的

加减速特性计算方法可为涡扇发动机的过渡态开环和闭环控制规律设计提供便捷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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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find a performance calculation model which is suitable for turbofan engine transient control
schedule design，the explicit and implicit methods for turbofan engine acceleration and deceleration performance
calculation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component-level engine performance model. With the surge margin limit，
the combustor fuel-air ratio limit or the turbine inlet total temperature limit being given as input，this method is
able to calculate the optimal transient performance and control schedule. The calculation models use different
combustor volume effect model for different given limits. The uniqueness of the solution of fixed compressor surge
margin model in the implicit method is proved regarding to a turbofan engine. An example of the optimal accelera⁃
tion and deceleration control schedule of a turbofan engine is calculated using the explicit and implicit method
and the deviation is within 1.3%. The acceleration performance by n-dot control schedule of the high-pressure ro⁃
tor is also checked，and the deviation between the result of the n-dot control schedule and the optimal accelera⁃
tion process is less than 1.7%. The calculation method proposed in this paper can provide a convenient means for
the design of open-loop and closed-loop transient control schedule of turbofan eng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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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涡扇发动机的过渡态控制规律设计是发动机设

计的重要环节。一般要求发动机在满足气动负荷、

热负荷、机械负荷等各种负荷限制下，具有较短的加

速时间和减速时间。设计出合理的发动机过渡态控

制规律非常重要。针对这个问题，国内外做过很多

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

针对过渡态控制规律设计，研究较多的是泛函

优化法，这类方法是基于发动机动态特性计算模型

的有约束泛函优化方法，以发动机某个参数与其目

标值的差为目标函数，采用优化算法设计过渡态控

制规律。主要有 SQP方法［1-2］、序列二次规划法［3］、神

经网络法［4］、FSQP方法［5-6］、遗传算法［7-8］等。但这类

方法计算量大，数值方法复杂，使用较为不便。除此

之外，陈玉春等［9-11］提出功率提取法来设计过渡态控

制规律，功率提取法要预先给定转速，在单转子发动

机中应用有很好的效果，但双转子发动机过渡态的转

差与稳态的转差不同，需要对转速进行多次迭代［12］，

而且在计算控制规律时没有考虑部件容积效应的影

响。陆军等［13］提出与功率提取法相对应的动态稳态

法，提取发动机所有状态量的变化率来模拟发动机过

渡态过程，但该方法需要多次迭代各个状态量之间的

耦合关系，模型较为复杂。施洋等［14］提出了通过变换

发动机非线性模型中的自变量设计最优的加减速过

程的方法，但该方法无法按已有的加速率计算加减速

过程，不易对闭环控制规律进行设计和验证。

本文提出了涡扇发动机过渡态显式和隐式计算

方法。这两种方法基于发动机过渡态特性模型，通

过不同的自由变量组合，分别给定压气机喘振裕度、

涡轮前温度和燃烧室油气比，实现了对发动机最优

的加减速过程的设计。本文证明了给定压气机喘振

裕度时隐式算法的解的唯一性。这两种方法直接采

用过渡态特性模型计算加减速过程，自动包含转子

转差、部件容积效应等过渡态效应的影响。其中隐

式算法还可以实现按给定发动机转子加速率的加速

过程的计算。可以用来设计和验证过渡态闭环控制

规律，为闭环控制规律设计提供支持。

2 过渡态显式与隐式算法建模方法

2.1 过渡态特性模型

本文以双轴分排带增压级涡扇发动机为例。发

动机结构示意图及截面编号见图 1［15］。
本文采用部件法建立发动机的过渡态整机性能

计算模型［15］。发动机过渡态特性模型与稳态性能模

型相似，仍是构建并求解非线性方程组的过程。过

渡态过程同样满足流量平衡和功率平衡，只是功率

平衡要考虑转子加速功率的影响，而流量平衡要考

虑容积效应的影响。

高压转子和低压转子的功率平衡的残差方程

改为

Y = LT - LC - ( π30 )
2
Jn
dn
dt （1）

式中 Y代表残差；LT代表涡轮功率；LC代表压气

机功率，其中压气机功率在高压轴上为高压压气机

功率，在低压轴上为风扇和增压级功率之和；J为转

子转动惯量；n为物理转速；dn/dt为转子加速率；上式

中最后一项为转子加速功率。

在发动机加减速时，各部件内气流的状态不断变

化，处于部件容积内气体的质量和能量在不断变化。

所以在过渡态计算时要考虑部件容积效应的影响。

本文采用激盘-容积模型计算容积效应，即先通过部

件的计算，再按出口参数计算容积效应，公式如下

W out = W out_1 - VR ⋅
d ( )pT
dt （2）

W outhout = W out_1hout_1 - u
d ( )Vp
RT
dt - Vp

RT
du
dt （3）

式中下标 out_1代表不考虑容积效应时部件的出

口参数，下标 out代表实际的部件出口参数，W为流

量，h为单位质量流量的焓，V为部件的容积，p为总

压，T为总温，u为气体内能，R为气体常数，（Vp/RT）代

表此时部件内的气体质量。

本文考虑了风扇、压气机、燃烧室、涡轮、外涵道

等部件的容积效应。

2.2 过渡态显式算法

涡轮发动机过渡态计算是已知 t=tk时刻的发动

机的状态，计算 t=tk+1时刻发动机状态的过程。发动

机在加减速过程中，涡轮功大于压气机功的部分为

转子的加速功率。用 t=tk时刻的涡轮与压气机功率

Fig.1 Stations for two-spool turbofan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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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差作为 tk到 tk+1过程中转子加速功率计算转子加速

率，可求出 tk+1时刻的转速。因为 t=tk时刻发动机的状

态已知，加速功率也可通过转子加速功率计算获得，

可直接求出 tk+1时刻的转速，不需要迭代，所以称为显

式算法。tk+1时刻的转速如下式所示。

n ( tk + 1 ) = n ( tk ) + ( tk + 1 - tk ) LT ( tk ) - LC ( tk )
( )π/30 2

Jn ( tk )
（4）

表 1列出了适用于双轴分排带增压级涡扇发动

机的过渡态显式算法模型的自变量、控制参数和残

差方程。

显式算法的自由变量取风扇压比比 ZF，增压级

压比比 ZI，压气机压比比 ZC，涡轮前温度 T4（或燃烧室

油气比 FAR4），高压涡轮落压比 πHT和低压涡轮落压

比 πLT这 6个量中的 5个，固定剩下的一个量作为控制

规律。发动机加速过程中涡轮前温度比稳态高，容

易超温，燃烧室油气比 FAR4偏大，易富油熄火，压气

机和风扇的工作线向喘振边界移动，易喘振。在减

速过程中燃烧室易贫油熄火。所以相应地固定 T4，

FAR4，ZC或 ZF，剩下的作为自由变量进行迭代。

5个残差方程分别是增压级与高压压气机空气

流量平衡 δWg，22，高压涡轮进口与高压压气机出口流

量平衡 δWg，4，高压涡轮出口与低压涡轮进口流量平

衡 δWg，5，外涵尾喷管与风扇外涵出口流量平衡 δWg，9D
和内涵尾喷管与低压涡轮出口流量平衡 δWg，9。本文

采用多元牛顿-拉夫逊迭代法求解非线性方程。

如前文所述，转子的功率不平衡量用于计算转

子的加速功率，进而结合转子的转动惯量求得转子

的加速率，并将加速率带入式（4）直接求得下一步的

转速。可见高低压转子转速不再作为自变量，转子

的 功 率 平 衡 方 程 也 不 出 现 在 发 动 机 非 线 性 方 程

组中。

迭代过程中，当决定燃烧室状态的变量为 T4时

（无论是固定变量还是自由变量），不能用式（3）计算

燃烧室容积效应。应保持 T4不变，由供油量的增加

来弥补燃烧室容积内气体能量的增加，具体公式见

式（5）。式（5）中 ΔW fb为由于容积效应引起的供油量

的修正，HU为燃油热值，ηB为燃烧效率，等号右边为

燃烧室内气体内能的增加量。

ΔW fb ⋅ HU ⋅ ηB = u
d ( )Vp
RT
dt + Vp

RT
du
dt （5）

当 T4为固定的参数或自由变量时，采用公式（5）
计算燃烧室容积效应。当 FAR4为固定的参数或自由

变量时，采用公式（3）计算燃烧室容积效应。

n2和 n1是根据上一时间步长的转子剩余功率求

出的，不参与迭代。两个转子的功率平衡不在残差

方程中，用于计算下一步的转速，不参与迭代。计算

过渡态时，第一个点按稳态点计算，然后给定 ZF，ZC，

T4和 FAR4中的一个，迭代获得发动机状态和剩余功

率。按式（4）计算下一时刻的转速。得到 tk时刻转速

后，给定 tk时刻的 ZF，ZC，T4和 FAR4中的一个，迭代获

得发动机状态和剩余功率，计算 tk+1时刻转速。迭代

时，上一个点的结果（参与迭代的自由变量）作为下

一个点的初猜值。

2.3 过渡态隐式算法

过渡态隐式算法采用 t=tk+1时刻的转子加速功率

计算转子加速率，进而求出 tk+1时刻的转速。由于 tk+1
时刻的发动机状态未知，加速功率未知，所以 tk+1时刻

的转速需迭代求解。方程如下

n ( tk + 1 ) = n ( tk ) + ( tk + 1 - tk ) LT ( tk + 1 ) - LC ( tk + 1 )
( )π/30 2

Jn ( tk + 1 )
（6）

表 2列出了适用于双轴分排带增压级涡扇发动

机的过渡态隐式算法模型的自变量、控制参数和残

差方程。

隐式算法中总计有 8个变量，其中 6个变量与显

式算法相同，另外两个分别是高转转速 n2和低转转速

n1。在这 8个量中选取 7个自由变量使得方程封闭，

给定剩下的一个量作为控制规律。隐式算法的残差

方程为 7个，比显式算法多两个，分别为高压转子功

率平衡 δLh和低压转子功率平衡 δLl。因为转子加速

功率与 tk+1时刻的转速有关，所以功率平衡也要参与

迭代。隐式算法同样采用多元牛顿-拉夫逊迭代法

求解非线性方程。

隐式算法中固定的变量可以选 T4，FAR4，ZC，ZF来

Table 1 Transition explicit model for two-spool turbofan engine

Fixed variables
［n1，n2，T4］

［n1，n2，FAR4］
［n1，n2，ZC］
［n1，n2，ZF］

Variables
［ZF，ZI，ZC，πHT，πLT］
［ZF，ZI，ZC，πHT，πLT］
［ZF，ZI，T4，πHT，πLT］
［ZC，ZI，T4，πHT，πLT］

Controlled parameter
T4
FAR4
ΔSMC
ΔSMF

Error equations
［δWg，22，δWg，4，δWg，5，δWg，9，δWg，9D］
［δWg，22，δWg，4，δWg，5，δWg，9，δWg，9D］
［δWg，22，δWg，4，δWg，5，δWg，9，δWg，9D］
［δWg，22，δWg，4，δWg，5，δWg，9，δWg，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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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发动机在加减速过程中不超温、不熄火、不喘

振。还可以选低转物理转速 n1或高转物理转速 n2以

达到按给定的转子加速率加速的目的。

控制加速率的加速过程的计算方法如下：t=tk时
刻的发动机的状态已知，给定转子加速率，由时间步

长算出 t=tk+1时刻的转速。给定这个转速值，其余的

变量为自由变量进行迭代。目前，先进的涡轮发动

机 加 减 速 过 程 大 多 采 用 转 子 加 速 率 闭 环 控 制 规

律［16-17］。给定加速率的隐式算法为闭环加减速控制

规律的设计与分析提供了便利。

隐式算法中燃烧室容积效应模型的处理方法与

显式算法一致。

n2和 n1参与迭代。两个转子的功率平衡在残差

方程组中。计算过渡态时，第一个点按稳态点计算，

之后给定下一个点的 ZF，ZC，T4，FAR4，n1和 n2中的一

个，迭代计算发动机状态。迭代时，上一个点的结果

（参与迭代的自由变量）作为下一个点的初猜值。

2.4 隐式算法解的唯一性

在显式算法中，发动机的转速是确定的，在给定

压气机喘振裕度时，通过其余变量的迭代满足流量

平衡。给定转速和喘振裕度，发动机的工作点唯一，

过渡态计算的解是唯一的。而在隐式算法中，给定

压气机喘振裕度时，压气机特性图上存在一条线，使

得这条线上的点都满足给定的喘振裕度。某发动机

稳态和喘振裕度为 12%与 18%时的工作线如图 2所
示，其中稳态的喘振裕度在 22%~25%，两条定喘振裕

度的工作线分别牺牲了 10%~13%和 4%~7%的裕度。

当给定压气机喘振裕度计算过渡态时，其余的量均

为迭代变量，则这条线上的每个点都可能是这一步

迭代的结果，结果可能不唯一。固定转速或 T4 或

FAR4的模型在稳态计算中广泛使用，解的唯一性得

到验证，而固定喘振裕度的模型在稳态中没有使用

过，所以按隐式算法给定压气机喘振裕度计算过渡

态，存在解的唯一性的问题。

下面将讨论定压气机喘振裕度时隐式算法的解

的唯一性。

以 CFM56-3发动机为例，取图 2中喘振裕度为

18%的线，利用显式算法求得高压转子加速功率与高

压百分比物理转速的关系如图 3所示。

取 ΔSMC=18%，采用隐式算法计算发动机的加速

过程。 t=tk时刻的发动机的状态已知，采用隐式算法，

假设有两个 t=tk+1时刻的解，即存在两组不同的自由

变量 X1，X2都满足残差方程组，这两个解的高转转速

分别记为 n（tk+1，1）和 n（tk+1，2），这两个转速都满足高

压转子功率平衡，即

n ( tk + 1 ,1) - n ( tk )
tk + 1 - tk = LT ( tk + 1 ,1) - LC ( tk + 1 ,1)

( )π/30 2
Jn ( tk + 1 ,1)

（7）
n ( tk + 1 ,2 ) - n ( tk )

tk + 1 - tk = LT ( tk + 1 ,2 ) - LC ( tk + 1 ,2 )
( )π/30 2

Jn ( tk + 1 ,2 )
（8）

两式相比，得到

Table 2 Transition implicit model for two-spool turbofan engine

Fixed variables
T4
FAR4
ZC
ZF
n1
n2

Variables
［n1，n2，ZF，ZI，ZC，πHT，πLT］
［n1，n2，ZF，ZI，ZC，πHT，πLT］
［n1，n2，ZF，ZI，T4，πHT，πLT］
［n1，n2，ZC，ZI，T4，πHT，πLT］
［n2，ZF，ZI，ZC，T4，πHT，πLT］
［n1，ZF，ZI，ZC，T4，πHT，πLT］

Controlled parameter
T4
FAR4
ΔSMC
ΔSMF
dn1/dt
dn2/dt

Error equations
［δWg，22，δWg，4，δWg，5，δWg，9，δWg，9D，δLh，δLl］
［δWg，22，δWg，4，δWg，5，δWg，9，δWg，9D，δLh，δLl］
［δWg，22，δWg，4，δWg，5，δWg，9，δWg，9D，δLh，δLl］
［δWg，22，δWg，4，δWg，5，δWg，9，δWg，9D，δLh，δLl］
［δWg，22，δWg，4，δWg，5，δWg，9，δWg，9D，δLh，δLl］
［δWg，22，δWg，4，δWg，5，δWg，9，δWg，9D，δLh，δLl］

Fig. 3 Accelerate power for ΔSMC=18%

Fig. 2 Work line of steady state and ΔSMC=1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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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tk + 1 ,1) - n ( tk )
n ( tk + 1 ,2 ) - n ( tk ) =

ΔL ( tk + 1 ,1)
n ( tk + 1 ,1) ·

n ( tk + 1 ,2 )
ΔL ( tk + 1 ,2 ) （9）

式中 ΔL为高转加速功率 LT-LC。

上式可整理为

ΔL ( tk + 1 ,2 )
(n ( tk + 1 ,2 ) - n ( tk ) )n ( tk + 1 ,2 ) =

ΔL ( tk + 1 ,1)
(n ( tk + 1 ,1) - n ( tk ) )n ( tk + 1 ,1)

（10）

上式为 n与 ΔL的关系，可以在 n-ΔL图中表出，

不妨设 n（tk+1，1）<n（tk+1，2），则有图 4，图中横坐标为百

分比物理转速。

图 4（b）为图 4（a）中虚线框中的部分。在图 4（b）
中，直线 l1，l2的斜率分别为 ΔL（tk+1，1）/［n（tk+1，1）-
n（tk）］和 ΔL（tk+1，2）/［n（tk+1，2）-n（tk）］，对比式（10），当

l1斜率比 l2斜率大时，式（10）的等号不可能成立，因为

n（tk+1，1）<n（tk+1，2）。所以只要保证 l1斜率比 l2斜率

大，隐式计算结果就是唯一的。

从图 4（b）中可以看出，要保证 l1斜率比 l2斜率

大，只要保证对任意的 n，ΔL对 n的导数小于 l1的斜

率。ΔL对 n的斜率在加速过程中是按一定规律变

化，与时间步长无关，而 l1的斜率会随时间步长的缩

小而变大。所以时间步长取得足够小即可。

令 ΔL对 n的导数小于 l1的斜率，有

dΔL
dn < ΔL ( tk + 1 ,1)

n ( tk + 1 ,1) - n ( tk ) （11）
式中右端代入高压转子功率平衡方程（7），整理

得到式（12），代入 CFM56-3的相关数据［18］，式（12）的

右端各项均取最小。转动惯量约为 J = 7.07kg·m2，

n（tk+1，1）的值取最小，即慢车转速，n ( tk + 1 ,1) > 60% ×
14324 ( r/ min ) = 8594.4 ( r/ min )，（dΔL/dn）的 值 取 图 3
中的最大值，

dΔL
dn < 358.46W/ ( r/ min )，代入式（12），

计 算 得 tk + 1 - tk < 1.72s，本 文 选 取 的 时 间 步 长 为

0.025s，远小于上面的值。所以采用隐式算法计算，

给定压气机喘振裕度，计算结果唯一。

tk + 1 - tk < ( π30 )
2
Jn ( tk + 1 ,1) / ( dΔLdn ) （12）

3 结果与讨论

以双轴带增压级涡扇发动机为例，加减速时的限

制如下：加速过程中压气机喘振裕度 ΔSMC≥16%，涡轮

前温度 T4≤1600K，主燃烧室油气比 FAR4≤0.023。减速

过程中主燃烧室油气比 FAR4≥0.006。按上述限制分

别采用显式算法和隐式算法计算发动机在地面（H=0，
Ma=0）从慢车到最大状态的加速过程和从最大状态到

慢车的减速过程。在计算时，当上述某个参数达到限

制后，即按照给定该限制值的显式算法和隐式算法计

算。加速过程的工作线、喘振裕度、燃烧室油气比和

涡轮前温度如图 5（a）~（d）所示。

从图 5（a）~（d）中可以看出，显式算法和隐式算

法的计算结果基本重合，最大误差不超过 1.3%。加

速过程分为三段，每一段都有一个参数达到限制值：

加速起始阶段压气机喘振裕度，然后是燃烧室油气

比，最后是涡轮前温度。加速过程每一点的加速功率

都为最大，所以计算得到的加速过程是理论上最优加

速过程。在加速过程中风扇喘振裕度变化很小，在本

算例中不超过 1%，一般不作为限制值进行约束。

减速过程中燃烧室易贫油熄火，按燃烧室油气

比的限制计算减速过程的工作线、油气比和燃油流

量如图 6（a）~（c）所示。在减速过程中，燃烧室油气

比一直处于最小值，直到供油量达到慢车状态的供

油量为止。显式算法和隐式算法计算的结果基本重

合，误差很小。

把图 5加速过程中高压转子加速率与高压转速

的关系画出，并分段线性拟合，即得到加速过程的闭

环控制规律，如图 6（d）所示。

Fig. 4 ΔL at n(tk+1, 1) and n(tk+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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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固定高压转子转速的隐式算法，以图 6（d）
中拟合的闭环控制规律为输入，计算发动机加速过

程，并与图 5对比。加速过程的工作线、喘振裕度、燃

烧室油气比和涡轮前温度如图 7（a）~（d）所示。

Fig. 5 Result of acceleration

Fig. 6 Result of deceleration and the n-dot control law of accel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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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7（a）~（d）中可以看出，把得到的加速率与

物理转速的规律作为输入，采用隐式算法计算，得到

的加速过程与之前的结果基本重合，最大误差不超

过 1.7%。发动机每一时刻都有一个负荷达到最大，

且不超界，是最优的加速过程。采用隐式算法可以

设计发动机过渡态闭环控制规律，也可以对已有的

闭环控制规律进行验证。

4 结 论

经过本文的计算和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1）针对模型中不同的给定值，应选择不同的燃

烧室容积效应模型。令给定的值在容积效应计算过

程中保持不变。给定 T4的模型中通过修正燃油流量

来保证 T4不被改变。

（2）采用不同的变量（ΔSMC，T4，FAR4）作为给定

的参数进行迭代，可使发动机按不同负荷限制值进

行加减速。特殊地，在隐式算法给定转速的格式中，

可以按给定的加速率计算加减速过程。

（3）给定压气机喘振裕度，在隐式算法中，时间

步长小于某个值，工作点即唯一。计算表明，本文选

取的时间步长满足唯一性条件。

（4）采用过渡态显式算法和隐式算法，可以对某

工况下发动机加减速过程进行最优设计。显式算法

和隐式算法的计算误差小于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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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实现军用涡轴发动机在装机状态下的虚拟预测试飞，通过罚函数法求解超定非线性方

程组的最小二乘解，并采用回归分析对部件特性耦合因子进行曲线拟合，优化基准稳态模型，构建了某

型涡轴发动机稳态性能计算模型。在此基础上，应用发动机加减速试飞数据，综合考虑部件容腔效应、

转动部件的转子动力学和高温部件的传热效应，开发了涡轴发动机部件级过渡态性能计算模型。采用该

模型对包线范围内不同工况的发动机稳态和过渡态工作过程进行了仿真预测，结果表明：与真实装机试

验结果相比，发动机各工作参数的稳态预测精度在4.2%以内，过渡态预测精度在9.2%以内，满足工程

精度要求。该模型能够满足虚拟预测试飞的技术需求，对涡轴发动机的设计、试飞和使用具有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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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realize the virtual predictive flight test of military turboshaft engines under installed
condition，the steady-state performance calculation model of turboshaft engine was constructed by solving the
least square solution of overdetermined nonlinear equations with penalty function method，using regression analy⁃
sis to fit the curve of the component characteristics coupling factors，and optimizing the baseline steady state
model. Then considering the volume effect，rotor dynamics of rotating parts，and heat transfer effect of high tem⁃
perature parts，the component-based transient performance model of the turboshaft engine was developed，with
the support of the acceleration and deceleration experimental data. This model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steady
state and transient state under some engine working conditions in the flight envelope. Compared with the real in⁃
stalled test result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eady-state prediction accuracy of engine parameters is less than
4.2% and the transition state prediction accuracy is less than 9.2%. The model can meet the technical require⁃
ments of virtual predictive flight test，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sign，experimental and service of tur⁃
boshaft eng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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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军用涡轴发动机通常选取典型高度和速度点进

行飞行试验［1］，为了合理地评定这些有限的试飞结

果，预测涡轴发动机在全包线范围内的工作能力，可

以通过虚拟预测试飞等手段实现。然而，传统的相

似换算方法在评估涡轴发动机性能时会引入较大误

差［2］，这是由于涡轴发动机通常采用动力涡轮恒转速

的调节规律，无法同时满足燃气涡轮和自由涡轮的

相似条件。若能将涡轴发动机数学模型应用于试飞

评估，将会消除不相似引起的误差，从而极大提升涡

轴发动机真实装机性能的评估精度。

目前涡轴发动机的性能建模方法主要有两类：

一是基于试车/试飞数据，直接通过系统辨识的方法

建立发动机模型［3-4］；二是基于部件特性，通过求解部

件共同工作方程，完成整机模型的构建［5-8］。第一类

方法不能反映发动机的共同工作过程，无法获取试

验中未测量的参数，同时也缺乏扩展性，如使用基于

地面试验数据构建的模型计算飞行中的性能时会产

生较大误差。第二类方法获得的模型往往与真实飞

行性能存在较大误差，这是由于涡轴发动机装机后

受到直升机旋翼下洗流、进排气损失、引气与功率提

取等因素的影响［9-10］，性能发生了变化，不能直接用

于装机性能的确定。本文拟采用第二类方法，结合

修正思想以提高装机性能模型的计算精度。经过试

飞数据修正后的部件级模型能够在全包线范围内模

拟发动机的稳态和过渡态特性，预测飞行包线边界

或复杂环境条件下的发动机状态和可能存在的风

险，对飞行试验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在发动机模型修正与验证方面，国内外学者做

了一些工作［11-13］，建立全新的部件特性以适应试验结

果，然而这些工作仅限于非装机条件下的台架/高空

台试验，飞行中应用很少。飞行试验中受到的不确

定性因素成倍于非装机试验，如飞行中风向、风速、

温度、湿度、云层等气象条件的不确定性以及直升机

整机系统协同工作时产生的振动、功率的需求、负载

的改变、电磁环境的变化等内在影响因素，因此修正

模型精度的难度远大于非装机试验。

早期的发动机模型大多侧重于稳态性能的研

究，对于过渡态工作过程考虑的因素较少。如文献

［14］仅考虑了部件容腔效应和转子惯性在过渡态过

程中产生的影响，忽略了热传递这一因素；文献［15］
则主要考虑了热传递对发动机加减速特性的影响。

过渡态工作过程需要全面考虑转速、压力、温度、流

量等参数的跟随性，缺少任一影响因素就不能完整

反映过渡态特征，从而难以保证过渡态模型的计算

精度［16-18］。

本文基于涡轴发动机试飞数据，对部件级基准

模型进行修正，综合考虑容腔效应、转子惯性、热惯

性等因素，建立符合真实飞行条件的涡轴发动机稳

态和过渡态模型。以此来完善飞行试验结果的评估

方式，为涡轴发动机性能评估、加减速特性评估、试

验点预测、状态监视、健康管理和故障诊断等方面提

供新的思路。

2 研究对象及计算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国产某型军用涡轴发动机，发动机

本体主要由预旋式粒子分离器、五级轴流加一级离

心式组合压气机、短环直流燃烧室、两级轴流气冷式

燃气涡轮、两级轴流非冷却动力涡轮组成，截面编号

如图 1所示。该型发动机功率轴采用前输出方式，燃

气涡轮的冷却气流来源于压气机出口，动力涡轮采

用恒转速控制。

2.2 稳态模型的建立及修正方法

本文的建模工作是在涡轴发动机基准稳态模型

的基础上进行的，其基本建模思路为：基于涡轴发动

机通用部件特性，以燃气发生器转速 Ng为控制参数，

按照各结构部件顺序进行热力循环计算，结合（1）燃

气涡轮-压气机流量连续；（2）动力涡轮-尾喷管流量

连续；（3）燃气涡轮-压气机扭矩平衡等物理关系，建

立涡轴发动机共同工作的非线性方程组，通过迭代

求解，即可获得涡轴发动机基准稳态模型。

基准稳态模型与实际发动机稳态性能之间存在

一定的差异，在此基础上，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

情况进行合理的修正和校准，从而使稳态性能模型

能够完全表达实际发动机的关键性能特征。本文对

通用部件特性进行平移和缩放［19］，使共同工作线逼

Fig. 1 Section number diagram of turboshaft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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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飞行试验测量结果，从而获取部件特性修正因子。

利用大量的稳态飞行试验数据，逆向求解部件特性

耦合因子，然后拟合曲线，获得适用于该型涡轴发动

机性能计算的新部件特性。

依次选取压气机压比 πC，压气机温比 TRC，压气

机进口换算流量 Wa2C，动力涡轮单位焓降 HPT作为部

件特性的优化目标，其耦合因子分别定义如下

πC,OH = πC,exp
πC,cal

（1）

TRC,OH = TRC,expTRC,cal
（2）

W a2C,OH = W a2C,exp
W a2C,cal

（3）

HPT,OH = HPT,exp
HPT,cal

（4）
式中下标 OH为耦合因子，exp为试验结果，cal为

计算结果。

热力循环计算过程中，使用耦合因子对部件特

性进行修正，逼近试飞数据。通过飞行试验，选取

若干个测量精度较高的关键性能参数和内流道截

面参数进行校准。本文选取的参数分别为扭矩 Q，

压气机出口静压 ps3，燃油流量 W f，燃气涡轮后总

温 T45。

在给定飞行条件和燃气发生器转速的情况下，

对发动机共同工作线进行修正，除了需要满足发动

机部件共同工作的流量连续、扭矩平衡方程外，还需

保证上述关键性能参数或内流道截面参数的计算精

度，即参数测量值与模型计算值相等。可直接使用

燃油流量的测量值参与修正计算，此外还需给定燃

气涡轮落压比 πGT 的初猜值，加上四个耦合因子，共

有五个未知数。

于是，优化问题转换成为 6×5超定非线性方程组

的求解问题，本文基于迭代收敛技术，采用罚函数法

迭代求解方程组，以平衡方程残差 err的平方和最小

值为目标函数 F，寻找超定非线性方程组的最小二

乘解

F = min (∑
i = 1

6
err2i ) （5）

对每一个试飞数据都进行逆向求解，得到大量

的耦合因子，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对耦合因子进行拟

合，即可获得发动机在慢车以上状态下的耦合因子

拟合曲线及函数表达式。图 2给出了发动机在慢车

以上状态下 πC，TRC，Wa2C和 HPT等部件特性参数的耦

合因子拟合结果。 Fig. 2 Coupling factor after the idle state

2179



推 进 技 术 2021 年

使用拟合后的耦合因子对发动机共同工作线和

部件特性进行修正，图 3分别给出了部件特性修正前

后的共同工作线、压气机温比-压比特性、动力涡轮

焓降-落压比特性。

2.3 过渡态模型的建立方法

2.3.1 过渡态计算程序流程

涡轴发动机在进行加、减速等过渡态工作过程

中，严格来说部件特性与稳态时是有微小变化的，这

是由于气流本身的非定常性及转子叶片与机匣之间

的间隙变化等因素所导致的。考虑到发动机的气动

过程非常迅速，气流微团从发动机进口到尾喷管出

口的流动速度远大于转子转速，因此在本文计算中，

认为这些影响可以忽略，直接使用经稳态试飞数据

修正后的部件特性进行过渡态计算。但在过渡态计

算过程中，仍需要综合考虑部件间的容腔效应、转动

部件的转动惯量和高温部件的传热效应，热力循环

计算流程如图 4所示。整个过渡态计算过程以燃油

流量 W f为控制参数，计算程序核心代码流程如图 5
所示。

2.3.2 热力循环计算和平衡方程的修正

在涡轴发动机过渡态计算中，需考虑部件内或

部件间容积室的容腔效应，容积室内由于气流密度

变化会产生质量的储存和释放，导致进、出口的气流

参数不再相等，稳态计算中的流量连续不再适用，需

加入压力的微分项来修正流量连续方程。

本文计算中考虑了该型涡轴发动机中容积较大

的容积室，如压气机容积室、燃烧室容积室和涡轮间

容积室的容腔效应，忽略了其它较小容积的容积室，

在保证工程精度的同时简化了计算。考虑到这三个

容积室的容腔效应，分别在压气机引气流量连续方

程、压气机-燃气涡轮流量连续方程、动力涡轮-尾喷

管流量连续方程中加入压气机后总压 p3，燃气涡轮前

总压 p41，动力涡轮前总压 p45的微分项进行修正

W a3 = W a3,bl + W a31 + f (dp3 /dt) （6）
W a31 + W f = W 41 + f (dp41 /dt) （7）
W a3 + W f = W 45 + f (dp45 /dt) （8）

式中下标 bl为引气。

在发动机过渡态气动过程中，气流参数的变化

比转子转速的变化快得多，这是由于转动部件具有

Fig. 3 Component characteristics before correction

and after correction

Fig. 4 Calculation process of transient thermodynamic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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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动惯量，气流经过燃气涡轮后产生的功率有一部

分用于驱动燃气发生器转子加速或减速，因此压气

机和燃气涡轮的扭矩并不相等，需采用转子动力学

方法来修正扭矩平衡方程。

考虑到燃气发生器转子的转动惯量，在燃气涡

轮-压气机扭矩平衡方程中加入燃气发生器转速 Ng
的微分项进行修正

QC + dN g
dt ⋅

πJGT
30 = QGT （9）

式中 QC为压气机消耗的扭矩，QGT为燃气涡轮产

生的扭矩，JGT为燃气发生器转子的转动惯量。

在发动机过渡态工作过程中，高温燃气与发动

机结构部件之间存在大量的非定常热交换，为提高

过渡态模型仿真精度，热交换的影响不容忽略。在

涡轴发动机中，主要体现在燃烧室出口的高温燃气

与机匣金属壁面和涡轮叶片金属的对流换热。发动

机内部传热效应非常复杂，为了简化计算，将参与高

温 燃 气 热 交 换 的 结 构 部 件 理 想 化 为 一 个 集 中 质

量［20］，这样就转化成为高温燃气与集中质量之间的

热传递计算。

高温燃气与集中质量之间的对流换热量分别与

集中质量和高温燃气的热量变化相等，即

hAm (T41 - Tm) = cp,mM dTm
dt （10）

hAm (T41 - Tm) = cp,gW g (T41,ns - T41) （11）
式中 h为燃气与集中质量间的表面传热系数，Am

为对流换热面积，Tm为集中质量的总温，cp，m为集中质

量的比热，M为集中质量的质量，cp，g为燃气的比热，

Wg为燃气流量，T41，ns为不考虑热传递的燃气涡轮前

总温。

定义时间常数 τ1 = Mcp，mhAm
，τ2 = Mcp，m

W g cp，g
，整理得

T41 = τ1T41,ns + τ2Tmτ1 + τ2 （12）

Tm,t + Δt = T41,t + Δt - (T41,t - Tm,t) ⋅ e
- Δt
τ1 （13）

式（10）表征了每一瞬时时刻燃气温度与集中质

Fig. 5 Flow chart of transient computing program

2181



推 进 技 术 2021 年

量温度之间的关系，式（11）表征了过渡态燃气温度

和集中质量温度与时间的关系。将传热效应纳入热

力循环计算，通过迭代求解，即可计算得到过渡态的

燃气涡轮前总温 T41和集中质量温度 Tm。图 6给出了

高温燃气与集中质量之间传热效应的计算流程图，

在燃烧室部件和燃气涡轮部件之间添加传热计算模

块，完善热力循环计算过程。

对比考虑和不考虑传热效应时燃气涡轮前温

度，如图 7所示，可以明显看到，在发动机过渡态气动

过程中，集中质量温度 Tm变化比较平滑，而燃气涡轮

前总温 T41随供油变化响应较为剧烈，考虑和不考虑

传热效应时差异较大。在发动机加速（或减速）过程

中，考虑传热效应后，T41变化有延迟，且增幅（或减

幅）较小，更符合实际情况，从而提升了模型精度。

3 结果与讨论

3.1 稳态模型的验证

为验证稳态计算模型的精度，选取该型发动机

在地面以不同扭矩状态工作以及气压高度 1~6km下

以不同速度稳定平飞的试验数据进行对比，计算各

高度层下以不同扭矩、不同发动机状态时 W f，Q，T45，

ps3等参数的最大相对误差如表 1所示。以 Q为例，最

大相对误差的计算式为

Q err = max
|

|
||

|

|
||
Q eal - Q exp
Q exp

× 100% （14）
通过误差分析可以看到，在地面和空中不同工

况下，W f的误差在 3.6%以内，Q的误差在 4.2%以内，

T45的误差在 1.9%以内，ps3的误差在 3.6%以内，各工

作参数的稳态计算误差均满足工程精度要求。

3.2 过渡态模型的求解、验证与应用

根据该型涡轴发动机的加、减速试飞数据，给出

大气条件 ps0和 Ts0以及上提、下放总距杆过程中的供

油规律，以实时燃油流量作为过渡态的控制参数。

先以初始条件进行一步稳态计算，获得初始时刻的

稳态结果，然后给定一个微小步长 Δt，给定燃气发

生器转速和三个容积室总压的微商（dNg/dt，dp3/dt，
dp41/dt，dp45/dt）的初猜值，通过欧拉法计算常微分方

程，得到下一时刻的转速和总压值

N g ( t) = N g ( t - 1) + Δt·dN g /dt （15）

Table 1 Maximum steady state relative error

on the ground and in flight (%)

Condition
Ground
1km
2km
3km
4km
5km
6km

Wf，err
1.6
1.9
2.6
2.7
2.7
3.6
3.5

Qerr
1.1
2.3
1.8
3.5
3.8
3.9
4.2

T45，err
1.4
1.4
1.3
0.9
1.9
1.9
1.1

ps3，err
2.2
2.1
2.8
3.3
2.5
3.6
2.2

Fig. 7 Gas turbine front temperature comparisons between

considering and not considering heat transfer effect

Fig. 6 Flow chart of heat transfer cal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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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 t) = p3 ( t - 1) + Δt·dp3 /dt （16）
p41 ( t) = p41 ( t - 1) + Δt·dp41 /dt （17）
p45 ( t) = p45 ( t - 1) + Δt·dp45 /dt （18）

然后根据下一时刻的大气条件和燃油流量，以

燃气发生器转速和三个容积室压力作为已知参数，

进行过渡态热力循环计算。综合考虑容腔效应、转

子动力学和传热效应，列出含微分项的 4×4非线性方

程组，该方程组包含四个未知数，四个平衡方程。采

用牛顿-拉夫逊法进行迭代求解，达到计算精度后，

获得此时的发动机状态。选取 Ng，p3，p41，p45作为下一

时刻的初始状态，四个微商值作为求解下一时刻的

初猜值，以下一时刻的大气条件和燃油流量进行接

下来的过渡态计算，以此来实现发动机过渡态工作

过程的模拟。这种过渡态模型求解方法不仅考虑了

转子动力学的影响，同时也描述了容腔效应及传热

效应所起的作用，全面准确地反映了过渡态的工作

特点。

由于试飞单位缺乏该型发动机自带控制器的详

细设计资料，所以仅能通过大量的试飞结果反向构

建模型。依据典型加、减速试飞数据的大气条件和

供油量，开展过渡态模型求解计算，选取 Ng，Q，T45，ps3
等参数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即可验证模型的精度。

在给定大气条件下，涡轴发动机地面加、减速试验

中，各工作参数的模型计算结果与试验值对比如图 8

所示。选取 1.2km，2.0km，4.0km三个高度分别进行

发动机加、减速试飞，各工作参数的模型计算结果与

试验值对比如图 9所示。

分别对该型涡轴发动机加速过程和减速过程中

Ng，Q，T45，ps3的计算误差进行分析，限于篇幅，只给出

地面加、减速过程的实时相对误差，如图 10所示。在

地面和空中不同高度下，发动机加、减速过程中的最

大相对计算误差值见表 2。

通过误差分析可以看到，在进行发动机加、减速

过程中，模型的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基本一致，过渡

态的计算误差略大于稳态计算误差。地面条件下，

Ng，Q，ps3的过渡态计算误差满足工程精度要求，T45的

最大计算误差仅为 8.6%；空中不同工况条件下，Ng的

计算误差满足工程精度要求，Q，T45，ps3的最大计算误

差分别为 8.6%，9.2%，6.3%。地面条件下，计算模型

Fig. 8 Comparisons between calculated and experimental values of ground acceleration and deceleration processes

(ps0=96.7kPa, Ts0=2.3℃)

Table 2 Maximum relative error in acceleration and

deceleration processes on the ground and in flight (%)

Condition
Ground
1.2km
2.0km
4.0km

Acceleration
Ng,err
1.0
0.4
0.8
0.5

Qerr
3.4
5.9
5.6
6.4

T45,err
8.6
8.8
8.5
8.7

ps3,err
2.7
1.4
2.1
2.2

Deceleration
Ng,err
1.5
0.7
1.7
1.8

Qerr
2.9
4.4
8.6
6.5

T45,err
7.8
2.9
9.2
8.3

ps3,err
2.1
2.2
6.3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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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高精度过渡态计算模型的要求；空中条件下模

型计算误差稍大于地面条件，但仍能控制在 9.2%以

内，符合工程精度要求。因此，本文建立的涡轴发动

机计算模型能够较为准确地描述发动机过渡态各参

数的响应情况。

该模型的验证采用了与自身发动机试验结果作

对比的方式，计算精度仍有提升空间，可针对如下误

差来源进一步开展工作以提升仿真精度：

（1）由于受到飞行条件不稳定的影响，稳态试飞

数据修正得到的耦合因子差异较大，误差带较宽，修

正后的部件特性又只是在共同工作线上进行更改，

在建立计算模型时难免会出现误差。

（2）缺乏发动机自带控制器的设计资料，仅采用

试验中测量精度较高的关键性能参数和内流道截面

Fig. 9 Comparisons between calculated and experimental values of flight acceleration and deceleration processes

Fig. 10 Real-time relative calculation error of acceleration and deceleration process (ps0=96.7kPa, Ts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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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进行校准，模型难免出现微小偏差。

（3）计算程序中做了很多假设和简化，如假设发

动机同一截面上气流参数均匀、假设气体不可压、忽

略气体粘性和惯性力等，给模型计算带来了一定

误差。

（4）飞行试验中 T45为温度传感器所测，涡轮间高

温燃气与温度传感器之间存在对流换热现象，使得

试验值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模型计算具有非常强

的实时性，因此模型计算中 T45的变化趋势相对于试

验结果较为超前，从而导致过渡态的 T45计算误差

较高。

部件级计算模型的优势在于，除了试验能够测

量的参数以外，它还能够获取更多非测量参数，从而

更加全面地反映发动机各个截面的压力、温度、流量

等参数的响应情况，对发动机状态监视、故障诊断等

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以该型涡轴发动机在地面条件

下的加、减速过程为例，图 11给出了 Wa2，FAR，T41，

πC，πGT，πPT等非测量参数的时间历程曲线。

4 结 论

本文对基于试飞数据的涡轴发动机稳态和过渡

态模型的建立、修正和验证方法进行了研究，得到以

下结论：

（1）通过稳态试飞数据修正部件特性，构建的稳

态性能计算模型计算精度在 4.2%以内；在此基础上

考虑容腔效应、转子动力学和传热效应等因素，构建

的过渡态计算模型精度在 9.2%以内，满足工程精度

要求。

（2）稳态和过渡态计算模型能够满足涡轴发动

机在不同工况下的性能计算，与真实装机试飞结果

基本一致，具有一定的工程实用性。

（3）将有限的试飞结果转化为数学模型，从而能

够给出更多飞行条件下发动机稳态或过渡态的参数

响应情况，也能够获取更多非测量参数，扩大了飞行

试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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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声速颌下进气道变几何方案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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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宽范围定几何颌下进气道高马赫数下的压缩量不足问题，提出了一种喉部滑块前后移

动的变几何调节方案，该方案通过滑块前后移动改变高低马赫数下的喉道尺寸，使进气道能够满足高低

马赫数下的压缩量要求。提出了两种滑块布局方式，针对内锥侧滑块布局方式，按调节原理进行了滑块

型面与进气道内流道型面的匹配设计，并将变几何颌下进气道与定几何方案进行了性能比较。数值研究

表明：按Ma=2.5~4.0设计的变几何颌下进气道，在设计点，临界状态出口总压恢复系数为0.51，较公开

文献中定几何方案提高 8.5%；在Ma4.0，0°攻角工况下，临界状态出口总压恢复系数为 0.46，提高

12.2%；在Ma2.7，1°攻角工况下流量系数为 0.69， 临界状态出口总压恢复系数为 0.78。气动性能表明，

该颌下进气道性能优越，调节方案简单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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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ble Geometry Scheme of Supersonic Chin In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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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Regarding the insufficient compression at high Mach number for a fixed geometry chin inlet with
a wide working range，a variable geometry chin inlet scheme with a throat slider moving forth and back is present⁃
ed. The throat size can be changed by moving the slider so that the inlet can meet the compression requirements at
high and low Mach numbers. Two kinds of slider layout are presented. As for the internal cone side layout，the
matching design between slider and internal channel profile is conducted according to the adjustment principle.
The performance of variable geometry chin inlet is compared with that of fixed geometry scheme.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it critical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of the variable geometry chin inlet
designed with the working range from Ma2.5 to Ma4.0 is 0.51 and 0.46 at the design point and Ma4.0，0° angle of
attack respectively，which is 8.5% and 12.2%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fixed geometry scheme in the literature re⁃
spectively. The flow coefficient is 0.69 and the critical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is 0.78 at Ma2.7 with 1°
angle of attack. The aerodynamic result shows that the adjustment scheme of chin inlet is simple and feasible with
good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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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进气道是吸气式冲压发动机中重要的组成部

件［1］，进气道布局方式主要有头部、旁侧、腹部、颌下

等形式［2-3］。其中颌下进气道相比于其他形式的进气

道布局具有以下优势：在满足冲压发动机本身的流

量要求的同时又利于导弹内部各分系统的结构布

局，有出色的容积利用率等［4］。因此，颌下布局是超

声速巡航导弹首选的进气道布局方案之一。美国在

先进导弹推进发展研究项目中提出发展颌下进气道

计划［5］，后又在 ASALM导弹飞行试验中对颌下进气

道进行了全面的推进系统验证试验［6］，在超声速低空

靶标导弹项目中又对颌下进气道加以应用［7］，此外，

Langley研究中心论证了有关颌下进气道的高超声速

吸气式推进导弹方案［8］，并开展了颌下进气道的稳定

特性和操纵特性试验［9-10］。Waltrup等［11］对三类进气

道的进口形状、面积的选取及一体化要求进行了对

比研究，结果表明颌下进气道的推力性能要优于腹

部进气道。在 ASALM-PTV计划中，马丁•马里埃塔

公司在 1979年 10月~1980年 5月间进行了 7次飞行

试验，都非常成功［12］。

国内对于颌下进气道的研究仍处于理论探索

中，有研究者在研究颌下进气道时发现进气道锥角

的压缩作用受攻角影响而增强［13-14］。谢文忠等［15］对

四种布局方式进气道进行了试验研究，试验表明颌

下进气道在一定范围内的正攻角下压缩特性较好，

但负攻角性能较差，侧滑在 4°范围内对性能影响较

小。孟宇鹏等［16］对 Ma4.0下等熵混合压缩进气道进

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相同设计马赫数下等熵压缩颌

下进气道性能高于三锥压缩颌下进气道性能。

在目前颌下进气道的研究中，由于结构、重量等

方面限制，颌下进气道普遍采用定几何方案。但是

宽范围定几何进气道在设计时为兼顾低马赫数性能

其喉道明显偏大，高马赫数下的性能偏低，因而发展

简单的变几何方案也是很好的一个探索方向。为

此，美国学者针对颌下进气道提出了一种弹性喉部

的变几何设计方法［17］，通过连杆机构改变顶板侧喉

大小，该变几何方案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喉部分

流板会造成喉部流道损失，同时分流板将喉部多等

分，尽管在分流板上打孔，但各通道出口压力偏差最

大依然达到 50%。

国内对于变几何颌下进气道的研究未见相关公

开资料，本文针对这一工程应用中的迫切需求提出

了一种利用喉部滑块前后移动调节来改变喉部大小

的简单变几何方案，并通过数值仿真对其气动性能

开展了研究。

2 方案设计与数值模拟方法

2.1 滑块调节原理及方案

为了能够兼顾高低马赫数下进气道的性能，设

计了一种滑块前后移动的调节方案。在高马赫数

时，滑块位于前端，进气道有较大收缩比，在低马赫

数时，滑块位于后端，进气道有较小收缩比。并且滑

块型面与进气道内流面进行匹配设计，保证滑块移

动前后流道型面气动性能良好，从而能够兼顾高马

赫数性能和低马赫数可起动，实现宽范围调节。

根据调节原理，有两种滑块布局方案，一种是滑

块位于唇口板侧，滑块调节示意图如图 1所示，另一

种是滑块位于内锥侧，滑块调节示意图如图 2所示。

图 1方案滑块在弹体外侧，难以实现滑动机构安装，

因此选择图 2内锥侧布局方案进行设计。

2.2 进气道外压段型面设计

文献［16］研究表明，相同设计马赫数下等熵压

缩颌下进气道性能高于三锥压缩颌下进气道性能，

因此外压段型面设计为等熵压缩面。如图 3所示，外

压段初始半锥角 θ取为 10°，等熵压缩 AB段折转角

15°，总外压缩角为 25°，外压段流场由锥形激波和等

熵压缩波束组成，两者汇聚于唇口点 P。

2.3 滑块与进气道内流道匹配设计

滑块型面在可调颌下进气道中作为内流道型面

的一部分，在高低马赫数来流条件下分别形成对应

Fig. 1 Lip wall side slider adjustment diagram

Fig. 2 Internal cone side slider adjustment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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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喉道，其设计非常重要。滑块前后移动过程中喉

道位置变化示意图如图 2所示，在 Ma4.0设计点工况

时，滑块位于前端，滑块前楔面起始 MD段为与内锥

型面相切的直线，前缘角为 δ，而后经圆弧段 DE过渡

为水平段 EF，喉道在图中 A位置，喉道长度为喉道高

度的 2倍，滑块的后楔面设计为一圆弧 FG过渡至与

水平成 β角的直线 GN。在低马赫数时，滑块移至后

端，内锥面与滑轨面交界位置形成喉道，即图中 B位

置，喉道后的流通面积逐渐扩大至等直段，此时进气

道内收缩比很小，可近似认为是外压式进气道。

滑块与内流道的匹配设计主要包括三部分：（1）
内锥面与滑块前楔面的匹配。（2）高马赫数下，唇口

板上凸型面与滑块后楔面的匹配。（3）低马赫数下，

唇口板上凸型面与滑块前楔面的匹配。三处的匹配

设计共同确保滑块在前后移动时均能形成性能良好

的内流通道。

具体匹配关系如图 4所示，在高马赫数来流条件

下，滑块位于前位，见图 4（a），内锥面与滑块前楔面

配合，与唇口板前部型面构成完整的内收缩通道，唇

口板上凸型面与滑块后楔面形成扩张通道，滑块后

楔面楔角的大小会对进气道抗反压能力和出口总压

恢复产生影响。在低马赫数来流下，滑块位于后位，

见图 4（b），唇口板上凸型面与滑块前楔面形成一段

略带扩张的 S形通道。

匹配设计时，首先设计Ma4.0设计点工况下的内

压段型面，然后在内锥面上选取合适的位置切取出

滑块的下表面，如图 5所示，该位置即为 Ma2.5喉道

所在位置，喉道面积应保证进气道在低马赫数下能

自起动。对于已确定的内锥面而言，喉道位置即对

应着滑块前缘角 δ的大小，该角度至关重要，是滑块

设计的关键参数，直接影响所有的设计尺寸。喉道

位置越靠前，对减少反射激波造成的总压损失越有

利，但此时滑块前缘角变大，过大的前缘角一方面会

导致 Ma2.5来流下，气流在喉道后经历严重的突扩，

对进气道出口性能不利；另一方面会使得与滑块前

楔面相匹配的唇口板上凸型面外径变大，增加进气

道的迎风阻力。受限于滑块前楔面的结构角，亦不

宜取过小的前缘角。经数值模拟研究，本文最终选

取滑块前缘角 δ为 11°。

第二步，根据选取确定的滑块前缘角 δ与过渡圆

弧半径 r，设计滑块在后端时与之相配合的唇口板上

凸型面。如图 6所示，唇口板上凸型面起始为一半径

为 0.4r的过渡圆弧 CH，相切直线 HI与滑块前缘线

MD匹配设计，其与水平方向的夹角比滑块前缘角大

3°，圆弧 IJ与滑块前楔面过渡圆弧 DE相匹配，其半径

为 1.3r，在对流通面积进行检查之后，最终设计完成

略带扩张的 S形通道。

第三步，根据确定的唇口板上凸型面几何尺寸，

设计滑块在前端时与之相匹配的后楔面型面。如图

7所示，滑块后楔角 β不宜过大，过大会导致扩张段过

于剧烈，引发大面积的回流，造成进气道抗反压能力

和出口性能的下降，而滑块后楔角的减小会导致滑

块长度增加，同时滑块后楔角也受到结构角的限制。

经数值模拟研究，本文取滑块后楔角为 10°。

Fig. 5 Design of front wedge angle

Fig. 4 Schematic diagram of matching relationship be‐

tween internal channel and slider

Fig. 6 Matching design of upper convex surface and front

wedge surface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flow field structure of inlet

external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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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设计步骤，最终确定的进气道主要几

何尺寸及三维示意图如图 8所示，为保证流量和合理

的通道宽高比，进气道周向展角取为 130°，两侧挡板

从外压段直锥 1/3处起始直至唇口，前体背部造型为

初始圆锥，后过渡转为半椭圆的曲面。

2.4 定几何颌下进气道

为分析本文设计的可调颌下进气道的气动性

能，选取文献［18］中定几何颌下进气道气动进行性

能对比，其采用轴对称等熵压缩基准流场的锥导乘

波设计方法，设计出工作范围为 Ma=2.5~4.5的超声

速颌下乘波进气道，进气道总压缩角 46°，内收缩比

为 1.15。进气道在设计点 Ma=4.0实现前体乘波，相

比传统定几何颌下进气道具有大捕获流量、高压缩

特性等优点，在 Ma=4.0，攻角 α为 6°和 0°来流工况

下，流量系数分别为 1.2和 0.95，临界状态下，出口总

压恢复系数分别为 0.47和 0.41。定几何颌下乘波进

气道前体型面如图 9所示。

2.5 数值模拟方法

网格划分采用 ICEM软件，由于模型具有对称

性，取其一半进行计算域网格划分，网格为六面体结

构化网格，壁面第一层网格高度为 0.2mm，增长因子

1.2，总网格量约为 400万（图 10）。

数值计算采用 Fluent软件，通量差分选取 Roe-
FDS格式，湍流模型选取标准 k-ε模型，各方程均用

二阶迎风格式进行离散，耦合迭代算法。壁面条件均

为绝热无滑移边界。使用 Sutherland公式计算分子黏

性系数。收敛标准为各项残差下降三个数量级并保

持稳定，且沿程截面流量守恒。该数值计算方法已在

文献［16，18］的颌下进气道风洞试验中得到验证。

3 结果与分析

本文设计的变几何进气道设计工况为 Ma4.0，6°
攻角，低空典型飞行工况为Ma2.7，1°攻角。在超声速

流场建立后，通过调整压力出口的反压模拟燃烧室压

力，使得结尾激波稳定在喉部位置时判定进气道处于

临界状态。高/低空典型工作状态来流条件见表 1。

图 11给出了来流 Ma4.0，6°攻角设计点工况下，

变几何颌下进气道临界反压下的对称面马赫数云图

和流向截面的马赫数云图。由图 11（a）可以看出，第

一道斜激波与等熵压缩波在唇口处交汇并稳定地附

着在唇口处，交汇形成的激波在唇口处膨胀过渡，反

射为一簇压缩波，后又聚集为一道较弱的斜激波入

射在肩部，随后又反射到进气道上壁面。由图 11（b）
可以看到，对称面处结尾激波稳定在喉道等直段，气

流经结尾激波后在扩压段唇口板侧生成回流区，主

流区向顶板侧偏移，回流区范围在扩压段后的等直

Fig. 10 Mesh of the inlet fluid domain

Fig. 8 Diagram of variable geometry chin inlet model

Fig. 9 Waverider forebody of the axisymmetric isentropic

compression[18]

Fig. 7 Design of rear wedge angle

Table 1 Inflow parameters for different flight conditions

Item
Design point conditions

Low altitude typical flight conditions

Ma

4.0
2.7

H/km
25
5

p/Pa
2549
57732

T/K
221.5
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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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逐渐减小。进气道流场波系结构清晰，未明显发

生因激波与附面层相互作用而造成的分离。

表 2给出了本文变几何进气道和文献［18］中定

几何颌下乘波进气道在 Ma4.0，6°与 0°攻角来流工况

临界反压下的气动性能参数，其中本文研究的变几

何颌下进气道给出了流量系数 φ，喉道的总压恢复系

数 σth和马赫数 Math，以及出口截面的总压恢复系数

σe和马赫数 Mae，文献中定几何颌下进气道仅给出流

量系数和出口截面总压恢复系数。本方案变几何颌

下进气道喉部马赫数达到 1.60，仍有压缩余量，可工

作于更大攻角工况。在设计点工况临界状态下定几

何颌下进气道出口总压恢复系数为 0.47，本文设计的

变几何颌下进气道出口总压恢复系数为 0.51，提高

8.5%，在 Ma4.0，0°攻角工况下，临界状态出口总压恢

复系数为 0.46，提高 12.2%。根据图 11流场分析，变

几何颌下进气道喉道位置偏后，若喉道位置设计得

更加靠前，则可进一步减少由反射激波造成的总压

损失，从而提高进气道的性能。同时，文献中定几何

颌下进气道采用了乘波前体构型，流量系数得到了

有效提升，由此可以作为本文变几何颌下进气道下

一步改进方向之一。

来流 Ma2.7，1°攻角下，变几何颌下进气道临界

状态下对称面与流向截面的马赫数云图如图 12所
示。从图 12（a）~（b）可以看出，唇口激波入射在顶板

上并形成多次反射，可调颌下进气道由于流道在喉

部后存在一个突扩，导致喉部附近产生回流区，由于

附面层的抬升形成一道斜激波，并在喉道与唇口反

射激波和结尾激波汇合形成一道“λ”形波，波系结构

比较复杂。随着气流向下游运动，回流区逐渐减小

并在 S形通道转弯段处消失。

表 3给出了变几何颌下进气道在 Ma2.7，1°攻角

来流工况临界反压下喉部截面及出口截面的气动性

能，可以看到进气道流量系数达到 0.69，喉道马赫数

为 1.44，保证了进气道在更低马赫数下或者更大攻角

下仍可起动，出口总压恢复系数为 0.78。
文献［18］中定几何颌下进气道并未给出在低马

赫数来流下的性能参数，但传统宽范围定几何进气

道方案为了兼顾低马赫数下的自起动性能与高马赫

数下的压缩量，通常采用较小的内收缩比与较大的

外压缩角，而过强的外压激波对进气道的性能不利。

Fig. 12 Mach number contours for variable geometry inlet

at low altitude

Fig. 11 Mach number contours for variable geometry inlet

at high altitude

Table 2 Comparison of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parameters of two chin inlets at Ma4.0

Flight condition

Ma=4.0，α=6°

Ma=4.0，α=0°

Model
Variable throat chin inlet
Fixed geometric chin inlet
Variable throat chin inlet
Fixed geometric chin inlet

φ

1.11
1.20
0.94
0.95

Throat plane
σth
0.70
-
0.74
-

Math
1.60
-
1.94
-

Exit plane
σe
0.51
0.47
0.46
0.41

Mae
0.38
-
0.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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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变几何颌下进气道方案通过滑块前后移动改变

内收缩的方式，提高进气道在高马赫数下的内压缩

量，因此相比于定几何方案，设计了更小的外压缩

角，使得进气道在低马赫数来流工况下可以获得更

高的流量系数与更小的总压损失。

4 结 论

本文根据滑块调节原理，设计了变几何颌下进

气道，分析了设计点与低空典型飞行工况下的流场

结构，并与文献中定几何乘波颌下进气道在相同来

流工况下的性能参数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

（1）滑块前后楔面与唇口板上凸型面、内锥型面

的设计相互匹配。三个关键配合部分共同实现了合

适的内流通道，数值模拟的流场结构和计算结果显

示在高低马赫数下进气道气动性能良好。

（2）在设计点工况下，变几何颌下进气道临界反

压下出口总压恢复系数为 0.51，相比文献中定几何颌

下进气道高出 8.5%，在Ma4.0，0°攻角工况下，临界状

态出口总压恢复系数为 0.46，提高 12.2%，喉部可调

颌下进气道设计方案可有效提高颌下进气道在高马

赫数下的性能。

（3）在低空典型工作状态，临界反压下出口总压

恢复系数为 0.78，流量系数为 0.69，喉部马赫数为

1.44，较高的喉部马赫数为进气道在更低马赫数来流

或更大攻角工况下的起动留有余量。

（4）对比研究表明，本文提出的喉部滑块前后移

动调节的变几何方案简单可行，根据此方案设计的

变几何颌下进气道性能优越，工作范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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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parameters of variable

throat chin inlet at Ma2.7

Flight
condition

Ma=2.7，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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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ble throat
chin inlet

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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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at plane
σth

0.90
Math

1.44

Exit plane
σe

0.78
M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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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循环机匣周向偏置对轴流压气机
非定常流场的影响 *

钟翌铭 1，楚武利 1，2，杨晶晶 3，赵伟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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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NASA Rotor 35为研究对象，设置了 15°，0°和-15°三种不同周向偏置度数的自循环机

匣，利用NUMECA软件包进行三维非定常数值模拟，以研究机匣处理对压气机非定常流场的影响。计

算结果表明，针对NASA Rotor 35，由通道激波与叶顶泄漏涡相互作用导致的失速，不同周向偏置角度

的自循环机匣处理均能够较好地拓宽压气机的稳定工作范围，且几乎不影响压气机峰值效率。其中周向

偏置 15°的自循环机匣虽然流量裕度改进量最大，但是压气机的压比下降较大。周向偏置后自循环机匣

的扩稳能力不再遵循传统上以回流量、喷嘴出口速度和自循环装置内的流动损失来关联扩稳效果的经验

规律，而是由桥路和流场耦合的非定常过程导致的。其喷射和抽吸作用对叶顶流场的激励使得叶顶静压

分布、泄漏流产生周期性波动，不同物理量峰值在时域上存在相位延迟。

关键词：轴流压气机；自循环机匣处理；周向偏置；非定常；扩稳机理

中图分类号：V2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055（2021） 10-219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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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elf-Recirculating Casing Circumferential Offset
on Unsteady Flow Field of Axial Compressor

ZHONG Yi-ming1，CHU Wu-li1，2，YANG Jing-jing3，ZHAO Wei-guang3
（1. 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710072，China；

2.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Advanced Aero-Engine，Beijing 100191，China；
3. AECC Hunan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Zhuzhou 412002，China）

Abstract：NASA Rotor 35 i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three kinds of self-recirculating casings with dif⁃
ferent circumferential offset degrees（positive 15°，0° and negative 15°）are set up，and three-dimensional un⁃
steady value simulation is carried out by using NUMECA software package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casing treat⁃
ment on unsteady flow field of compressor.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for the stall of NASA Rotor
35 caus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passage shock and tip leakage vortex，the different circumferential offset angles of
the self-recirculating casing treatment can better expand the compressor stability to varying degrees，almost no
penalty to compressor peak efficiency. The self-recirculating device in which the circumferential offset is 15°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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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st of stall margin improvement（SMI），but the total pressure ratio of the compressor is obviously reduced.
The SMI ability of the self-recirculating device after circumferential offset no longer follows the traditional empiri⁃
cal rule that stabilization effect is correlated with the circulating flow rate，the injector outlet speed and the flow
loss in the self-recirculating device，but is caused by the unsteady processes of self-recirculating device and flow
field coupling. The suction and jet action on the tip flow field causes the static pressure distribution and the tip
leakage flow to periodically fluctuate，and there are phase delays at different physical quantity peaks.

Key words： Axial flow compressor； Self-recirculating casing treatment； Circumferential offset； Un⁃
steady；Mechanism of stability enhancement

1 引 言

在现阶段轴流压气机级平均压比和级负荷系数

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其稳定工作范围是限制航空发

动机性能提升的主要因素。而以往的扩稳手段，如

槽式、缝式机匣处理［1］，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压气机的

级间匹配关系和效率产生不良影响。而现在高负荷

轴流压气机多出现叶顶阻塞型失速，自循环机匣处

理能获得较理想的扩稳效果，且对效率影响较小。

2000 年 ，Suder 等［2］在 Weigl 等［3］和 Spakovszky
等［4］应用主动喷气抑制叶顶间隙泄漏流的基础上，对

NASA Stage 35进行了被动喷气的相关性研究，提出

可以用自循环引气的方式产生射流激励。Hathaway
等［5-6］通过对全环形自循环机匣进行数值模拟，得到

了最佳引气位置和喷气位置，并指出处理离散分布

自循环机匣优于全环形布局。但受制于当时动静网

格混合面数据传递处理的不成熟，Hathaway只是通

过流量平衡建立自适应机匣的流动关系，并没有建

立 真 实 的 物 理 模 型 。 2006 年 ，Strazisar 等［7］仍 以

NASA Stage 35为研究对象，并采用了与 Suder实验相

同的喷嘴结构，对自循环机匣进行了实验研究。试

验结果表明，在 70%和 100%设计转速下，用相当于

原失速点流量 0.9%的引气量，可以分别将压气机稳

定运行的流量范围拓宽 6%与 2%。而随着滑移面数

据传递算法的解决，2011年，剑桥大学的 Weichert
等［8］以单级低速轴流压气机为研究对象，对自循环机

匣进行了参数化实验研究，实现了在转子叶顶引气

的构想，利用转子叶顶流场压力和速度的非定常变

化来实现自循环装置内流量的自适应调节，认为较

小的循环流量对压气机设计点效率的影响较小。

Khaleghi［9］对 NASA Rotor 67进行了自循环机匣

的数值研究，指出自循环机匣处理的主要扩稳机理

在于叶顶尖隙泄漏涡和通道激波会被周期性的向下

游推进，相同流量工况点下，转子叶顶的负荷会有所

下降。通过对引气装置中的流动特性进行分析，发

现从转子尾缘后抽吸气体导致自循环装置内气流周

向和轴向分速度分布不均匀带来的掺混损失是总压

损失的主要来源。

国内对于自循环机匣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关研

究主要集中在西北工业大学和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

究所。张皓光等［10］以 NASA Rotor 37为研究对象，用

实壁机匣 1.47%的近失速流量获得了 7.6%的综合裕

度改进量，通过对叶顶流场的分析，认为自循环机匣

所产生的喷射流作用于泄漏流后可以抑制叶顶间隙

倒流的发展和叶背附面层的分离，从而提高叶顶通

道的流通能力。

张皓光等［11］又以亚声轴流压气机转子为研究对

象，数值研究了不同轴向引气位置对压气机性能的

影响，指出周向交错的桥路布置形式相对于传统轴

向布置具有更好的扩稳效果，当喷气装置覆盖造成

转子失速的关键部位时扩稳效果最佳，其主要的扩

稳机理在于利用转子尾缘的高能流体抑制叶顶前缘

的间隙反流。

李继超等［12］在一台低速单级轴流压气机上进行

自循环实验研究，实验研究了不同引气结构和自循

环装置数量对压气机的影响。通过对壁面动态压力

的分析指出自循环机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泄漏

涡非定常性的强度，得到的结论与张皓光等的相似，

但对于效率提升的影响机制仍不明确。而后，李继

超等［13］又以一台单级跨声风扇/压气机为研究对象，

实验研究了不同抽气角与喷气偏航角对压气机稳定

裕度和效率的影响。在兼顾压气机效率的条件下，

使用 0.2%的主流流量可以取得 8%~15%的扩稳效

果，并通过对失稳边界上机匣壁面静压信号的功率

谱密度分析，认为自循环喷气对泄漏涡非定常性的

抑制是提高转子稳定性的内在原因。

针对以往自循环研究对象多为轴向引气，且在

跨声轴流压气机上布置自循环装置进行参数化研究

时未考虑周向交错对于上下游动的非定常激励，本

文选用 NASA Rotor 35进行自循环机匣参数变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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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研究周向偏置对压气机内流动的影响机理，并对

自循环装置对流场的非定常激励进行分析，以探索

三种周向偏置度数下自循环流量基本相同时的分析

方法。

2 物理模型与数值方法

2.1 研究对象及参数

本文以跨声速轴流压气机进口孤立转子 NASA
Rotor 35为研究对象，该转子在 20世纪 70年代由

NASA Lewis研究中心设计加工，详细的结构参数见

文献［14］。文中实验数据取自 Zante等［15］用激光多

普勒测速法对孤立转子叶顶流场的实验测量。转子

的主要设计参数见表 1。

跨声转子 NASA Rotor 37在结构参数、失速机理

和总体性能上与 NASA Rotor 35都十分相似，借鉴文

献［16-17］在 NASA Rotor 37上对叶顶喷气和自循环

机匣的研究经验，确定喷嘴总体周向覆盖率为 60%，

全周均匀分布 36个喷嘴。自循环装置参数化设计成

喷嘴、连接桥路和引气装置，其中喷嘴的设计和优化

过程在参考文献［17］中有详细介绍。自循环机匣在

子午面上的投影与结构参数的物理意义见图 1，自循

环机匣的具体结构参数值见表 2。

本文对具有不同周向偏置角度的自循环机匣进

行对比分析，规定桥路中工质流向与转子转向夹角

成钝角为正向偏置，桥路中工质流向与转子转向夹

角成锐角为负向偏置。过大的周向偏置角度可能会

使得自循环装置与机匣外管路造成机械干涉，因此

建立了 3种不同的小角度周向偏置模型，偏置角度分

别为 15°，0°和-15°，其余结构参数相同。为方便标

注，分别记为 SCT1，SCT2和 SCT3，计算模型的俯视图

如图 2所示。

Table 1 Basic parameters of NASA Rotor 35

Parameter
Design speed/（r/min）
Mass flow/（kg/s）

Design pressure ratio
Design efficiency

Tip tangential speed/（m/s）
Inlet diameter/mm

Hub ratio
Aspect ratio
Blade number

Tip clearance/mm

Value
17188.7
20.8
1.865
0.865
454.5
508
0.7
1.19
36
0.408

Fig. 1 Geometric parameters of meridional surface of

self-recirculating casing

Table 2 Geometric parameters of self-recirculating casing

Parameter
Injector throat height h/mm
Injector width a/mm

Distance between injector and leading-edge d/mm
Bleed port width b/mm

Distance between bleed port and leading edge/mm
Jet angle α/（°）

Suction angle β/（°）
Circumferential coverage proportion/%
Number of self-recirculating devices

Value
1
2.2
7.5
6.2
23
10
10
60
36

Fig. 2 Self-recirculating device top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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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网格划分

采用 Autogrid 5生成转子通道网格。针对跨声转

子数值模拟的经验，流道选择 O4H型的网格结构，进

口延伸段和出口延伸段为 H型的网格结构。近壁面

网格加密处理，第一层网格距离壁面为 4µm，保证 y+<
2。叶顶间隙采用蝶形网格，沿径向分布 17个节点。

叶轮通道网格拓扑结构如图 3所示。

自循环机匣如图 4所示，采用 H型网格结构，每

个网格块的周向节点数为 61，径向节点数为 25，流向

节点总数为 135，网格节点总数为 21万。为了适应抽

吸和喷气计算的需要，在转子叶顶添加一层很薄的 H
块，薄块底部与通道非匹配连接（Full non-matching），

定常计算中自循环机匣和转子叶顶的转静交界面采

用冻结转子法，非定常计算采用滑移边界。自循环

装置网格近壁面处进行加密，第一层网格高度为

3µm以确保 y+<2。

2.3 数值模拟方案

利用 NUMECA软件包中的 Fine/Turbo进行数值

模拟，采用 S-A湍流模型求解三维雷诺时均 N-S方
程，二阶迎风差分格式进行空间离散。工质气体为

理想气体，通道进口给定总温总压边界条件，分别为

288.15K，101325Pa，轴向进气。出口给定静压边界条

件。壁面均设定为绝热无滑移。

非定常计算采用双时间步法，转子转过一个通

道给定 20个物理时间步，每个物理时间步内嵌 20个
虚拟时间步。通过逐步提高背压值来逼近失稳边

界，小流量工况下逼喘过程的背压分辨率为 50Pa。
3 数值模拟结果与讨论

3.1 实壁机匣总性能及失稳机理分析

图 5给出了实壁机匣下压气机总性能数值模拟

结果和实验值的对比。分别选取单通道 70万、80万、

90万和 110万的网格 G1，G2，G3和 G4进行网格无关

性验证。数值模拟结果与实验数据点在总体趋势上

十分吻合。从曲线的走势来看，随着对转子节流程

度的加大，总压比随流量减小而单调递增，在近失速

点达到最大值。而效率在整体上较实验值低则来源

于数值计算与实验的数据处理方法不同和湍流模型

对损失的估计。实验只能通过径向参数周向平均的

方法求整个出口的参数，对 Rotor 35的最高实验测量

位置是 95%叶高，该叶高以上的损失在实验数据中

Fig. 5 Total performance of compressor between experi‐

ment and simulation

Fig. 4 Grid topology of self-recirculating device

Fig. 3 Grid t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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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体现。数值模拟是将所有网格点的性能进行流

量平均后所得到的性能包括叶顶损失在内的所有

损失。

最为粗糙的 G1网格与其他三种网格配置的差距

最大。其中 G3所预测的近失速点流量与实验值最为

接近，误差仅为 0.4%。G2，G3，G4平方误差值相近，

对压比预测的相对偏差也相差不多，但 G2对失稳流

量的预测偏差相对于 G3和 G4偏大，而 G3与 G4对于

堵塞点流量和近失速点流量的预测误差较为接近。

虽然数值模拟得到的堵塞点流量较实验值略低，但

在实验测量的流量误差范围之内。所以从总性能的

角度考虑，G3达到了网格无关性要求。

由于 Rotor 35公布的实验数据较少，单靠特性线

无法准确判断湍流模型及网格尺度的数值模拟结果

准确性。图 6为峰值效率点转子通道中 33%弦长对

应轴向位置处 S3流面位于 77%~97%叶高的绝对圆

周速度的分布云图。较高的切向速度区域表示叶顶

间隙泄漏流与来流相互作用，可以看出，数值模拟所

捕获的泄漏涡位置和强度与实验结果吻合良好。

图 7给出了 Rotor 35峰值效率点（PE）和近失速

点（NS）的出口总压比和等熵效率沿径向分布的对

比。在叶根附近，数值计算的总压比较实验值偏高，

这是由于数值模型对角区失速的估计不足造成的。

总体上看，数值模型对转子的模拟与实验值符

合程度较好，特别是对叶顶参数的估计。因此，认为

可以利用该数值模型对压气机内的流动以及对机匣

处理进行分析。

图 8为峰值效率点和近失速点下 99%叶高截面静

压分布云图，图中用静压等值线示意出了激波的大概

位置（红色实线），根据静压等值线凹槽示意出了泄漏

涡的发展轨迹（黑色有向虚线）。峰值效率工况下，来

流经过激波的压缩后在波后在压力面侧会形成局部

高压团，该高压团所在位置对应的吸力面侧便是泄漏

涡的起始位置。进口激波的压力面分支向上游扬起。

随着压气机由峰值效率工况向近失速工况运行，通道

叶顶激波、泄漏涡与静压分布存在着显著的变化。

泄漏涡的分布位置取决于激波的位置。近失速

工况下，激波后高压团的位置向转子上游发展。进

口激波压力面分支向上游扬起，泄漏涡起始位置持

Fig. 6 Measured and predicted tangential velocity

distributions on cross channels for PE

Fig. 8 Static pressure distribution of 99% span

Fig. 7 Spanwise distribution of the total pressure ratio and

isentropic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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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随高压团的前移而前移，最终发展到了叶片前缘

附近，激波也最终脱体，在吸力面前缘处已经发展到

了通道外。在向失速边界逼近的过程中，叶顶泄漏

涡的位置前移，且与轴向的夹角增大。

图 9给出了叶顶间隙泄漏流线及 99%叶高截面

反流区（Wz<0）。从图中可以看出，峰值效率工况下，

叶顶间隙泄漏流跨过相邻通道形成二次泄漏，但叶

顶通道无反流区。近失速工况下，在通道上游的近

压力面侧出现明显的大范围横向流动，泄漏涡导致

的低能流在通道进口已经积聚并占据大范围区域，

出现前缘溢流现象。前缘溢流使得叶顶通流能力被

严重削弱［19-20］。对比图 8可以看出近失速点相比峰

值效率点，叶顶间隙泄漏加强，泄漏涡轨迹前移。

从反流区与激波分布的相对关系来看，该低能

区很可能源自于激波与叶顶间隙泄漏流相互干涉导

致的。图 10给出了 99%叶高的相对马赫数分布云

图。近失速工况时，进口压力面侧的横向流动与反

流是削弱叶顶通流能力的主要限制因素，而静压云图

显示出该区域恰为泄漏涡在激波后所流经的区域。随

着出口背压的提升，叶片吸压力面压差增大，相对马赫

数变化梯度增大，激波强度增大，这也使得泄漏涡的强

度逐渐增强。叶顶流场的恶化程度逐渐加深。

激波前移，特别是脱体对压气机叶顶流场的恶

化会起到关键作用［21-22］。首先，激波前移，波后气流

速度下降，导致波涡干涉所诱导的低能区更为靠近

通道进口，阻碍气流进入通道［20］。而激波脱体后，压

力面分支与泄漏涡之间垂直程度降低，使得泄漏涡

在经过激波时逐渐丧失抵抗波面强逆压梯度的法向

速度。激波对于气流有偏转作用，脱体后激波对气

流的折转会发生在气流进入通道之前，从而增大了

激波后来流的进气攻角，增大叶栅负荷。

结合叶顶通道的反流区形态，在压气机的节流

过程中，叶顶泄漏涡的强度由于叶顶负荷的增加而

不断增大，在近失速工况由于激波和泄漏涡相互作

用并在叶顶前缘附近造成通道的严重堵塞是造成压

气机失速的主要原因。

3.2 自循环机匣处理对总性能的影响

图 11给出了 3个周向偏置角度下自循环机匣处

理对压气机性能的影响。从图中可以看出不同的周

向偏置角度均能拓宽压气机的稳定工作范围。周向

偏置正 15°的自循环机匣 SCT1作用下，压气机压比下

降比较明显。不同的周向偏置角度下，压气机峰值

效率略微下降。

为了比较不同周向偏置角度的自循环处理机匣

对压气机总性能的影响，参考文献［23］引入综合裕

度稳定改进量 ΔISM和峰值绝热效率改变量 ΔηPE进行

分析，定义如下

ΔISM ≈ ( π SCT
π SC

· m SC
m SCT

- 1) × 100% （1）

ΔηPE ≈ ( η SCT,PEη SC,PE
- 1) × 100% （2）

Fig. 10 Relative Mach number distribution of 99% span

Fig. 9 Leakage streamline of tip clearance and 99% span

counterflow area (Wz<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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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 SC 为实壁机匣失稳边界流量，m SCT为自循

环机匣失稳边界流量，π SC为实壁机匣失稳边界总压

比，π SCT 为自循环机匣失稳边界总压比。η SCT，PE 表示

自循环机匣峰值效率，η SC，PE表示实壁机匣峰值效率。

从表 3可以看出综合稳定裕度改进量随着周向

偏置角度的增大而增大。

3.3 自循环机匣处理扩稳机理分析

为对比分析不同周向偏置度数下自循环机匣的

扩稳能力差异，选用实壁机匣近失速流量点进行比

较。本节的分析中，不同机匣的压气机均处于同一

流量工况下。

首先对于一个转子通过时间内，时间平均后的

叶顶流场进行分析。对于图 12，不同周向偏置角度

的自循环机匣均使得压气机在实壁机匣近失速流量

点前缘溢流现象消失，叶顶反流区面积不同程度地

减小，反流区形态发生变化，转子压力面前缘处的堵

塞消失，其中 SCT1的堵塞面积最小。相比较图 9（b）
中的实壁机匣近失速点工况下，通道进口低能团对

流体的压迫使得通道吸力面侧流体加速，吹散了叶

背的反流区，SCT2和 SCT3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转子叶

顶吸力面附面层分离。

从图 13转子叶顶相对马赫数分布可以看出，喷

嘴出口的高速射流对于转子叶顶入口处的流场影响

十分显著。对比图 10（b）可以看出，三种机匣处理均

使得入口区气流加速，高马赫数区域增大。激波前

的气流加速导致激波强度增大。机匣处理后，喷嘴

距离转子叶顶前缘较近，高速射流与主流掺混时间

较短，直接作用于叶顶泄漏涡和主流后到达转子前

Fig. 12 Tip clearance leakage streamline and reverse flow

area (Wz<0) of different casings

Fig. 11 Total performance of compressor between baseline

and casing treatment with different circumferential offset

degree

Table 3 Change of compressor performance with different

circumferential offset degree

Circumferential offset degree/（°）
15（SCT1）
0（SCT2）
-15（SCT3）

ΔISM /%
6.75
5.82
5

ΔηPE/%
-0.92
-1.22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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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时流速较大，虽然有效地抑制了叶顶泄漏涡造成

的堵塞，但 SCT2和 SCT3时转子叶顶前缘附近负荷增

加、激波强度增大，叶背处的气流无法抵抗逆压梯

度，引起叶顶吸力面附面层分离。这是导致 SCT2和
SCT3扩稳效果不及 SCT1的原因。

下面选取转子进出口截面参数沿径向分布进行

分析，观察能否将其与周向偏置后自循环机匣的综

合稳定裕度改进量相关联。从图 14转子出口截面轴

向密流沿径向分布可以看出，处理机匣在时均流场

上对流量沿径向的分配方式做了调整，虽然通过压

气机进出口的流量相同，但不同自循环机匣作用下

相同叶高的基元叶型并不是同一工况。机匣处理

后，转子叶顶区域流量增大，说明叶顶通道流通能力

增强。SCT1在叶顶通道流量的大幅增加，而 40%叶

高以下区域流量大幅减小。SCT2和 SCT3的轴向密

流沿径向分布基本相似。

扩散因子可以表征叶栅的扩压程度，反映叶栅

的负荷水平，同时关联叶栅损失系数，并用其评价叶

栅的极限扩压能力。扩散因子 FD的定义为

FD = 1 - W 2
W 1

+ ΔW
2W 1τ

（3）
式中 W 1为转子进口气流相对速度，W 2为转子出

口气流相对速度，ΔW为相对扭速，τ为稠度。

图 15给出了扩散因子沿叶高的径向分布，可以

看出处理机匣对于叶顶通道的降载作用。Rotor 35
失稳是典型的由泄漏涡堵塞叶顶流道而导致的堵塞

型失速，叶顶区域扩压程度的降低对延缓该转子的

失速发生具有重要作用。但周向偏置正 15°的 SCT1
几乎在整个叶高对转子进行了降载，转子的负荷最

小，虽然压气机的失速裕度增加，但是直接导致压气

机的压比降低。

Fig. 14 Radial distribution of axial density flow in rotor

outlet section of different casing

Fig. 15 Radial distribution of diffusion factor

Fig. 13 Relative Mach number distribution on different cas‐

ing treatment of 99%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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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相对气流角 αRFA为

αRFA = arctan ( W t
W z )· 180π （4）

式中 W t为转子入口截面相对周向速度，W z为转

子入口截面相对轴向速度。

从图 16可看出，实壁机匣近失速工况下，激波脱

体对叶片的进气角有显著的影响。经过激波折转后

气流折转，轴向速度相对周向速度较小，特别是在叶

顶区域，前缘溢流的发生使得进气角明显增大。进

气攻角的增大，叶片负荷增大。按照以往的叶顶喷

气采用周向偏置可以改变转子叶顶进口攻角来进行

分析，自循环机匣 SCT1由于喷嘴出口气流速度在周

向的分量与叶片旋转方向一致，此时为转子叶顶入

口气流提供正预旋，有利于降低转子叶顶攻角；SCT3
则产生进口负预旋。但是采用不同周向偏置角度的

自循环机匣处理后，90%叶高以上区域入口相对气流

角均减小且变化趋势和变化幅度基本相似。

从图 17可以看出，机匣处理前后转子出口总压

沿径向的规律与扩散因子相类似，SCT1由于扩散因

子几乎在全叶高下降，其总压相比较实壁机匣除叶

根一小部分区域外全部下降。而 SCT2和 SCT3叶顶

负荷降低，但 60%叶高以下区域的叶片负荷提高，这

是在总体上维持压气机进出口总压比不变的原因。

泄漏流和主流之间的轴向动量平衡会影响泄漏

涡的运行轨迹。从图 18可知，自循环机匣改善叶尖

流动的另一个原因是提高了转子叶顶通道的入口截

面轴向动量，直观地反映在图 9（b）和图 13中，机匣处

理后泄漏流的周向迁移能力减弱。

转子入口轴向动量受喷嘴出口高速气流影响，

在叶顶部分大幅增大。三种周向偏置角度 SCT1，
SCT2和 SCT3，自循环装置内的循环流量在比较点分

别为主流的 1.340%，1.346%和 1.353%，较为相似。

由图 19可知，叶顶气流从抽吸口进入自循环装

置，SCT1，SCT2和 SCT3的抽吸口入口平均马赫数的

时均值分别为 0.32，0.29，0.27。循环气流经线性桥路

进入喷嘴装置，由于自循环装置采用 Coanda喷嘴设

计，型线设计合理，喷射流能紧贴壁面，且气流在收

敛的喷嘴通道内加速，喷嘴出口气流速度较大。

SCT1，SCT2和 SCT3的喷嘴出口平均马赫数分别达到

了 0.809，0.818和 0.786，故对于转子叶顶区域入口轴

向动量的改变幅度相似，在时均流场上周向偏置并

没有对自循环装置出口气流速度产生影响。

从喷嘴进入叶片通道的高速射流是造成压气机

Fig. 16 Radial distribution of RFA at rotor inlet section

Fig. 17 Total pressure distribution along radial direction of

outlet section

Fig. 18 Radial distribution of axial momentum at rotor

inlet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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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速裕度提升的直接作用因素。但由于转子的旋转，

气流进入抽吸口后会带有一定的周向速度（顺着叶片

旋转方向），导致在桥路的一侧形成一个旋涡结构，造

成桥路内流动的不均匀。这种流动不均匀性会随着

气流进入喷嘴而逐渐消失，从喷嘴出口的马赫数分布

来看，喷嘴出口处的流动沿着周向基本是均匀的。

采用参数化设计并优化后的桥路内流动损失很

小。虽然在桥路中有漩涡流动的存在，SCT1，SCT2和
SCT3 的自循环装置进出口总压恢复系数分别为

0.963，0.965和 0.947。因此可认为三种自循环装置

内的流动相似。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一个转子通过时间内，

时间平均后，自循环机匣的主要扩稳机理在于叶顶

阻塞面积的减小和主流与泄漏流交界面向流道下游

推移，但同时也可以看出不同周向偏置度数的自循环

机匣对转子叶顶的入口攻角和入口轴向动量的作用

规律相似，其扩稳能力差异并没有体现在传统上以回

流量、喷嘴出口速度和自循环装置内的流动损失来关

联扩稳效果的经验规律，这是由于桥路和流场耦合的

非定常过程改善叶尖流动导致的。下面就自循环机

匣对叶顶流场喷射和抽吸的非定常过程进行分析。

在非定常分析中，针对转子扫掠过一个通道时

间内，喷嘴出口平均马赫数、喷嘴出口流量、转子叶

顶吸压力面压强分布、转子叶顶间隙泄漏流流量变

化、自循环装置进出口静压差和抽吸口入口流量的

波动情况及相互作用关系进行分析。

由于自循环装置数目与通道数成 1：1，在单通道

非定常计算中，喷射和抽吸作用对叶顶流场的激励周

期相同。对比图 20（a），（b）可以看出不同周向偏置度

数的自循环机匣，其喷嘴出口平均马赫数峰值相位与

喷嘴出口流量峰值相位相同。而自循环机匣由于桥

路较短，总压恢复系数高，气流能量损失小，喷嘴出口

流量变化能快速响应喷嘴出口平均马赫数的变化。

自循环装置的喷气速度会影响叶片吸压力面的

静压分布。SCT1，SCT2和 SCT3分别在 t17，t14和 t9

Fig. 19 Mach number distribution and streamline distribu‐

tion in different self-recirculating devices

Fig. 20 Histories of the injector outlet parameters within

blade passing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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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喷嘴出口平均马赫数到达峰值，而图 21中 99%
叶高截面吸力面静压分布随时间变化云图显示，吸

力面前缘压力分别在 t17，t14和 t9时刻附近出现低压

斑。高速射流扫略到转子前缘处时，使得叶顶前缘

流动加速，静压降低。

转子叶顶吸压力面的压强分布变化会导致转子

通道内的激波位置和激波强度发生变化。图 21中用

静压突增的交界面来表示激波位置，可以看出自循

环机匣处理后通道激波不同程度地向后推移。转子

吸压力面压差和激波的变化会引起叶顶间隙泄漏流

流量发生变化。

由于抽吸口的起始距离转子前缘 85%轴向弦

长，为消除抽吸口对叶顶间隙泄漏流的影响，泄漏流

流量（Tip leakage flow，TLF）取通过转子叶顶间隙前

75%轴向弦长的流量与主流流量的比值。自循环机

匣对于叶顶间隙泄漏流的抑制直观地反映在图 12中
前缘溢流现象的消失和图 22泄漏流流量的总体下

降。时间平均后，综合裕度改进量越大，叶顶间隙泄

漏流流量越小。

而转子叶顶吸压力面的压强分布、激波位置、激

波强度、泄漏流流量又会直接影响转子叶顶上下游

压差。以自循环装置的喷嘴出口截面和抽吸装置入

口截面来衡量转子叶顶上下游压差。图 23自循环装

置进出口静压差随物理时间步变化的波峰和波谷位

置与图 20（a）喷嘴出口平均马赫数的峰值对应的时

间步一致，由于压力扰动波的传播需要时间，结合图

19自循环装置内的马赫数分布可判断两者的峰值相

差整数倍周期。但桥路本身长度短，在以高速射流

为主导的自循环机匣结构中，自循环装置进出口压

差的快速变化使得喷嘴出口气流速度快速变化。同

时也说明抽吸和喷射作用对于上下游压差变化的响

应过程存在延迟现象。

转子叶顶上下游静压差的变化会影响进入自循

环装置抽吸口的流量和速度。受制于转子内高速气

流可压缩性、抽吸口流速的变化，图 24中抽吸口入口

流量的峰值相位落后于自循环装置进出口静压差峰

Fig. 21 Histories of the static pressure in 99% span suction surface within blade passing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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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相位。抽吸口入口流量峰值在 SCT1，SCT2和 SCT3
三种情况下分别落后于自循环装置进出口静压差 9，
12和 10个物理时间步。时间平均后，三种自循环装

置的进出口静压差值分别为 46901.3Pa，48399.4Pa和
47431Pa，可以看出自循环装置进出口静压差值越

大，其峰值落后的物理时间步越大。

对于自循环装置内部的流动，其进出口流量同

样存在非定常迟滞现象。受桥路长度、气流折转影

响，喷嘴出口流量峰值落后于抽吸口流量峰值，但三

种自循环装置的桥路长度并无明显差距，且装置内

流动状况相似，总体上喷嘴出口流量峰值均落后于

抽吸口流量峰值 11个物理时间步左右。

将以上分析概括为图 25所示的物理模型，在转

子转过一个通道时间内，喷嘴出口气流速度和流量、

叶顶吸压力面压强分布、通道激波、叶顶泄漏流、转

子上下游压差、引气装置回流量和回流速度之间的

影响保持动态平衡，从而使得自循环机匣对叶顶流

场形成一个闭环稳定的激励，最终改善压气机叶顶

通道流动状况。

4 结 论

本文以单转子跨声轴流压气机 NASA Rotor 35为
对象，首先对其失速机理进行分析，再通过施加三种

不同周向偏置角度的自循环机匣研究产生的扩稳效

果差异的原因，得出以下结论：

（1）NASA Rotor 35的失速是由激波和泄漏涡的

相互作用产生的堵塞所导致的，不同周向偏置度

数 的 自 循 环 机 匣 均 能 拓 宽 压 气 机 的 稳 定 工 作 范

围。周向偏置正 15°虽然取得 6.75%的综合稳定裕

度改进量，但会导致压气机出口总压比下降较为

明显。

（2）自循环机匣周向偏置正负 15°后，其扩稳能

力不再遵循传统上以回流量、喷嘴出口速度和自循

环装置内的流动损失来关联扩稳效果的经验规律，

这是由于桥路和流场耦合的非定常过程导致的。且

当自循环装置数目与通道数为 1：1时，在单通道非定

Fig. 23 Histories of the static pressure difference between

inlet and outlet of self-recirculating device

Fig. 22 Histories of the tip leakage mass flow within blade

passing period

Fig. 24 Histories of the bleed port inlet mass flow within

blade passing period

Fig. 25 Unsteady excitation process of self-recirculating

casing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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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计算中，喷射和抽吸作用对叶顶流场的激励周期

相同。

（3）自循环装置出口的高速射流会影响转子吸

压力面静压分布，从而导致通道激波的位置和强度

发生变化，而激波的变化又会对叶顶间隙泄漏流造

成影响。同时吸压力面压强分布、通道激波和叶顶

间隙泄漏流这三者综合起来又会对转子上下游压差

产生影响。自循环抽吸口和喷射口压差的变化直接

导致装置内的循环流量发生非定常波动，影响喷嘴

出口气流速度。自循环机匣对叶顶流场的激励在时

域上是一个非定常闭合过程，各个过程之间存在一

定的迟滞关系，且保持动态平衡。

（4）周向偏置正负 15°后，自循环装置抽吸口和

喷射口的相对周向分布位置不同，但喷嘴出口气流

速度和流量的峰值相位相同，同时转子上下游压差

对于抽吸和喷射作用的响应是迅速的。各个影响

过程的迟滞关系体现在喷嘴出口气流速度和流量、

叶顶吸压力面压强分布、通道激波、叶顶泄漏流、转

子上下游压差、引气装置回流量和回流速度之间的

峰值相位不同，造成对转子叶顶流场的改善程度

不同。

后期将针对压气机失速的物理现象和机制，采

用多通道甚至全通道进行研究。同时对图 25的物理

模型进行定量分析，探究自循环机匣在工程上的逆

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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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探究进气道低马赫数不起动时的振荡特性，本文结合一体化前体/进气道构型，通过

非定常仿真手段，对比研究了来流马赫数变化对进气道低马赫数不起动振荡流场以及飞行器气动力的影

响规律。结果表明：低马赫数不起动时出现了稳定的振荡周期，且周期随着来流马赫数的增大而增长。

由于拥塞发生在喉道处，其振荡流场单纯地表现为口部分离包的涨大和缩小，并且沿程压力的均值和幅

值都呈现出喉道高两头低的分布趋势，而马赫数的增大会加剧此趋势。喘振周期中升力系数CL和阻力

系数CD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反，升阻比曲线则表现为随分离包吐出而增大、吞入而缩小的趋势。CL和CD
随着马赫数增大是整体下降的，但是脉动幅值变化不大，升阻比对马赫数的变化也并不敏感。此外，在

进气道实现自起动过程中，当喉道瞬时流量高于起动时的流量一定程度，口部分离包将完全吞入。但定

常仿真难以准确模拟该吞入过程，因此定常仿真得到的自起动马赫数偏高。

关键词：高速进气道；低马赫数不起动；非定常；气动力；自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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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tart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Speed Inlet at Low Mach
Number and Influence Law of Mach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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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oscil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let unstart induced by the low Mach
number inflow，an unsteady simulation study of a specific integration of the forebody and the inlet was carried
out. A comparison of the oscillation flow field and the aerodynamic force of the aircraft under different incoming
Mach numbers were perform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stable periodic oscillation appears when the inlet is un⁃
start at the low Mach number. And the cycle length of the periodic oscillation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in⁃
coming Mach number. Due to the throttling in the inlet throat，the oscillation flow field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which are the increasing and decreasing stages of the separation bubble in the throat. Meanwhile，the 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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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bution trends of the mean and amplitude of the pressure along the tunnel both exhibit high at throat and low at
both ends. And the increase of inflow Mach number will increase such trend. In the oscillation period，the varia⁃
tion trends of the lift coefficient CL and the drag coefficient CD are quite different，while the lift drag ratio curve is
manifested as the trend of increasing with the throwing up of the separation bubble and decreasing with the swal⁃
lowing of the separation bubble. CL and CD de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Mach number，but the amplitude of pul⁃
sation changes little，and the lift drag ratio is not sensitive to the change of Mach number. CL and CD both de⁃
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Mach number，but the amplitude of oscillation changes little. And the lift-drag ratio is
not sensitive to the change of Mach number. In addition，in the process of self-starting，it is found that once the
instantaneous flow in the throat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tarting to a certain extent，the separation bubble at the
throat can be swallowed completely. Because the swallowing process cannot be simulated by the steady simulation
accurately，the self-starting Mach number obtained by the steady simulation is higher.

Key words：High speed inlet；Low Mach number unstart；Unsteady；Aerodynamic force；Self-start

1 引 言

吸气式高速飞行器具有反应灵敏、使用灵活、有

效载荷大、飞行成本低、可以重复使用等优点，因此

成为了各国在航空航天领域投入巨大人力物力来研

发的热点和关键性技术之一［1-2］，而冲压发动机的性

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飞行器最终能达到的技术高

度。进气道主要功能是为燃烧室提供所需流量、压

力、温度的气流，作为发动机关键性的气动部件，其

正常工作与否将直接决定发动机乃至飞行器的整体

效能的发挥［3］。

不起动作为进气道的一种非正常工作状态，指

的是当进气道的流量捕获特性因内部流态的变化而

发生了改变。自 Oswatitsch等［4］于 1944年首次观测

到超声速进气道的振荡流态（即喘振）以来，已有大

量关于进气道不起动流态方面的研究［5-12］。发现当

高速进气道进入不起动状态时不仅会使流量系数和

总压恢复系数大幅下降，严重影响发动机的推力性

能，甚至伴随通道内急剧振荡的波系及压强产生的

周期性的力载荷和热载荷，飞行器的结构会被破坏，

控制难度大大上升［13］。所以有必要对高速进气道的

不起动状态进行研究，分析产生不起动的机理，探究

避免不起动应该采取的措施。

基于现有的研究发现，由于高速进气道结构的

多样性，以及外部条件都不尽相同，所以引起进气道

不起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两种：（1）来

流马赫数远低于设计马赫数或者内收缩比过大，导

致捕获的气流不能全部通过喉道，在喉道处发生壅

塞。（2）下游反压过大，压缩波系无法在进气道内正

常建立，进而发生流动壅塞。由于后者流场振荡剧

烈、对发动机和飞行器的破坏更大，且实验难度较

低，因此目前关于高速进气道不起动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该部分，对其典型的高压气流积蓄及口部波系

运动过程取得了一定的认识［14-20］。

相对的，对于低马赫数来流引起的不起动问题

中流动振荡则研究的较少。在仅有的相关研究中，

基本均是在假设流场为定常状态下开展的［21-24］，但是

在实际的非定常流场中是否会有类似下游堵塞引起

的流动振荡现象以及振荡是否存在主频，都未有定

论。此外，目前不起动研究多是针对单独的进气道，

不起动流态对前体/进气道一体化飞行器气动特性的

影响还鲜有涉及。本文结合一体化前体/进气道构

型，通过非定常仿真手段，对比研究了来流马赫数变

化对进气道低马赫数不起动振荡流场以及飞行器气

动力的影响规律。

2 研究对象和仿真方法

2.1 研究对象

图 1为本文所研究的下颔式布局进气道，其结构

为一旋转体飞行器前体外加内转式进气道，整体结

构左右对称。进气道捕获面积 0.098m2，总收缩比

6.37，进气道设计马赫数为 6.0。由于本文并不涉及

具体的飞行器结构设计，气动力计算结果只是用于

作为不同状态的横向对比，因此为了便于计算和对

比，气动力计算所选取的参考面积统一为 1.0m2。

2.2 计算方法

计算利用 FLUENT软件中基于密度的 N-S方程

求解器，考虑到无侧滑条件下模型及流场具有对称

性，为了减少运算时间，选取了模型及整个流动区域

的一半作为仿真的计算域。采用 Ansys ICEM进行结

构网格划分，以六面体网格为主，整个计算域内的网

格总数约为 560万。为了适应黏性和激波捕捉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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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近壁附面层区采用了等比加密网格技术，进气道

通道内的网格也相对较密（图 2）。仿真选用了 k-ω
SST湍流模型，壁面 y+在 1.0左右。采用二阶隐式格

式进行非定常仿真，时间步长 0.1ms，每时间步的最大

子迭代次数设置为 1800以保证每个子时间步均能收

敛。计算过程中，对进气道出口处的质量流量及进

气道喉道马赫数进行了监测，当监测曲线出现明显

的周期性波动，结束运算。仿真中为了获得飞行器

气动力的变化，还实时记录了飞行器的升阻力动态

变化过程。

由于无具体的应用背景，因此人为选取了飞行

高度 26km 的状态，对应的来流静压 2188Pa，静温

222.5K，飞行器的攻角始终为 6°。为了复现进气道低

马赫数不起动的过程，所有的仿真均由 Ma03.0时的

进气道不起动流场作为初场计算，之后模拟的加速

过程也只改变来流的马赫数，其余来流条件以及攻

角均不变。

2.3 算例验证

为了校验本文所采用的非定常仿真计算方法是否

适用于高速进气道不起动振荡流场的计算，以文献

［14］中实验结果作为仿真校验依据，对其中的二元高

超声速进气道（图 3）不起动流场进行仿真计算。考虑

到模型及流场具有对称性，因此选取了一半模型进行

仿真网格划分，主要是六面体网格，对局部网格进行了

加密，整个计算域内的网格总数约为 350万（图 4）。

为了系统校验所采用的数值方法，对上述进气

道的起动状态进行了定常仿真研究，并和试验结果

进行对比。之后对该进气道的不起动过程进行了非

定常仿真研究，并从流场结构、压力振荡特性等方面

和试验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

2.3.1 起动流态

采用定常数值模拟对该进气道的起动状态进行

了仿真研究，并和已有试验结果进行了对比。图 5
（a）为来流马赫数 4.92，出口处堵块完全放开（TR=
0%）时的试验及仿真纹影对照图，可以看到仿真纹影

图中的压缩激波、诱导激波、反射激波、脱体激波以

及后台阶自由剪切层等和试验结果吻合得非常好，

两者获得的波系结构一致。图 5（b）为起动状态下壁

面静压沿程分布图，可以看到仿真和试验的沿程压

力也基本重合。

2.3.2 不起动流态

借助上文介绍的非定常仿真方法，对试验中 TR=
58%下的不起动振荡流场进行了非定常仿真计算。

试验中高速纹影和瞬态压力测量检测到流场中出现

了一定幅度且频率稳定的流场振荡，其振荡频率约

为 221Hz（图 6），周期为 4.52ms。同样的，为增强和试

验结果的可对比性，仿真中同样对试验测点位置的

压力进行了实时监控和输出。在下游堵塞引起的不

起动振荡中，通道内流量在出口处存在快速的积蓄

和泄除，因而位于最下游的 C14测点压力脉动幅度是

最大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图 6给出了最能表征进

气道大喘振荡特性的通道内最下游测点 C14的仿真

压力时间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到仿真获得了近

10个完整的振荡周期，且周期的重复性很好。由此

可测得仿真喘振周期长度约为 4.49ms，和试验所测得

的周期相差无几，可见所采用的非定常仿真方法对

Fig. 4 Schematic diagram of wall grid

Fig. 3 Experimental model and specific position of each

measuring point on the model

Fig. 1 Structure diagram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forebody

and the inlet of hypersonic vehicle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grid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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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振频率的预测还是较准确的。

图 7给出了某个振荡周期中口部分离包处于最

小和最大状态的实验和仿真纹影对比以及此刻的沿

程压力对比图，可以看到仿真计算对口部分离包的

形态变化过程模拟和实验非常接近，沿程压力分布

趋势也相近。综上可见，所采用的仿真方法无论是

在对喘振周期的预测、还是对流场动态演化过程的

模拟均具有一定的精度和可信度。

3 结果与分析

3.1 低马赫数进气道不起动振荡现象

图 8给出了飞行器由 Ma03.0加速至 Ma04.5时定

常仿真的进气道流场结构，图中的黑色虚线为 Ma=

1.0等值线。可以看到在进气道内收缩段前存在一个

巨大的低速分离区，其分离诱导激波位于唇罩前缘，

这导致了进气道入口处的较大溢流，此时进气道处

Fig. 5 Contrast diagram of test and simulation schlieren

and pressure along the path

Fig. 7 Comparisons between test and simulation in

schlieren and pressure of a single surge period

Fig. 6 Pressure time curve of C14 measuring point in

simulation

Fig. 8 Structure of unstart flow field under Ma04.5

condition (steady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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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典型的不起动状态。

在上述定常流场的基础上开展了 Ma04.5下的非

定常仿真计算，图 9给出了进气道喉部以及扩张段最

下游喷管出口处的流量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可以看

到，喉道流量出现了周期性振荡现象，且周期性良

好，这表明伴随着进气道低马赫数不起动也出现了

明 显 的 周 期 性 流 场 振 荡 。 单 个 振 荡 周 期 大 约 长

13.9ms，即振荡频率约为 71Hz，喉道处的流量脉动幅

值则达到了 1.23kg/s，达到了理论捕获流量（2.26kg/s）
的 55%，可见该振荡对发动机的影响不可忽视。

为进一步分析不起动流场结构的时间演变，图

10给出了图 9中截取的单个完整振荡周期内典型时

刻的对称面流场马赫数等值线图。如图 10所示，整

个喘振周期内口部波系均处于运动阶段，在 t=34~
40ms这段时间内，分离包逐渐增大并向上游扩张，分

离诱导激波也随之向上游移动，逐渐远离唇罩前缘。

由此进气道入口处溢流量逐渐增大，进入进气道的

流量逐渐减小。可以看到，t=40ms时刻进气道内压

缩段入口处分离包规模最大，完全充满入口处空间，

其前缘诱导激波最靠近上游位置，此时溢流最大，进

气道的捕获流量最小，对应于图 9的流量变化曲线即

表现为从波峰逐渐减小直至波谷的过程。从 t=40~
47.8ms这段时间的变化趋势则相反。由于进入内通

道的气流减少，随着时间推移分离包逐渐变小并向

下游移动。同时，其诱导激波也向下游移动，逐渐靠

近唇罩前缘、溢流量减小，进气道的捕获流量增大。

从而图 9中的流量变化曲线表现为从波谷逐渐上升

直到波峰。如此一个完整的流场振荡周期完成，之

后就是下一个振荡周期的开始。上述振荡过程和另

一类进气道出口流动壅塞导致不起动振荡的过程有

所不同，后者除了存在上述的口部波系运动阶段，还

有一个独立的内通道流量积蓄阶段［14，20］。但是由于

喉道到进口的通道长度远小于到进气道出口的长

度，因此难以形成类似明显的流量积蓄过程，而是完

全耦合在了口外波系运动中。

图 11给出了一个振荡周期内不同时刻，对称面

壁面的压力沿程分布曲线。可以看到，沿程压力无

论是均值还是幅值均以喉道为中心呈现一种中间高

两头低的分布趋势。这表明此时进气道在喉道处出

现了明显的流动壅塞，这也正是进气道低马赫数不

起动的原因。在 t=34~40ms，喉部的压力峰值逐渐降

低。原因在于进气道内收缩段入口处的分离包逐渐

Fig. 10 Mach number contour of symmetrical plane under

Ma04.5 condition with time varying

Fig. 9 Flow time curve of throat and nozzle outlet under

Ma04.5 condition with unstart osci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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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并向上游移动（图 10），导致溢流量增大，相应的

到达喉部的流动壅塞程度就会减弱，最终使喉部压

力峰值下降，这与流量曲线（图 9）的变化规律也相

符。随后伴随喉道逆压梯度的降低，分离包也随之

缩小、捕获流量增大，流动壅塞程度加剧，壁面压力

峰值也上升（t=40~47.8ms）。此外，图 11中还对比给

出了进气道在 Ma04.5直接起动时的壁面压力分布。

在低马赫数不起动中，由于口部分离包的存在，进气

道进口前的压力是要明显高于起动时的。但在口部

激波推出、喉道壅塞程度降低的过程中，不同于起动

时气流在到达喉道前将被一直压缩、压力升高，来流

绕过分离包进入进气道后不久压力就开始下降，进

而导致进气道进口后的压力整体比起动状态下的壁

面压力还要低。这一点跟进气道出口堵塞的不起动

喘振中，通道内的压力水平是要整体高于进气道起

动通流值是不相同的［14，20］。

进气道作为一个增压部件，其沿程高压分布的

动态变化必然会对飞行器的气动力带来巨大的影

响，上文所描述的流场非定常特性也将体现在气动

力的变化上。图 12给出了单个喘振周期内的飞行器

升力系数 CL，阻力系数 CD以及升阻比 k的时间变化曲

线。由前文的分析可知，因不起动出现在喉道前的

分离区内压力是要明显高于其他部位的，也即是说

停留在喉道前的分离区高压将是主导整个飞行器气

动力变化的主因，因此接下来本文的气动力分析主

要是结合其不起动振荡流场开展的。首先看到升力

系数的变化规律，相对比较复杂。在喘振周期的初

期（t=34~35.8ms），口部分离包在迅速扩大（图 10），压

缩面因感受到分离包高压的面积增大，升力明显升

高。但随着分离包逐渐充满了进气道内收缩段（t=
35.8~38ms）（图 10），内收缩段压缩面侧及唇罩侧压

力均出现明显增大，而唇罩侧的压力升高会平衡压

缩面侧高压所带来的升力增益。并且随着进口流量

的减小，流动壅塞得到缓解，分离包区内压力出现下

降（图 11），这会使得升力出现下降趋势（图 12）。在

之后的分离包运动过程中（t=38~44ms），分离包覆盖

面积大小和分离包内压力高低呈现出此消彼涨的变

化趋势（图 10和图 11），在这两者共同作用下飞行器

升力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围内。在喘振周期的

最后，分离包逐渐吞入通道内，其覆盖压缩面的面积

大幅减小，进而导致了升力的大幅下降。

但阻力系数的变化规律却和升力系数的变化规

律有所不同，随着分离包的增大（t=34~40ms），阻力

系数并未如预期所想的出现和升力系数类似的升

高，反而是不断降低。反之，在分离包减小阶段（t=
40~47.8ms），阻力系数将不断升高。结合图 11中的

压力分布猜测，这主要是由于阻力是由壁面压力与

其在流向投影面积的积分所决定的。而在进气道肩

部上下游均分布有高压区（图 11），这导致分离包在

增大/缩小过程中，高压区在流向面积投影的变化要

远小于其在飞行高度方向投影的变化，因而高压区

内压力的变化规律则决定了飞行器阻力系数的变化

规律。最后对比单个喘振周期内 CL和 CD的变化规

律，可以看到两者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反，呈现此消彼

长的变化规律，且极值出现的时间并不相同。因此

最后的升阻比曲线表现为随着分离包的吐出增大，

吞入缩小的整体变化趋势，其振荡幅值达到了 1.7。

3.2 马赫数对低马赫数不起动振荡特性影响规律

为了探究进气道低马赫数不起动时的振荡特性

变化规律，以及最后实现达到自起动马赫数时的流

场特性，下面重点对比了来流马赫数变化对进气道

低马赫数不起动振荡流场以及飞行器气动力的影响

Fig. 12 Time varying curve of lift coefficient, drag

coefficient and lift drag ratio of aircraft in a single surge

period under Ma04.5 condition

Fig. 11 Pressure distribution along the wall at different

times under Ma04.5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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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及其中的流动机理。

3.2.1 来流马赫数影响规律

为了探究在进气道自起动前，随着来流马赫数

的增加，进气道不起动振荡流场特性的变化规律，在

上节 Ma04.5结果的基础上，保持飞行高度及姿态角

不 变 ，逐 渐 增 大 来 流 马 赫 数 至 Ma05.0，Ma05.2 和

Ma05.35。利用 2.2节所介绍的非定常仿真手段获得

了上述马赫数下进气道的低马赫数不起动流场动态

演变过程。

图 13给出了上述典型马赫数下的进气道喉部及

喷管出口流量变化曲线，可以看到两者都出现了稳

定的振荡周期，且喷管出口的流量变化曲线明显滞

后于喉道的，这说明此时的流量壅塞依旧是发生在

喉道附近。因此下面将主要针对喉道的流量变化曲

线特性进行分析，具体如表 1所示，为了增强对比，还

将Ma04.5下的相关数据加入到了表 1中。

基于表 1中的流量振荡特性可以看到，虽然进气

道均处于低马赫数不起动状态，但是随着来流马赫

数的增大，喉道的壅塞程度逐渐减小，不起动流场振

荡周期明显增大。这有点类似于进气道下游出现流

动壅塞导致的大喘不起动振荡周期变化规律［14］，随

着下游堵塞度的减小，不起动振荡周期同样也会逐

渐增大。再进一步细分的话，以喉道流量的极值出

现将周期划分为流量下降区间以及流量上升区间，

可以看到前者随着马赫数的增加明显增长，但是后

者对马赫数的改变却并不敏感。

结合 Ma04.5的分析结果可知，喉道流量下降区

间对应着口部波系被推出的过程，喉道流量上升区

间则对应着口部波系回退的过程。图 14和表 2给出

了典型马赫数下的进气道口部分离包处于最小和最

大形态时的流场结构以及分离包位置信息。从分离

诱导激波和唇口的相对位置可以看到，加速过程中

该运动激波始终位于进气道唇口上游，因此进气道

捕获流量始终都未达到起动时的水平。而这也是喉

道壅塞导致的不起动流动一大特点，由于口部分离

包无法完全吞入的原因，因此进气道振荡过程中的

捕获流量是要始终低于进气道起动时的。

进一步对比看到，随着马赫数的增加，喉道壅塞

程度降低，口部分离包向上游蔓延程度是逐渐减小

的，即分离诱导激波最上游位置不断后退（表 2），伴

随而来的分离包吞入喉道的程度也是不断上升的，

即分离诱导激波最下游位置不断后退（表 2）。此外，

综合分离诱导激波的运动上下限，分离包的运动范

Table 1 Flow oscil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nlet throat under different Mach number

Parameters
Mach number
Period/ms

Length of throat flow falling section/ms
Length of rise section of throat flow/ms

Maximum flow of throat mpeak/Capture flow mcap
Minimum flow of throat mvalley/Capture flow mcap
Throat flow pulsation Δm/Capture flow mcap
Starting throat flow mstart/Capture flow mcap

Value
4.50
13.9
6.22
7.68
0.73
0.19
0.54
0.93

5.00
13.8
6.64
7.16
1.03
0.25
0.79
1.03

5.20
15.3
8.64
6.67
1.13
0.30
0.83
1.07

5.35
18.6
10.94
7.70
1.17
0.35
0.82
1.10

Fig. 13 Time varying curve of flow rate at throat and

nozzle outlet when inlet unstarting under typical Mach

number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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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随马赫数增大也是增大的（表 2）。从非定常运动

激波角度来分析，随着来流马赫数的增加，相同情况

下分离诱导激波逆来流向前运动的绝对速度是降低

的。并且随着来流马赫数增加，流量捕获不断增加，

这其实也抑制了喉道壅塞的缓解。在上述多因素的

共同作用下，导致口部激波外推的时间明显增长。

反之，口部激波回退过程中，来流马赫数的增加则会

加快激波的回退速度，且流量捕获的增加也会加速

喉道流量的堆积，但激波运动距离仍旧是增长了。

在这些因素的博弈下，呈现出口外激波回退速度并

未发生明显变化。

依旧回到表 1中，为了对比分析不起动阶段流量

脉动随马赫数的变化关系，本文以各马赫数下的捕

获流量 mcap对其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图 15）。从趋势

上看，喉道峰值无量纲值 mpeak/mcap和谷值流量无量纲

值 mvalley/mcap均随马赫数出现了增长，脉动流量的无量

纲值 Δm/mcap则是先快速增长，后基本维持不变。为

了增强对比，图 15还给出了进气道起动时的无量纲

喉道流量 mstart/mcap曲线，可以看到在 Ma05.0以下，进

气道起动时的喉道流量是要大于不起动时喉道的最

大流量，这个很好理解。但是随着马赫数不断升高，

两者大小关系发生了改变，不起动时的喉道最大流

量甚至高过了进气道起动时的值。这一方面是得益

于马赫数增加使得进气道流量捕获能力整体上升，

另一方面分离包在缩小过程中其内的高压气不断在

经过喉道向下游排出，而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使得

喉道流量的瞬时值甚至超过了进气道起动时的流

量。但是即使如此，分离诱导激波仍是位于唇口前

的，进气道仍不能完全把该分离包吞入，进而无法实

现自起动。

图 16给出了不同马赫数下单个振荡周期内不同

时刻对称面壁面的压力沿程分布曲线。发现只要是

低马赫数不起动时，沿程压力的均值和幅值都是呈

现出中间高两头低的分布趋势。而随着来流马赫数

的增高，喉道处的压力峰值明显提升，也即分离包最

大时刻通道内压力逐渐增大。与此同时，喉道处的

压力谷值也是逐渐增大的，和进气道起动时的内通

道压力分布水平逐渐接近。这也说明，随着马赫数

的增大，进气道口部分离包最小时的流场将和进气

道起动时的流场越来越接近。

上文所描述的马赫数改变对流场结构的影响同

样也会体现在飞行器气动力参数的变化上，表 3列出

了不同马赫数下的飞行器气动力参数。随着来流马

赫数的增大，口外激波向上游运动距离受限（表 2）以

及喉道壅塞下降的作用下，飞行器的升力系数以及

阻力系数均是整体呈下降趋势的，但是幅值并未发

生太大的变化。与此同时，升阻比也随着升力和阻

力系数的同时下降而并未出现明显的变化。

3.2.2 进气道自起动动态过程

在上一节 Ma05.35的流场的基础上，继续增大来

流马赫数，期望获得进气道自起动的的动态过程。

Fig. 14 Contour map of Mach number of symmetrical

plane at the time of minimum / maximum state of separation

bubble under different Mach number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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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来流马赫数增加至 Ma05.4时，图 17给出了仿真中

对进气道喉道流量的时间监控曲线，可以看到仿真

中并未捕捉到类似于上文中稳定的振荡周期。流量

曲线在出现了两个不规则的振荡周期后，其脉动值

开始趋向于稳定不变，且喉道处流量曲线和喷管出

口流量曲线开始重合。进一步结合此时的进气道流

场，可以断定进气道最后实现了自起动（图 18）。为

了更加直观地体会整个自起动过程，图 19中给出了

分离包吞入过程中典型时刻的流场结构图。注意到

进气道口部分离包在吞入过程中，分离诱导激波波

足逐渐回退，且不同于图 14中的分离诱导激波和前

体压缩波相交的流态，该工况下的分离诱导激波逐

渐和前体压缩波脱离开来（t=44~46ms），直至最后分

离诱导激波进入唇罩内。此刻正如上文所分析，进

气道已恢复正常流量捕获，但由于喉道处的流量比

进口捕获流量大到一定程度时，喉道处会对分离包

产生了一股足够强的吸力，促使分离包被完全吞入。

从图 17中的流量曲线可以看到，分离包吞入前喉道

处的最大流量达到了最后起动捕获流量的 1.11倍。

在本小节中还尝试采用定常仿真手段对 Ma05.4
工况的流场进行计算，发现定常计算下进气道并未

实现自起动，而是仍处于不起动状态（图 20），可以明

Table 2 Position information of separation bubble under different Mach number

Mach number
4.50
5.00
5.20
5.35

Separation shock movement distance
at lip/mm
730
846
848
853

Most downstream position of
separation induced shock/mm

1991
2090
2153
2167

Most upstream position of
separation induced shock/mm

1261
1244
1305
1315

Fig. 16 Pressure distribution along the wall at typical times

under different Mach number conditions

Table 3 Aerodynamic parameters of aircraft under

different Mach numbers

Parameter
Mach number

Maximum lift coefficient/10-2
Minimum lift coefficient/10-2
Lift coefficient amplitude/10-2
Maximum drag coefficient/10-2
Minimum drag coefficient/10-2
Drag coefficient amplitude/10-2

Maximum lift drag ratio
Minimum lift drag ratio
Amplitude of lift drag ratio

Value
4.50
15.88
10.59
5.29
6.12
3.95
2.17
3.42
1.74
1.68

5.00
15.67
8.71
6.96
5.75
3.64
2.11
3.67
1.52
2.15

5.20
14.45
8.37
6.08
5.49
3.71
1.78
3.69
1.54
2.15

5.35
14.19
8.23
5.96
5.41
3.47
1.94
3.55
1.54
2.01

Fig. 17 Time varying curve of flow rate at throat and

nozzle outlet under Ma05.4 unsteady simulation

Fig. 15 Dimensionless throat flow curve under different

Mach number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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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地看到进气道口部被大分离区所占据。结合上文

的分析可知，分离包非定常振荡导致的进口捕获流

量和喉道流量的差异才使得分离包被吞入，而定常

仿真难以准确模拟该过程，进而会导致出现定常计

算得到的自起动马赫数偏高的情况。这在之后的进

气道起动性能评估中需要注意。

4 结 论

通过本文研究，获得以下结论：

（1）对于文中的进气道构型，在 Ma4.5出现了低

马赫数不起动，并伴随着 13.9ms的周期性振荡，喉道

处流量脉动甚至达到了理论捕获流量的 55%。随着

来流马赫数的增大，分离包涨大过程时间的明显增

长直接导致振荡周期的增长以及喉道处流量脉动幅

度的增大。

（2）低马赫数不起动时的沿程压力均值和幅值

都是呈现出喉道高两头低的分布趋势。马赫数的增

大会增大喉道处的峰、谷值压力，且进气道口部分离

包最小时的压力分布将和进气道起动时的越来越

接近。

（3）对于本文构型，喘振周期中升力系数 CL和阻

力系数 CD随分离包涨大/缩小的变化规律大致相反，

且极值出现的时间并不相同。因此，最后的升阻比

曲线表现为随分离包的吐出增大，吞入缩小的变化

趋势。来流马赫数的增大，使得升力、阻力系数整体

呈下降趋势，但是幅值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且升

阻比也随着升力和阻力系数的同时下降而并未出现

明显的变化，一直在 1.5~3.6附近变化。

（4）在进气道实现自起动过程中，发现当喉道瞬

时流量较进气道起动时流量达到起动捕获流量的

1.11倍后，口部分离包才完全吞入。而这个动态过

程，定常仿真难以准确模拟，进而会出现其得到的自

起动马赫数偏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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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马赫数涡轮发动机射流预冷特性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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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气液相变冷却机制为切入点，开展高空模拟试验进气预冷段内水-液氧射流冷却的数值

分析，考虑真实雾滴颗粒运动的热力现象，基于欧拉-拉格朗日多相流方法解析气液两相热质传输过程，

分析水-液氧混合射流对高马赫数涡轮发动机预冷段内流动及换热特性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水-液氧

射流雾化蒸发的效果具有即时性，基于水雾-水蒸汽比热大和汽化焓高的特点，水雾浓度对主流总温降

和总压恢复占主导性；而液氧浓度有利于降低湿空气的热流密度。在射流浓度 2%~8%时，预冷段总压

降系数为0.84%~1.27%，总温降系数为2.15%~15.12%，即温降为12.92~90.89K。为平衡高空高马赫数时

冷却水和液氧的需求，需控制水-液氧的射流比例，建议液氧射流量小于 60%的总射流浓度。在“40%
水~60%液氧”的射流比例时预冷段内流动和传热特性达到局部最优。在发动机物理转速不变时，射流

冷却后预冷段内湿空气来流质量流量增幅 0.22%~9.39%，其中空气和水蒸汽含量的贡献份额分别约为

71.8%和28.2%。因此，射流预冷有利于涡轮发动机在高马赫数时具有更高的加速度。

关键词：预冷涡轮基发动机；预冷段；高温进气；射流预冷；液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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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 Injection Pre-Compressor Cooling Characteristics
in High Mach Number Turbine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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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ass injection precooled turbine-based engine has an important demand for cooling water
and liquid oxygen at high altitude and high Mach number. A numerical analysis of water liquid-oxygen injection
cooling was conducted in the pre-cooling section of high-altitude simulation test inlet air，which was based on
the gas-liquid phase change cooling mechanism. Considering the thermodynamic phenomenon of the real droplet
movement，the flow field characteristics during the heat and mass transfer process of gas-liquid two-phase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Eulerian-Lagrangian multiphase flow method. The effects of water-liquid mixture in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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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low and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e-cooling section were discussed in a high Mach number tur⁃
bine engin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 of atomization evaporation of water liquid-oxygen injection is instanta⁃
neous. Based on the advantages of large specific heat and vaporization enthalpy of water mist，water injection con⁃
centration is dominant to the total temperature drop and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of the mainstream，while liquid
oxygen injection concentration is beneficial to reduce the heat flux density of wet air mixture. When the mass in⁃
jection concentration is in the range of 2%~8%，the total-pressure drop coefficient is 0.84%~1.27%；then，the
total-temperature drop coefficient ranges from 2.15%~15.12%，that is，the temperature drop is 12.92~90.89K.
To balance the demand of cooling water and liquid oxygen at high Mach number，it is necessary to control the wa⁃
ter-liquid oxygen injection ratio. Especially，the mass flow rate of liquid oxygen recommends not to be higher
than 60% of the total mass injection concentration. Moreover，the flow and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e-
cooling section are locally optimal when the mass injection ratio is‘40% water-60% liquid oxygen’. When the
physical speed of the engine remains unchanged，the inflow mass flow rate of wet air mixture increases by 0.22%~
9.39% within the precooling section after mass injection pre-compressor cooling. For an increasement in mass
flow，the contribution shares of dry air and water vapor are about 71.8% and 28.2%，respectively. Therefore，mass
injection pre-compressor cooling is conducive to a higher acceleration of turbine engine at a high Mach number.

Key words：Precooled turbine-based engine；Pre-cooling section；High-temperature inlet air；Mass in⁃
jection pre-compressor cooling；Liquid oxygen

1 引 言

涡轮基冲压组合循环发动机（TBCC）在高空高马

赫数工作环境时，涡轮发动机与冲压发动机之间的

动力衔接是一个关键难题，其中高温进气是影响涡

轮发动机性能的重要因素，进而进气预冷技术成为

主攻的方向之一［1-2］。将预冷技术与涡轮发动机结合

并可应用于其他发动机之间组合，称为预冷涡轮基

发动机。通过预冷降低来流温度，改善发动机各部

件工作条件，缓解发动机机内部高温防护的问题，使

涡轮发动机不受限于更高的飞行高度和马赫数。当

预冷涡轮基发动机（Precooled turbine-based engine）
工作马赫数达到 3以上时，也称为高马赫数涡轮发动

机［3-4］。区别于传统涡轮发动机，预冷涡轮基发动机

的新颖之处在于引入了进气预冷装置，实现进气冷

却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压气机/风扇前喷注冷

却介质（水和液氧）［5］，二是在发动机前端加装换热

器［6］。通过对比发动机进气预冷系统的特征，将现有

技术归纳为三种类型：燃料预冷技术、超临界工质预

冷技术和射流预冷技术，典型的代表分别是吸气式

涡轮冲压膨胀循环发动机［7］、协同吸气式火箭发动

机［8］和 射 流 预 冷（Mass Injection and Pre-compressor
Cooling，MIPCC）技术［5］。由于射流预冷对涡轮发动

机的推力扩展和短期可实现等因素，被认为是发展

高马赫数飞行器动力最有效的技术途径之一［9］。

1950年初，美国研究机构为扩展现有发动机的

推力，首次提出在涡轮发动机压气机/风扇前增加射

流装置［10］；利用冷却工质的汽化潜热降低来流空气

温度［11-12］，并将高比热容的液态水确定为最佳冷却工

质［13］。一方面通过理论计算发现，采用 MIPCC技术

可使涡轮发动机飞行包线扩宽到马赫数 6以上［14］；另

一方面基于地面模拟高空进气射流冷却的试验发

现，射流预冷涡轮发动机可以实现马赫数 0.9~4的飞

行包线［5，13］，并在 0.6% 的喷水率时气流温度降低

130K，推力增加 14%。在飞行马赫数 4时，Carter和
Balepin等提出“以液态水为主导并带有 25%~35%液

氧量”的冷却方案以改善发动机在极端条件下燃烧

稳定性。1990年初停止了射流预冷 TBCC（MIPCC-
TBCC）的研究［15］。然而，现阶段 TBCC高超声速推进

成为各国激烈竞争的利器，而前人关于预冷却 TBCC
发动机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和试验基础［1］。针对液滴

汽化蒸发现象，Kim等［16］和 Lin等［17］均证实了液滴与

主流空气传热传质的热力过程对发动机性能的改善

具有积极作用。为此，MIPCC系统联合现有涡轮发

动机构成预冷涡轮基发动机循环系统，必然增加发

动机重量及相关附件系统复杂程度等问题，但其改

造具有成本低、成型快的潜在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

有利于发动机适应高空高马赫数的工作环境。然

而，先前的研究很少关注液氧和液态水的进气射流

冷却时流场特征，射流冷却后温度和压力的沿程变

化尚未完全了解。

针对高马赫数工作时预冷涡轮基发动机喷水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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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量大、高空氧浓度不足的问题，基于文献［18-19］
的研究基础，本文以进气射流相变冷却的气液耦合

作用机制为切入点，重点研究以液态水和液氧作为

组合冷却工质时，射流浓度对高马赫数涡轮发动机

预冷段内高温进气流动及换热特性的影响。首先建

立高空高温模拟环境下气-液流态非平衡蒸发相变

冷却耦合过程的数学模型；以此为基础，通过分析高

马赫数飞行工况时射流冷却后预冷段内多相混合工

质组分的变化规律、温度分布均匀性、气动阻力特性、

气液流态传热传质效率等，从而揭示液态水和液氧射

流浓度对高马赫数涡轮发动机进气特性的影响规律。

2 研究对象及方法

2.1 射流预冷的热力模型

针对涡轮基冲压组合循环发动机中高温进气制

约和恶化涡轮发动机性能的问题，本文开展高马赫

数涡轮发动机进气射流预冷的研究。由于涡轮基发

动机工作在高空高马赫数条件下，为避免对进气道

内流动所造成的扰动，射流冷却技术是在进气道出

口与压气机/风扇入口之间加装射流装置，该流域称

为预冷段。假设经过进气道的减速作用，进气道出

口气流速度可降为亚声速范围，但气流温度仍然很

高。因此，本文所研究射流冷却均是在亚声速、高温

来流条件下。针对预冷段内射流冷却的特点，其实

质上是气液两相传热传质的现象。图 1给出预冷段

内高温空气与低温雾滴之间热交换过程的原理图。

假设把预冷段当成一个绝热的控制体（见图 1），

根据射流预冷在预冷段内的热力过程，建立预冷段

内射流冷却的能量守恒方程［9］，其定义如下

m air, 1·h1 (T1 ) + mwater, 3·hwater, 3 = (m air, 2 + m vapor, 2 )·h2 (T2 p2 )
（1）

式中下标 1，2和 3分别表示预冷段进口、预冷段

出口和喷水入口处的位置；mair，mwater，3和 mvapor，2分别为

空气、水和水蒸汽的质量流量；T1和 h1分别为进气道

出口/预冷段进口处温度和焓值；T2和 h2分别为压气

机进口/预冷段出口处湿空气温度和焓值。

通过式（1）可以确定射流冷却单位质量流量的

来流空气降低到温度 T2 所需的冷却水量，则上式

变为

wwater, 3 [ c̄p,vapor (T2 - T s,water, 2 ) +
c̄ p,water (T s,water,2 - Twater, 3 ) + r ] = h1 (T1 ) - h2 (T2 ) （2）
wwater, 3 = mwater, 3 /m air,1 = 0.622·p vapor,2 /p2 （3）

式中 wwater，3为水气比；c̄ p，water，c̄p，vapor分别为预冷段

内液态水和水蒸汽的平均定压比热容；Ts，water，2为预冷

段出口处液态水的饱和温度；Twater，3为液态水进入预

冷段时初始温度；r是液态水蒸发时所吸收的汽化潜

热；pvapor，2和 p2分别是预冷段出口处水蒸汽和空气的

分压力。

由此可见，射流预冷后工质属性发生变化，由干

空气、雾滴颗粒及水蒸汽所组成多组分耦合的流场。

为避免极端工况下引起燃烧熄火极限，考虑液氧射

流的需求，针对射流相变冷却机制，本文重点分析高

空模拟进气条件下液氧-液态水组合工质对进气流

动和换热特性的影响。

2.2 预冷段计算模型及边界条件

通过简化，图 2给出高马赫数涡轮发动机高空模

拟试验进气预冷段的物理模型，射流装置安装在预

冷段的前端。为改善进气流动阻力和充分冷却，喷

水杆为翼型结构，共采用 123个喷嘴均匀阵列在前后

交错布置的两个射流回路，A和 B分别设置为液态水

和液氧的通道回路。预冷段轴向长度与进口直径的

比值为 3/16，喷水杆上每一喷嘴为正向喷射，实心喷

嘴雾化半锥角为 40°。
为改善网格质量，将喷雾计算域采用非结构化

网格，其余计算域为结构化网格，并合并二者交界处

混合网格的节点，如图 3所示。依据所选用高雷诺数

Fig. 1 Heat exchange process for water injection cooling in

the pre-cooling section

Fig. 2 Structure diagram of pre-cooling section in a

precooled turbine-based combined cycle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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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G k-ε湍流模型［20］的特点，对圆筒和喷水杆近壁的

网格加密，调节 Y+值在 30~100，保证近壁第一层网格

节点位于主流的湍流核心区。经计算网格数量对求

解结果的敏感性检验后，给定本文计算网格单元总

数约为 837万。

根据飞行高度 H=18km和工作马赫数Ma=3的高

空状态参数，确定高空模拟试验进气预冷段的边界

条件。由此，给定预冷段进口总压 220.7kPa，总温

601.3K，背 压 207.154kPa，来 流 干 空 气 质 量 流 量 为

71.64kg/s。壁面为绝热、无滑移边界条件。喷嘴雾化

的射流速度为 60m/s，并采用 Rosin-Rammler平均直

粒径法［21］描述雾化初始时刻时不同液滴粒径 dp的权

重分布，如图 4所示。液氧参数在喷嘴初始喷射时刻

仍高于临界压力和临界温度，使液氧以细小颗粒雾

化射流。液态水和液氧的液滴平均直径均设定为 de=
15µm，二者的表面张力分别为 0.0689N/s和 12N/s。
将液态水量（MH2 O）-液氧量（MLOX）混合的总射流量

（MH-L）与来流干空气质量流量的比值定义为射流浓

度（Mass injection concentration）。针对高温来流，定

义由液氧、水雾、水蒸汽、氧气、干空气等工质组成混

合气的物性参数（比热容、动力粘度、导热系数）随温

度变化的函数。

本文定义预冷段内总压降系数（Cp t）和总温降系

数（CT t）来评估流动损失和冷却效果。当总压降越

小、总温降越大时，进气射流预冷的效果越好。

Cp t = ( p t,in - p t,out ) /p t,in （4）
CT t = (T t,in - T t,out ) /T t,in （5）

式中下标 in和 out分别表示位于预冷段进口和

出口，pt和 Tt分别为总压和总温。

2.3 进气射流的求解方法

预冷段内水雾-液氧与空气参混的流动过程，其

实质是气-液两相传热传质的热力现象，可将水与液

氧的射流雾滴（微米级颗粒）作为离散相，水蒸汽、氧

气（来自液氧的气化）和主流干空气所构成的湿空气

作为连续相。液态水和液氧具有相变阶段和相变潜

热，液滴汽化过程与自身温度有关，包括蒸发和沸腾

两种形式。当雾滴温度低于沸点时，以自然对流为

主导的蒸发速率为

dm p
dt = πdp ρDS

M v
M
lg ( 1 - X p1 - X ) （6）

式中 ρ是水蒸汽（氧气）密度，D是水蒸汽（氧气）

扩散系数，S是 Sherwood数，Mv和M分别是水蒸汽（氧

气）与湿空气的摩尔质量，Xp和 X分别为水雾（液氧）

与水蒸汽（氧气）的摩尔分数。

当水雾颗粒温度高于沸点时，以沸腾态强制对

流为主导的蒸发速率为

dm p
dt = -

πdpλNu (T - Tp )
h fg

（7）
式中 m p为水雾颗粒质量，h fg为蒸发潜热，Tp为水

雾颗粒的温度。

由于气-液相间具有速度差、密度差及雾滴的粘

性、表面张力作用，使射流雾滴产生形变、破碎、融

合、喷溅和沉积等物理现象。需要引入液滴气动阻

力模型［22］、气动力二次破碎模型［22］、液滴间碰撞模

型［23］及液滴-壁面相互作用模型［24］来描述雾滴的运

动特征。

综上，本文基于欧拉-拉格朗日多相流颗粒追踪

的数学模型求解连续相与离散相的控制方程组，离

散格式为二阶迎风精度，进而模拟预冷段内含湿条件

下射流冷却进气多流态的热力现象。当残差值<1×10-4
数量级且呈现规律性地小幅度波动，认为数值计算

结果达到收敛。数值仿真的流程示意如图 5所示。

2.4 数值结果的准确性检验

本文采用 Antoine方程［25］计算水的饱和蒸汽压力

和液氧饱和压力，其定义如下，式中 A，B，C均为常系

Fig. 4 Droplet size distributions of initial mist injection

from a nozzle at de=15μm

Fig. 3 Mesh cells and details of mesh refinement in the pre-

cooling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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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如表 1所示。

lg p sat = A - B
T + C - 273.15 （8）

图 6给出由 Antoine方程计算饱和压力与实际值

的相对误差。在有效温度 72.791~151.98K 和 280~
600K内，由 Antoine方程分别计算液氧和液态水饱和

压力，二者各自的相对误差分别小于 6%和 2%。由

此认为，由 Antoine方程预测液氧和水的饱和压力具

有较高的精度。

图 7给出在射流水雾浓度 2%时预冷段出口壁面

监测点温度的数值和试验数据［26］的对比结果。其中

Tsim，T̄sim分别为数值结果的监测点温度和平均监测点

温度；Texp，T̄exp 分别表示试验的测点温度和平均测

点温度。在水雾浓度 2% 时，温度相对误差均在 ±
3%以内。由此，认为本文所建立高空高温模拟试验

进气预冷段的数值模型和计算方法具有可行性和可

靠性。

3 结果及讨论

射流预冷技术（MIPCC）主要利用液态水吸收相

变潜热和水雾-水蒸汽大比热吸热的优势，进而降低

高马赫数涡轮基发动机的来流温度。针对涡轮基发

动机在高空高速工作时氧气量供应不足的问题，需

通过补充液氧射流方式来改善发动机燃烧的稳定性

的。本文以一高空模拟试验进气为例（H=18km，Ma=
3的高空状态参数），选取射流浓度 2%~8%为分析对

象，重点探索水与液氧混合作用时预冷段内温降和

压降特性。

3.1 射流冷却对流场特征的分析

为理解射流雾滴对高温进气流场的作用效果，

以下针对射流浓度 8%（MH-L=5.731kg/s）、喷雾平均直

径 15µm，不同水雾/液氧射流比例（Mass injection ra⁃
tio）时流场特征进行分析。

图 8 给 出 水 雾 占 比 总 射 流 量 为 80%（MH2 O =
4.585kg/s，MLOX=1.146kg/s）时，预冷段内雾滴颗粒和

特征截面的温度云图。由图可知，水与液氧以喷嘴

雾化形式与周围高温空气直接参混流动，每个雾滴

均视为一个冷却源，使预冷段内雾滴颗粒和特征面

温度不同程度的变化。雾滴颗粒在蒸发相变过程中

会降低气-液相交接处的温度，一方面增大了气-液
相间交界面与周围空气的温度差，另一方面也提高

了热量从高温空气区传递到气-液相界面的传热能

Fig. 5 Nesting method and executing process in CFX

commercial code

Fig. 6 Relative error of saturated pressure between the

Antoine equation and actual value

Table 1 Constant coefficients of Antoine equation

Constant
A

B /K
C /K

Liquid water
5.11564ln10
1687.54ln10
230.23

Liquid oxygen
3.81634ln10
319.013ln10
266.7

Fig. 7 Relative error between the numerical results and

experiment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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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同时，也伴随着水雾汽化为水蒸汽和液氧汽化

为氧气的单向传质过程。特别是喷嘴雾化后，单位

质量的液态水相变为相同温度的水蒸汽时吸收的热

量大于单位质量的液氧相变为相同温度的氧气，即

液态水的汽化潜热大于液氧。由于液氧射流后自身

温度迅速高于临界温度，使得液氧很难以液态形式

存在，而是迅速汽化为气态氧气，同时周围高温空气

继续加热该部分氧气（即过热阶段）。为此，在 1.5ms
内液氧/氧气颗粒温度的变化幅度很大程度上大于水

雾温度的变化。

图 9显示水雾占比总射流量 80%时，预冷段内特

征截面处总温降系数云图。由图可知，射流冷却后

主流温度降低明显，在喷嘴雾化沿程轨迹中心处区

域温降凸显，而近壁区域温降效果较小。这是由于

高速来流约束了喷嘴雾化扩散的能力，使雾滴运动

呈现沿程聚集的现象。沿程三个特征面处质量加权

平均总温降系数分别为 CT t =13.6%，14.0%，14.8%，即

总温降分别为 82K，84K和 89K。可见，在射流时刻

7.5ms时，特征截面已呈现较大程度的温降效果，表现

为较高的雾滴冷却效率；而在射流时刻 7.5~42.1ms
内，雾滴冷却效率较低，在预冷段出口仍有较多未完

全蒸发冷却的水雾颗粒。基于图 8分析可知，在射流

时刻 0~7.5ms时，不同粒径的水雾汽化蒸发程度不

同，大颗粒液滴易演化为小颗粒液滴，而小颗粒液滴

直接汽化为水蒸汽。由于初始阶段雾滴吸收汽化潜

热和受气流加热，主流温度降低，热量在转移过程中

雾滴颗粒温度升高；使后阶段水雾颗粒的汽化潜热

随雾滴温度升高而减小，表现为在较高温度下液体

分子具有较大能量，液相与气相的差别会变小。由

此，在射流时刻 7.5ms后，雾滴颗粒的汽化能力减弱，

水雾沿程逐渐演化为未完全蒸发冷却的小液滴，而

这部分小颗粒雾滴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善下游压气机

性能［27］。

图 10为射流前后预冷段内特征截面处总压降系

数云图（MH2 O /MH-L=0.8）。在射流冷却后，总压降低值

区主要分布在喷嘴雾化轨迹中心区域，而近壁附近

由于粘性和剪切力作用呈现较大的沿程流动损失。

图 10（a）中沿程三个特征面处质量加权平均总压降

系数分别为 Cp t =0.99%，1.05%，1.16%，即总压降分别

为 2.18kPa，2.31kPa和 2.56kPa；而图 10（b）中总压降

系数分别为 Cp t=0.80%，0.83%，0.90%，即总压降分别

为 1.77kPa，1.84kPa和 1.99kPa。可见，在“80%液态水-
20% 液 氧 ”的 射 流 冷 却 后 ，预 冷 段 内 总 压 提 高 了

23.16%~28.64%（即［（2.18-1.77）/1.77］×100%~［（2.56-
1.99）/1.99］×100%）。这是因为在雾滴吸收汽化潜热

的作用下，由低能的液态状态相变为高能的气态状

态，一方面水雾蒸发为水蒸汽具有大的汽化焓，另一

方面水蒸汽分压力增大，进而使预冷段内由湿空气

组成的主流总压高于干空气为主流的状态。

为了解不同液态水/液氧射流比重对流场温度和

压力特性的影响，图 11和 12分别分析干工况/射流浓

度 8%时，预冷段出口处总压梯度和总温梯度云图。

其中，MH2 O /MH-L=1表示“100%液态水-0%液氧”的射

流浓度（纯液态水雾），MH2 O /MH-L=0表示“0%液态水-
100%液氧”的射流浓度（纯液氧），而 MH2 O /MH-L=0.4
表示“40%液态水-60%液氧”的射流浓度。

由图 11，12可知，干工况时预冷段内近壁附近的

总压梯度变化大，而射流冷却后总压梯度和总温梯

度变化幅度明显增强，液态水-液氧射流量对温降和

压损特性具有不同程度的敏感性。表 2给出不同水

Fig. 9 Total-temperature drop coefficient contours after

mass injection pre-compressor cooling at MH2 O
/MH-L=0.8

Fig. 8 Temperature contours of particle inside the pre-

cooling section at MH2 O
/MH-L=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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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液氧比射流量时，预冷段出口处质量加权平均总

压梯度和总温梯度。随着纯水雾射流（MH2 O /MH-L=1）
过渡到纯液氧射流（MH2 O /MH-L=0）时，总温梯度呈现

单调递减，表明水雾对流场温降具有较强的主导性；

随着液氧比例的增加，总压降梯度降低，表明水雾对

总压升高具有较强的主导性；同时，在“40%液态水-
60%液氧”的射流浓度时总压梯度呈现峰值的拐点，

表明适当的液态水-液氧射流比例时会产生局部最

大的总压变化。

图 13为对比干工况/射流浓度 8%时的预冷段出

口处热流密度云图。在不同液态水-液氧射流量时，

质量加权平均的热流密度分别为 54.2MW/m2（图 13
（b）），48MW/m2（图 13（c））和 44MW/m2（图 13（d）），同

时，总温降分别为 90.9K，83.2K和 41.7K；而干工况时

质量加权平均的热流密度为 50.8MW/m2（图 13（a））。

整理可知，在纯液态水射流时呈现为热流密度高、总

温降大，而在纯液氧射流时呈现为热流密度低、总温

降小。也就是说，随着液态水（液氧）射流比例增加，

流场的热流密度和总温降均增大（减小）特别是液氧

射流有利于降低热流密度。

3.2 液态水-液氧射流量的流场特性分析

以下主要分析射流浓度 8%时，不同比例的水与

液氧射流量对预冷段流动和冷却特性的影响。图 14
给出射流前后预冷段内总压降沿程变化。由图可

知，受喷水杆的阻流作用，预冷段前端喷水杆区域呈

现大幅的总压损失。在纯液氧射流（MH2 O /MH-L=0）
后，总压损失明显高于干工况条件；而随着水射流比

例的增加，总压损失明显降低，并低于干工况条件，

并在纯水射流（MH2 O /MH-L=1）时，流场总压损失降到

最低。由此证实前述，水雾蒸发时水蒸汽分压力有

力于提升湿空气混合的总压能，减少流动损失。

Fig. 12 Total temperature gradient contours at the pre-

cooling section outlet

Fig. 10 Total-pressure drop coefficient contours before and

after mass injection pre-compressor cooling at MH2 O
/MH-L=0.8

Fig. 11 Total pressure gradient contours at the pre-cooling

section out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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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雾滴由低能状态转变为高能状态时吸收汽

化潜热（汽化焓），可以从流场总焓变化进一步解释

水雾蒸发对降低湿空气总压损失的现象。图 15显示

预冷段内总焓的沿程变化。随着水雾射流比重的增

加，雾滴蒸发量增大，吸收的汽化焓也不断增大，使

湿空气总焓提高；在预冷段出口处质量加权平均总

焓 由 266.58kJ/kg（MH2 O /MH-L=0）提 高 到 297.07kJ/kg
（MH2 O /MH-L=1），增幅 11.44%。然而，湿空气总焓增幅

区间最大区域是在射流雾化区域，在 7.5ms之后总焓

增幅较小。这一现象进一步说明，总焓与水雾蒸发

强弱有关。射流冷却后湿空气总压提高，在相同总

压和温度下饱和水蒸汽压力要大于湿空气总压力，

使水雾颗粒的蒸发速率/效率降低，这时湿空气的总

焓增幅较小。

图 16分析不同水-液氧射流比例时预冷段内沿

程总温降变化。由图可知，射流雾化后主流可以实

现瞬时（7.5ms以内）冷却，随着水雾射流比例的增加，

此区域温降线斜率越大。在“0%水-100%液氧”比例

的纯液氧射流时，流场温降仅为 41.7K；而随之在

“20%水-80%液氧”的射流比例时预冷段出口处总温

降可达到 72.4K，增幅 73.6%，表明水雾蒸发过程所吸

收的热量更大，促使进气温降的潜能更大。而由“60%
水-40%液氧”的射流比例过渡到“100%水-0%液氧”

时，预冷段出口温降由 87.3K增加到 90.9K，增幅仅为

4.1%。由此证实，在来流温度不变时，随着水雾射流

量的增加，实质上是更多水雾颗粒表面与主流传热传

质，同时雾滴被加热，其水雾颗粒的汽化潜热随雾滴

温度升高而减小，从而导致蒸发能力减弱。

由上述分析可知，水-液氧的雾化蒸发具有即时

性，在极短时间内便可实现局部大的总压升高、比焓

升高和温降。

3.3 不同射流浓度的流场特性分析

以下对比分析同一进气参数时射流浓度 2%和

8%时水与液氧射流比例对预冷段流动和冷却特性的

影响。

图 17对比不同射流浓度时预冷段出口处总温降

和总压降系数随水雾-液氧射流比例的变化。由图

Fig. 13 Heat flux contours at the pre-cooling section outlet

before and after mass injection pre-compressor cooling

Fig. 15 Total enthalpy along the axial direction of pre-

cooling section

Table 2 Total-pressure gradient and total-temperature

gradient at the precooling section outlet

Cases
Dry air

MH2 O /MH-L=1
MH2 O /MH-L=0.4
MH2 O /MH-L=0

Pressure gradient/
（kg/（m2·s2））

33783.8
91133.6
95563.1
49913.6

Temperature gradient/
（m-1·K）
26.4
3763.7
2617.5
1824.7

Fig. 14 Total pressure drop coefficients along the axial

direction of pre-cooling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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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射流浓度越大时均有利于主流冷却和总压恢

复。在射流浓度 2% 和 8% 时，总压降系数分别为

0.84%~1.27% 和 0.89%~1.15%，即 总 压 降 分 别 为

1974~2536Pa和 1853~2794Pa；同时，总温降系数分别

为 2.15%~7.7% 和 6.94%~15.12%，即总温降分别为

12.92~46.28K和 41.74~90.89K。而在纯液氧射流浓

度 2%和 8%时，预冷段总压降系数分别为 1.15%和

1.27%（平均值 1.21%）；在 2%，8%纯水雾射流浓度

时 ，总 压 降 系 数 分 别 为 0.89% 和 0.84%（平 均 值

0.87%）。而在纯液氧射流浓度 2%和 8%时，预冷段

总温降系数分别为 2.15%和 6.94%（平均值 4.55%）；

在纯水雾射流浓度 2%和 8%时，总温降系数分别为

7.7%和 15.12%（平均值 11.41%）。可见，射流会引起

空气压力损耗，但是水蒸汽分压力增加的份额高于

干空气损耗的份额，从而整体上提高湿空气总压恢

复程度。

由图 17中总温降和总压降特性线的斜率可知，

由“40%水-60%液氧”到“100%水-0%液氧”的射流

比例时，该段特性线的斜率变化趋势较为平缓，认为

在既定高空（H=18km，Ma=3）进气工况时存在一个最

佳的水-液氧射流比例，即“40%水-60%液氧”的射

流比例。高空高马赫数工作时，预冷涡轮基发动机

对冷却水和液氧供应具有重要的需求。由于冷却介

质液态水射流后，将进一步稀释燃烧所需的氧气浓

度。由于的液氧射流比例高于 60%时，预冷段内温

降效果平缓、总压损失增加，过高的液氧射流比例也

不利于进气冷却效果。为平衡水与液氧的射流比例

的需求，这时液氧射流量不应多于 60%比例的总射流

浓度，以保持空气、液态水冷却工质和液氧的三者混

合工质中氧气浓度与理想气体状态下空气氧含量相

同。可见，在保证高飞行工况时燃烧室的效率和火焰

的稳定性，在射流既定的液氧量时，调节水雾射流量

可以实现流场更大程度的温降和提高湿空气的比焓。

由于质量流量与发动机推力成正比，射流冷却

前后气流质量流量的变化是一项重要的评价指标。

雾滴蒸发形成水蒸汽具有气体属性，在发动机工作

转速不变时进气质量流量增加的总份额可分为两部

分，一是由进气密度增大而引起的干空气质量流量

增加份额（ΔMair），二是由雾滴相变为水蒸汽和氧气

而引起质量流量增加份额（ΔMvapor）。图 18给出不同

射流浓度时的水-液氧射流量比例对来流质量流量

增量和贡献份额。

由图 18可知，在射流浓度 2%和 8%时，来流气相

质 量 流 量 增 量 分 别 为 0.157~3.518kg/s 和 1.131~
6.729kg/s，即 相 对 增 加 0.22%~4.91% 和 1.58%~
9.39%；并随着水雾射流比例的提高，气流质量流量

增幅增大。特别是在纯液氧射流浓度 2%和 8%时，

其流量增量均来自空气质量流量的贡献份额；而在

水雾射流比例 20%~100%区间，水蒸汽贡献份额范围

为 29.47%~33.98%（射流浓度 2%）和 23.85%~36.63%
（射流浓度 8%），水蒸汽增量（ΔMvapor）的平均贡献额

度为 28.2%，即空气增量（ΔMair）的平均贡献份额为

71.8%。由“40% 水 -60% 液氧”到“100% 水 -0% 液

氧”的射流比例时，该区间总流量增量变化趋势较为

平缓，说明在既定飞行工况下保证既定的液氧射流

比例时，水射流比例 40%即可以实现最佳的来流质

量流量增益效果。

上述进一步说明，在维持高马赫数发动机工作

转速不变时，射流冷却后预冷段内气流温度降低、密

度增大，使预冷段内捕获的来流质量流量增加。换

句话说，通常发动机物理转速提升伴随着增加来流

的质量流量，而射流预冷可以实现在发动机物理转

速不变时增加来流质量流量。可见，为满足涡轮发

Fig. 16 Total temperature drop coefficients along the axial

direction of pre-cooling section

Fig. 17 Flow field characteristics of pre-cooling section at

different mass injection concent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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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在高马赫数工作的需求，在提升发动机工作转

速时，射流冷却是有利于实现增大发动机高速推力

的加速度。

4 结 论

通过本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在水-液氧混合射流冷却时，由于水具有相

变潜热量大、水雾-水蒸汽比热吸热大的优势，对进

气总温降和总压恢复占主导性；而随着液氧射流量

比例的增加，有利于降低湿空气的热流密度。预冷

段内水-液氧的雾化蒸发具有即时性，在 7.5ms内实

现高效的总压升、比焓升和温降；当汽化潜热随雾滴

温度升高而减小时，蒸发能力减弱。

（2）为平衡高马赫数工况时冷却水过大进一步

稀释来流中氧气含量的问题，水与液氧的射流量需

按比例控制。在射流浓度 2%~8%时调节水-液氧射

流比例时，预冷段总温降系数为 2.15%~15.12%，即总

温降为 12.92~90.89K；总压降系数为 0.84%~1.27%。

液氧射流浓度不应超过 60%，以控制空气、液态水和

液氧混合工质中正常范围的含氧浓度。在“40%水-
60%液氧”射流量时确定为最佳的水-液氧射流比例，

预冷段总温降系数和平均总压降系数分别 1% 和

9.44%。

（3）在满足液氧射流量时，可依靠调节水雾射流

量实现更大程度提高流场的温降、湿空气比焓和来

流质量流量。当保持发动机物理转速不变时，在射

流浓度 2%~8% 下预冷段出口气相质量流量增量

0.157~6.729kg/s，即相对干工况增幅 0.22%~9.39%，

其中由水雾蒸发成水蒸汽的平均贡献份额为 28.2%，

由流场温降、空气密度增加引起来流空气质量流量

的平均贡献份额为 71.8%。由此可见，在提升涡轮发

动机在高马赫数推进过程中，射流预冷将有利于提

高发动机的加速度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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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工黏性的二维激波小波多尺度数值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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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自适应小波配点法和人工黏性，构造了二维激波问题的小波数值计算格式。利用最细

尺度的小波系数构造两组激波定位函数，分别用以控制两个正交方向（x，y方向）人工黏性的大小和分

布，对三类二维激波问题进行计算和验证。结果表明：自适应小波配点法利用小波阈值滤波删除变化平

缓区域大量网格点，而保留变化急剧区域的网格点，比传统方法计算效率高，且分辨率越高，计算效率

更高；利用最细层小波系数构建的幂函数形式的激波定位函数能准确判断激波位置和控制 x，y方向人

工黏性的大小和分布，从而捕捉不同方向和不同强度的激波。

关键词：激波；自适应小波配点法；数值振荡；激波定位函数；人工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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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scale Numerical Computation of Two-Dimensional Shock
Waves Based on Wavelet Methods and Artificial Visco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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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simple and steady wavelet numerical method based on adaptive wavelet collocation method
and artificial viscosity was constructed for two-dimensional shock wave problems. The method utilizes the wavelet
coefficients of the density fields on the finest level to generate a pair of shock locator functions in x and y direc⁃
tions，in order to control artificial viscosity domains and magnitudes. Finally，three classical shock problems
were computed to demonstrate how the method works and its features. Results show that the adaptive wavelet col⁃
location method is more efficient than non-adaptive methods，for a large number of collocations in smooth do⁃
mains are deleted and only a small part are remained through wavelet threshold filtering，and it turns more and
more efficient for higher resolutions. For two-dimensional cases，the method can accurately capture shock waves
of different directions and strength，through adding artificial viscosity depending on the shock locator functions
that are constructed by wavelet coefficients on the finest levels in x and y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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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自适应小波数值方法具有分辨率高、计算量小

的优点，非常适合激波等局部特征问题的数值计算，

有利于提高计算效率和分辨率［1-5］。

Harten［5］最早将小波应用于压缩算法，在一定

程度上克服了传统高精度激波捕捉方法计算量大

的问题，但仅利用小波阈值滤波实现数据压缩；Re⁃
gele等［6］根据构造激波定位函数和人工黏性的传统

方法，利用最细层小波系数和守恒变量构造激波定

位函数，用于控制人工黏性的大小和分布，成功求解

了激波、爆轰波等问题［7-11］，但需要根据所有守恒变

量计算激波定位函数，并选择最大值作为最终的函

数值，尽管捕捉激波十分有效，但计算复杂，计算效

率仍有待进一步提高；文献［12］针对该问题仅利用

密度作为计算激波定位函数的守恒量，适合大型数

值计算，但由于不适用于强激波，因此构造了幂函

数形式的激波定位函数，根据激波的强弱适当调整

指数，从而控制人工黏性的大小和分布，并结合一

维 Sod 激 波 管 问 题 验 证 了 捕 捉 一 维 强 /弱 激 波 的

能力。

本文在文献［12］的基础上，将激波定位函数和

控制人工黏性的方法应用于二维激波问题；详细介

绍利用小波多尺度分解生成二维自适应网格、构造

不同方向的激波定位函数、控制人工黏性的原理和

方法，并选取圆柱面激波管问题、二维 Riemann问题

和前台阶问题计算验证，分析计算二维激波的能力

和特点。

2 二维自适应小波配点法

自适应小波配点法的原理为：基于函数在空间

的小波多尺度分解计算空间导数，将关于时间和空

间的偏微分方程化为仅关于时间的常微分方程，并

利用常微分方程的数值方法步进求解。为了提升计

算效率，利用小波阈值滤波将流场进行压缩，从而减

小计算量。

2.1 小波多尺度分解

根据多分辨分析理论，任意二元函数 f（x，y）可以

多尺度分解为如下形式［13-14］

f (x,y) ≈∑
k ∈ Z
sj0 ,k φ j0 ,k ( )x,y +∑

i = 0

2 ∑
j = j0

J - 1∑
k ∈ Z
di

j,k ψ
i
j,k ( )x,y （1）

式中 φ和 S分别为尺度函数和尺度系数，ψ和 d

分别为小波函数和小波系数，j为尺度因子，J为最细

尺度因子，J越大表征分解尺度越小。

根据张量运算法则，二维尺度函数 φ（x，y）和小

波函数 ψ（x，y）由一维函数运算得到，分别为［15］

φ (x,y) = φ (x) φ (y) （2）

ψi (x,y) =
ì

í

î

ïï
ïï

φ ( )x ψ ( )y , i = 0
ψ ( )x φ ( )y , i = 1
ψ ( )x ψ ( )y , i = 2

（3）

将小波函数或尺度函数与空间点一一对应，小

波分解的过程对应产生了二分的嵌套网格，这种包

含所有点的网格称作规则网格（Regular grid），如图 1
所示，图 1（a）为粗网格，图 1（b）为基于粗网格生成的

嵌套网格，各方向尺度因子 J增加 1，分辨率增加

一倍。

本文采用一种二代小波——提升插值小波［14-15］，

预测和更新算子分别为

P r = 1
16 ( )-1, 9, 9, -1 ,

U p = 1
32 ( )-1, 9, 9, -1

（4）

2.2 小波阈值滤波和自适应算法

小波具有局部分析能力，ψ0和 ψ1的系数分别反

映正交的两个方向上的变化特征，ψ2反映两个对角方

向的变化特征。小波系数的绝对值在变化急剧的区

域较大，而在平缓区域很小。小波阈值滤波的原理

为，根据小波系数相对于阈值 ε（>0）的大小，将式（1）
分为两部分，即

f (x,y) = f |d| ≥ ε (x,y) + f |d| < ε (x,y) （5）
其中

f |d| ≥ ε (x) =∑
k ∈ Z
sj0 ,k φ j0 ,k ( )x,y +∑

i = 0

2 ∑
j = j0

J - 1 ∑
|
|

|
| d
i
j,k ≥ ε

di
j,k ψ

i
j,k ( )x,y（6）

f |d| < ε (x) =∑
i = 0

2 ∑
j = j0

J - 1 ∑
|
|

|
| d
i
j,k < ε

di
j,k ψ

i
j,k ( )x,y （7）

Fig. 1 Nested grids mapping onto scaling and wavelet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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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正则方程，舍去式（4）中的小波，逼近的误

差上限满足式（8）［14］，因此能够保障精度。

 f ( )x,y - f |d| < ε ( )x,y ≤ C 1ε f ( )x,y （8）
假设一圆形局部间断，如图 2上半部分所示（对

称区域未给出），圆内部和外部函数值分别为 1和

0.1。通过小波多尺度分解和阈值滤波，得到自适应

配点分布如图 2下半部分所示。可以看出，大量配点

聚集在圆弧形间断的局部区域，而其余区域仅保留

了少量的配点。

由于小波配点和网格点一一对应，因此舍去小

波的同时删除了对应位置的网格点，从而生成自适

应网格。自适应网格点 N和原规则网格点数量 N0的

比定义为网格压缩比 rc，即

rc = N
N 0
× 100% （9）

对于发展方程，局部特征会发生变化和移动，为

了使网格能够追踪局部特征，根据当前时刻流场生

成的自适应网格应适当保留局部结构附近的网格

点，从而使网格具有一定预测能力。额外增加的网

格点通常很少，不会对计算效率产生显著影响，而且

有利于计算稳定。

2.3 空间偏导数计算

空间任意阶偏导数通过对各尺度函数和小波函

数分别求偏导获得

∂m f
∂xm ≈∑k ∈ Z

sj0 ,k
∂m
∂xm φj0 ,k +∑

i = 0

2 ∑
j = j0

J - 1∑
k ∈ Z
di

j,k
∂m
∂xm ψ

i
j,k

∂m f
∂ym ≈∑k ∈ Z

sj0 ,k
∂m
∂ym φj0 ,k +∑

i = 0

2 ∑
j = j0

J - 1∑
k ∈ Z
di

j,k
∂m
∂ym ψ

i
j,k

（10）

采用自适应算法后，由于删除了大量的配点，因

此在计算空间偏导数时，只针对保留的配点。

总结自适应小波配点法的主要步骤为：

（1）多尺度分解：由 t时刻的函数值通过小波变

换获得各尺度的小波系数和尺度系数。

（2）生成自适应网格：根据小波系数相对于阈值

ε 的大小删除相应的小波函数，从而生成自适应

网格。

（3）计算空间偏导数：在自适应网格上计算空间

导数。

（4）步进积分：选择时间步长 Δt，计算（t+Δt）时刻

的值，返回（1）继续计算。

3 二维激波的小波求解器

包含人工黏性的无量纲的二维 Euler方程

∂U
∂t +

∂F
∂x +

∂G
∂y =

∂
∂x (υ ∂U∂x ) + ∂

∂y (υ ∂U∂y )
U =

æ

è

ç

ç

ç
çç
ç

ö

ø

÷

÷

÷
÷÷
÷

ρ

ρu

ρv

E

,F =
æ

è

ç

ç

ç

ç
çç
ç
ç

ö

ø

÷

÷

÷

÷
÷÷
÷
÷

ρu

ρu2 + p
ρuv

( )E + p u
,G =

æ

è

ç

ç

ç

ç
çç
ç
ç

ö

ø

÷

÷

÷

÷
÷÷
÷
÷

ρv

ρvu

ρv2 + p
( )E + p v

（11）

式中 U为守恒变量，F和 G分别为 x和 y方向上

的流通量，等式右侧为人工黏性项。

3.1 人工黏性项

人工黏性项的离散采用中心差分格式。守恒量

对时间导数采用一阶 Euler步进格式，则式（11）的半

离散格式为

U n + 1 - U n

Δt = |
|
||- ∂F∂x
n

- |

|
||

∂G
∂y

n

+

υi + 1 2
U i + 1 - U i

Δx - υi - 1 2
U i - U i - 1
Δx

Δx +
υj + 1 2

U j + 1 - U j

Δy - υj - 1 2
U j - U j - 1
Δy

Δy

（12）

式中 Δx和 Δy为空间步长。

根据非线性稳定性条件确定最小黏性［16］，式

（12）的标准显示格式为

U n + 1 - U n

Δt = |
|
||- ∂F∂x
n

- |

|
||

∂G
∂y

n

+
1
2 (| ax,i + 1 2 |

U i + 1 - U i

Δx - | ax,i + 1 2 |
U i - U i - 1
Δx ) +

1
2 (| ay,i + 1 2 |

U j + 1 - U j

Δy - | ay,i + 1 2 |
U j - U j - 1
Δy )

（13）

式中 a为对流速度。

对于 Euler方程组，为了计算稳定和简便，a取 Ja⁃

Fig. 2 Two dimension shock and the corresponding

adaptive collo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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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bian矩阵的最大特征值 c+|u|，其中 c为声速，c=（γp/
ρ）1/2，u为对应方向上的速度［16］。因此，两个方向上的

人工黏性表示为

υi = 12 (c + | ui |)Δxi ( i = 1,2 ) （14）
式中 i为坐标因子，i=1，2分别表示 x和 y方向，

Δxi表示对应方向的空间步长。

为了保证人工黏性仅在大梯度区起作用，需要

准确判断激波的位置，因此引入激波定位函数 ϕ（或

称作通量限制器），在变化急剧的区域值较大，在变

化平缓的区域值较小甚至为 0。将激波定位函数 ϕ

与人工黏性 υ联合，由 ϕ控制 υ的大小分布，形成对整

个计算域通用的人工黏性项［16］

υ = 12 ϕ (c + | u |)Δx （15）
半点 i±1/2的值取相邻整点 i和 i±1的平均值［16］

υi ± 1/2 = 12 (υi + υi ± 1) （16）
3.2 激波定位函数

x和 y方向上最细尺度的小波系数的大小能反映

变化的急剧程度，系数（绝对值）最大的位置对应激

波波阵面。而对于 j<J-1，不能为判断激波位置提供

准确信息。因此选择最细尺度 J-1的小波系数构造

指数形式的激波定位函数［8］

ϕk = min (( || dJ - 1,k
 u )

α

,1) （17）

式中 α为常数，用以调节 ϕ的相对大小和分布，

使 ϕ具有合适的衰减特性；dJ - 1，k 为最细尺度的小波

系数，并利用守恒变量的模归一化。根据激波问题

的特征，一般选择密度 ρ。等式右侧的底数为不大于

1的正数，因此当 α<1时，激波波阵面两侧的 ϕ值增

大，数值控制的激波区域变宽；当 α>1时，ϕ值减小，

控制区域变窄［8］。

对于任一方向，式（17）没有给出尺度 j<J-1对应

配点的 ϕ值。由于 j<J-1和 J-1对应的配点满足二分

性，因此 j<J-1对应配点的 ϕ值通过两侧 j=J-1对应的

ϕ值插值给定。

ϕ 2n = 12 (ϕ 2n - 1 + ϕ 2n + 1) ,n ∈ Z+ （18）
此外，小波函数 ψ2的系数反映的是两个对角方

向的变化情况，如果利用对应的小波系数构造 ϕ，

并不能在离散格式中找到对应的人工黏性项。而

对应的配点仍然采用插值的方法计算 x和 y两个方

向的 ϕ。对于如图 2所示的激波，ϕ值如图 3所示，

仅在圆弧形激波狭窄的带状区域较大，而在其余区

域为 0。并且可以看出，定位函数具有方向性：x方

向的 ϕ值在圆弧激波的左右区域较大，而在上下区

域较小，甚至为 0；y向具有类似的变化规律，但与 x

方向相反。

4 算例验证和分析

为了验证和分析构造的激波捕捉方法计算二维

激波的能力，选择圆柱面激波管问题、二维 Riemann
问题和前台阶问题进行计算验证。控制方程均为无

量纲的二维 Euler方程（11），比热比均取 γ=1.4，并采

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E = p
γ - 1 +

1
2 (u2 + v2) （19）

4.1 算例描述

4.1.1 圆柱面激波管问题

如图 4（a）所示，计算域为［-0.5，0.5］×［-0.5，0.5］
的方形域，各边界为自由输入输出边界。初始高压

Fig. 3 Shock locator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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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是位于计算域中心、半径等于 0.2的圆域，其余为

低压区，初始条件为

(ρ,u,v,p) = { ( )1,0,0,1 ,r ≤ 0.2
( )0.125,0,0,0.1 ,r > 0.2 （20）

4.1.2 二维 Riemann问题

二维 Riemann问题包含多种形式的流动结构，是

检验数值稳定性的有效途径。如图 4（b）所示，计算

域为［-0.5，0.5］×［-0.5，0.5］的方形域，初始条件（ρ，

u，v，p）按 x=0和 y=0划分的四个区域给定。如表 1所
示，给出了两组初始条件，与图 4（b）四个区域位置一

一对应。各边界按自由输入输出条件计算。

4.1.3 前台阶问题

如图 4（c）所示，在长为 4，高为 1的流动通道中，

距离入口 1的位置有一台阶结构，并延伸至出口，台

阶高 0.2。入口为 Ma3的来流，到达台阶壁面发生壁

面反射和绕流，流动方向斜向上壁面，并在上壁面发

生反射，然后向下壁面发展，如此反复，在通道内形

成一系列反射激波，直到出口。随着流动在通道内

自动形成不同方向、不同强度的激波，可用以检验数

值算法对不同类型激波的自动捕捉能力。入口条件

给定为（ρ，u，v，p）=（1，3，0，0.71429），上下壁面和台

阶前沿设为固定滑移壁面，出口设为自由输入输出

条件。初始条件设定为与入口条件相同。

4.2 计算结果和分析

4.2.1 圆柱面激波管问题

计算参数如表 2所示。图 5为无量纲时间 t=
0.05，0.08的密度云图和计算使用的网格点。图中清

晰地显示出激波波阵面、接触间断以及稀疏波波头

和波尾的界面，并在附近聚集了大量网格点，而在变

Fig. 4 Three examples and their computational domains

Table 1 Initial conditions of the Riemann problem

Domains
A

B

C

D

（ρ，u，v，p）

（1.1，0，0，1.1）
（0.5065，0.8939，0，0.35）
（1.1，0.8939，0.8939，1.1）
（0.5065，0，0.8939，0.35）

Table 2 Computational parameters for the shock problems

No.
I

II

III

J
9
6
6
7
5

Δt
1×10-5
4×10-4
2×10-4
1×10-4
2×10-5

α
1
1
1
1
0.5

ε
1×10-4
1×10-5
1×10-5
1×10-5
2.5×10-4

N
-

4212
8451
16051
-

rc/%
-
16.2
8.2
4.0
-

Fig. 5 Pressure contours and adaptive grid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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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平缓的区域仅保留了少量网格点。随时间发展，

网格点分布随流场结构发生变化，且与流场局部特

征几乎完全一致。表明能够准确追踪和计算激波及

其他局部结构。

在对称轴 y=0上，流场参数分布如图 6所示。随

着时间发展，激波向外传播，稀疏波向中心区收缩，

自适应网格随流场参数分布动态变化，使得在变化

剧烈的区域网格细密，而在变化平缓的区域仅保留

少量的点。对称轴 y=0上，y方向速度 v理论上始终为

0，因此其计算值可用于表征计算误差，如图 6（b）所

示。可以看出，最大误差集中在参数变化剧烈的区

域，而在平缓区域计算误差趋于 0。
4.2.2 二维 Riemann问题

单位长度网格数设置为 5×2J，其余参数如表 2

Fig. 6 Flow parameters along symmetry axis y=0

Fig. 7 Density contour lines and adaptive grid points of example Ⅱ at t=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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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t=0.25时，结果如图 7所示。可以看出，随

尺度因子增加，流场中的间断和其他局部结构分

辨率越高，计算所用的网格点越往局部结构附近

集中。如果采用相同的滤波阈值，当分辨率增加，

在变 化 平 缓 的 区 域 保 留 的 网 格 点 大 体 相 同 。 如

表 2所示，x和 y方向分辨率同时增加 1倍，规则的

二 维 网 格 点 增 加 3 倍 ，而 计 算 使 用 的 点 增 加 约 1
倍。网格压缩比的变化表明，在相同的滤波阈值

条件下，分别率越高压缩程度越高，从而使计算效

率更高。

4.2.3 前台阶问题

单位长度等分为 5×25个单元，其余参数如表 2所
示。 t=0.1，1.0，3.0时刻的密度等值线和计算所用的

网格点如图 8所示。台阶前形成的正激波向入口传

播，可以看出相应的网格密集区同步移动；随着流动

发展，台阶前形成强激波，并在对应区域生成密集的

网格。激波在上下壁面反射，方向改变，强度逐渐降

低，相应的网格密度降低。表明在相同的参数下，构

造的多尺度计算格式可以自动捕捉不同方向和不同

强度的激波。

5 结 论

结合自适应小波配点法和人工黏性技术，针对

二维激波问题，构造了一种简单稳定的小波多尺度

计算格式。选取了三个经典的二维激波算例进行计

算分析和验证，结论如下：

（1）自适应小波配点法利用小波阈值滤波删除

变化平缓区域大量网格点，而保留变化急剧区域的

网格点，比传统方法计算效率高，且分辨率越高，计

算效率更高。

（2）利用最细层小波系数构建的幂函数形式的

激波定位函数能准确判断激波位置和控制 x，y方向

人工黏性的大小和分布，从而捕捉不同方向和不同

强度的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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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适应逐年严苛的适航噪声标准，改善飞机噪声环境，突破航空发动机降噪技术的瓶

颈，有必要开发新的降噪手段以指导叶轮机械降噪设计。采用URANS与FW-H方程混合方法，通过将

波浪前缘构型运用在叶片流动损失较大、声源强度较强的部分后，进一步观察其气动性能和降噪效果。

研究表明：与基准叶片相比，分布式波浪前缘静子叶片可以在 1BPF（Blade Passing Frequency） 时降低

风扇入口声功率级0.67~1.9dB，2BPF时降低风扇入口声功率级1.87~4.18dB，3BPF时降低风扇入口声功

率级 2.4~6.8dB，同时，总压比最高提升 0.027%，等熵效率最高提升 0.28%。因此，分布式波浪前缘静

子叶片在叶轮机械降噪方面有很好的运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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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 new noise reduction methods to guide the turbomachinery noise reduction design. The aerodynamic per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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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sound source intensity with the hybrid method of URANS and FW-H equation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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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18dB at 2BPF and 2.4~6.8dB at 3BPF，respectively，by using those distributed wavy leading-edge stators.
Meanwhile，total pressure ratio and isentropic efficiency increase up to about 0.027%，0.28%，respectively.
Therefore，the distributed wavy leading-edge stator has a good application prospect in the turbomachinery noise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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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轴流式压缩机（风扇、压缩机）作为现代高性能

航空燃气涡轮喷气发动机的重要部件，是当代民用

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主要噪声部件［1］。随着商用航

空发动机涵道比的增加，发动机效率得到切实提高，

尾喷管出口速度显著降低，喷流噪声也随之减小，这

使得风扇噪声的比重越来越大［2］。

随着新一代高性能飞行器设计水平和空气动力

学设计水平的不断提高，风洞试验精细化水平的不

断提升，风洞试验要求变得愈加严苛，其中，风洞试

验段内的噪声逐渐成为评价风洞综合性能的一个重

要指标［3-4］。风洞试验段内过高的噪声对于试验结果

和试验设备有着诸多不利影响，例如：激起有害的抖

振响应、缩短材料的疲劳寿命、造成结构破坏、延长

精确采集信号所需要的平均时间等。特别是，试验

段高强噪声对非定常流试验、边界层转捩试验、激

波-边界层干涉试验、湍流控制试验等的流动本质产

生影响，直接影响着精细化流场试验的成败。因此，

对风洞试验段噪声的有效控制，已经成为影响新一

代高性能风洞发展和研制成败的关键因素，风洞的

噪声水平也已经成为衡量新一代大型风洞技术水平

的重要标志。

在对轴流式压缩机气动噪声源物理机制以及数

值预测技术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人类发展了许多行

之有效的压缩机噪声控制技术，特别是针对民用大

涵道比涡扇发动机风扇这种压缩机噪声源，通过有

效的降噪设计，使得民用航空发动机噪声得到了显

著降低。目前，人类发展成熟的压缩机降噪技术主

要包括两个方面：

（1）被动噪声控制技术：基于管道声衬吸声的压

缩机噪声传播控制技术［5-6］、基于管道声模态截止技

术的压缩机噪声源控制技术［7-8］、加大转子静子间距

降低转静干涉强度的噪声控制技术、采用倾斜/弯掠

叶 片 改 变 转 静 干 涉 径 向 相 位 关 系 的 噪 声 控 制 技

术等［9-11］。

（2）压缩机气动噪声主动控制技术：通过在管道

一周布置扬声器，产生一个与声源相位相反的声脉

动，两者相互抵消来实现单音噪声的降低。研究发

现，这种方法可以实现在叶片通过频率上 15~35dB的

噪声降低量［12-13］。

主动噪声控制表现出了很大降噪潜力，但是，一

方面，由于大型工程机械运行状态的不稳定以及受

到外界影响的因素多而复杂，往往使得主动噪声控

制实际很难达到实验室环境下取得的降噪效果；另

一方面，相对于被动噪声控制方法而言，主动噪声控

制的附带机构过于复杂、使用成本过大。因此，主动

噪声控制在短期内很难得到真正的应用。同时，传

统的被动噪声控制技术发展已经进入瓶颈，因此，必

须进行气动噪声控制创新理论和技术的研究。

受猫头鹰翅膀前缘锯齿和座头鲸鳍前缘结节

（呈波浪状前缘）的启发，许多国内外学者将其运用

到孤立翼型并发现其在空气动力学特性和声学上有

诸多好处［14-17］，许多研究表明，波浪前缘叶片可以改

善失速后的动力特性，并延迟失速的发生，只略微降

低一些失速前的动力特性［18-23］，与此同时可以显著降

低湍流干涉宽频噪声［24-28］。

到目前为止，波浪前缘叶片这种降噪手段还是

主要集中在孤立翼型方面，少数人将其运用到真实

风扇之中。波浪形前缘的降噪运用仍然处于发展阶

段，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在波浪前缘叶片的声学优势

及其降噪机制。在之前的工作中，设计了 3种不同构

型的波浪前缘静子叶片，并衡量了气动性能、降噪效

果和降噪机理。研究发现，波浪前缘静子叶片可以

显著降低转静干涉单音噪声，但是对其气动性能有

一定的损害。

与孤立机翼不同，叶轮机叶片主要噪声源位于

展向高度较高的部分，由于之前的研究［29］是将整个

静子叶片前缘都改为波浪构型，难以避免对一些不

必要的位置做出过优化或负优化。为了进一步研究

波浪前缘叶片的声学优势和气动性能，本文将静子

叶片 50%展向高度以上的前缘部分改为波浪构型，

设计出 3种波浪前缘静子叶片，开展进一步的声学

研究。

2 计算方法

单音噪声混合预测模型（URANS/DBAA）以 Gold⁃
stein管道内气动噪声基本方程［30］——声类比理论为

基础，通过将叶轮机非定常流场数值模拟结果与

Goldstein 方程耦合，实现对叶轮机械单音噪声的

模拟。

2.1 Goldstein管道声学基本方程

基于气动声学基本理论，在均匀流动条件下，运

动介质中物体所产生的气动噪声可表示主要由单极

子噪声、偶极子噪声和四极子噪声组成。对于真实

压气机风扇来说，单极子噪声和四极子噪声可以忽

略不计，主要噪声源是由叶片表面非定常载荷产生

的偶极子声源，因此气动噪声声压公式可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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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x,t) = ∫- tt ∫s ( )τ

∂G
∂yi fids(y) dτ （1）

式中 x 和 y 分别代表观测点坐标和声源坐标，

s（τ）表示运动物体表面，fi表示运动物体表面处的非

定常载荷，G是管道格林函数，具体表达形式可在文

献［29］中查询，这里不再进一步描述。

在求解管道声压时，假设流体无粘，则叶片表面

载荷 f与叶片表面正交，于是有：f = Pn，其中 P为叶

片表面非定常载荷，n为叶片表面外法向量，于是公

式（1）经傅里叶变换后可以写为如下形式

{p ( )x,ω =∑
m
∑
n

Amn (ω )Ψmn ( )κmn r ⋅
exp ( imϕ - iγmn x1 )

（2）

Ψm (κmn r ) = a·Jm (κmn r ) + b·Ym (κmn r ) （3）
ì

í

î

ï
ï
ï
ï

Amn (ω ) = 1
2iΓmnκmn

∫SF {Ψm ( )κmn r′ ⋅ n ⋅
∇ [ exp ( - imϕ′ + iγmn y1 ) ] ×
P ( y,ω - mΩ ) } ds ( y )

（4）

式中 Jm 为第一类贝塞尔函数；Ym 为第二类贝塞

尔函数；κmn 为管道特征值；a，b为相应的比例系数；

γmn 为第（m，n）阶模态的轴向波数；Amn 为频率 ω下第

（m，n）阶模态的声压振幅。

假设第 s个静子叶片上所受的载荷为 Ps ( y0，ω -
mΩ )，则所有静子叶片对声压振幅 Amn作出的贡献为

Amn (ω ) = 1
2iΓmnκmn

∫SFΨmn ( )κmn r′ ⋅ n ( y0 ) ⋅
∇ [ exp ( - imϕ′ + iγmn y1 ) ] ⋅
[∑
s = 0

V - 1
Ps ( y0 ,ω - mΩ )exp ( i2πms/V ) ] ds ( y )

（5）

可以得到不同模态下的声功率 δmn (ω )
δmn (ω ) = π ( r

2
D - r2H )
ρ0U

⋅ ∓Ma
2 (1 - Ma2 )2 (ω/U ) kmn (ω )
[ ω/c0 ± Makmn (ω ) ]2 ⋅

[ Amn (ω ) ⋅ ( Amn (ω ) )* ]
（6）

式中符号“-”表示上游方向，“+”代表下游方向，

c0表示声速。

将频率 ω下所有模态的声功率求和就可以得到

总声功率，即

δ (ω ) = ∑
m = -∞

∞ ∑
n = 0

∞
δmn (ω ) （7）

对于单音噪声而言，噪声频率位于叶片通过频

率及其高次谐波上，即

ω = sBΩ ( s = 1,2,⋯ ) （8）
式中 B为转子叶片数。

2.2 声源流场数值计算

由式（7）可知，要计算某个频率下的声压振幅

Amn (ω )，就需要获得叶片表面对应频率下的非定常载

荷力。对于单音噪声而言，噪声源是转子/静子干涉

产生的周期性非定常气动载荷力。

在通过 URANS可以获得静子叶片表面周期性非

定常载荷后，对整个叶片的非定常压力进行叠加就

可以得到整个叶片的周期性非定常载荷力。进而利

用式（5）计算对应频率下模态为（m，n）的声压振幅，

进而利用式（6）和式（7）就可以获得对应频率下的声

功率。

2.3 流场/声场混合模型运用说明

为了说明 URANS/DBAA混合模型可以用于此类

高速航空发动机单音噪声。首先，引用一个类似工

况航空发动机的预测结果，以说明该方法的可靠性。

其次，基于本文使用的 URANS/DBAA混合模型对一

台低速轴流风扇进行预测分析，以说明其精度。

2.3.1 高速轴流风扇预测结果

Tsuchiya等［31］利用混合模型与三维线性理论对

叶片通过频率处单音噪声进行了预测。同时 Tsuchi⁃
ya将预测结果与实验对比后发现混合模型的精度明

显更高。表 1给出了 Tsuchiya等研究的高速风扇设

计参数。

图 1为线性理论和混合方法对高速风扇转/静干

涉单音噪声的声功率级（PWL）预测结果，与实验结

果相比，混合方法的预测精度明显提高。

Table 1 Design parameter of high speed fan[31]

Parameter
Number of rotor blade
Number of stator vane
Hub to tip ratio

Axial flow Mach number
Rotor tip Mach number
Stator chord/Tip radius
Operating condition

Value
18
45
0.55
0.51
1.13
0.1925

Design point

Fig. 1 Comparison of PWL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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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低速轴流风扇预测结果

前一部分已经说明，混合模型可以用于预测高速

轴流风扇中转/静干涉引起的单音噪声，这一部分将进

一步说明本文所用URANS/DBAA混合模型的准确性。

Tong等［32］通过本文所用 URANS/DBAA混合模型

准确地预测了西北工业大学单级轴流风扇气动噪声

实验台（NPU-fan）的转/静干涉单音噪声，并与实验结

果做了对比，NPU-fan设计参数如表 2所示。

如图 2所示，Tong等［32］利用 URANS/DBAA混合

模型，得到了 NPU-fan前三阶 BPF下的声功率级水

平。结果显示，1BPF和 2BPF下的单音噪声预测误差

小于 1dB，3BPF下的单音噪声预测误差约为 2.1dB。
这表明，URANS/DBAA混合模型可以准确地预测风

扇单音噪声。同时，Tong等［32］以混合模型为基础，研

究 了 多 种 波 浪 前 缘 静 子 叶 片 对 降 噪 效 果 产 生 的

影响。

综上，混合模型对转/静干涉单音噪声的预测在

高速风扇和低速风扇中同样适用，本文所研究的高

速风扇基频为 2800Hz，处在 NPU-fan基频 950Hz与
Tsuchiya等［31］研究的高速风扇基频 7500Hz之间，理

论上预测误差应该处于这两者之间。同时，基于混

合模型开展对波浪前缘静子叶片的降噪效果研究已

有先例［32］，因此 URANS/DBAA混合模型可以作为用

以研究波浪前缘静子叶片低噪声设计的工具。

2.4 波浪前缘叶片构型方法

波浪前缘叶片主要由两个参数定义：波峰到波

谷的幅值 A，以及波浪前缘的周期W，见图 3。
对于波浪前缘叶片，其弦长沿径向方向 r的分布

如下

cr = -c r + A2 sin (
2π
W
r ) （9）

式中 cr 为波浪前缘叶片半径 r处的静叶弦长；
-c r

为基准叶片弦长。

当基准弦长
-c r沿半径 r变化较大时，不同半径处

的幅值 A可以用 Ar代替，即

Ar = ε ⋅ -c r （10）
式中 ε为半径 r处幅值 Ar 与基准弦长

-c r 的比例

系数。

2.5 波浪前缘静子叶片结构

在之前的工作中［29］，以 A9W15波浪前缘静子叶

型为基准叶片（A9表示波浪前缘静子叶片幅值为

9mm；W15表示波浪前缘静子叶片波长为 15mm。），

进一步减小 1倍波长设计出 A9W7.5，增加 0.5倍幅值

设 计 出 A13.5W15 叶 型 ，图 4 给 出 了 基 准 叶 型 与

A9W15叶型示意图。

为了进一步研究波浪前缘静子叶片在叶轮机械

降噪中的运用，更加合理地将原本运用于孤立叶片

中的波浪前缘构型运用到叶轮机械中，本文在之前

工作的基础上设计出分布式波浪前缘静子叶片。所

谓“分布式”，即为在合理的叶片位置选择性地分布

有波浪前缘构型，而其他部分不变。

本文的三种分布式波浪前缘静子叶片如图 5所
示，其中 A和W分别代表波浪前缘静子叶片幅值和

波长；S50代表在基准叶片 50%叶高以上的部分分布

有波浪形前缘。为了与之前研究中有叶顶间隙的算

例区分，本文的基准叶片命名为 A0W0 blade。

Table 2 NPU-fan design parameter

Parameter
Rotor blade number
Stator blade number
Shroud diameter/m
Hub-shroud rate
Rate of flow/（kg/s）
Design speed/（r/min）
Total pressure rate
Airfoil shape

Value
19
18
0.5
0.57
6.1
3000
1.02

NACA-65

Fig. 3 Sketch of wavy leading-edge blade

Fig. 2 Hybrid method result[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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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计算设置

以单级高速风扇（NPU-HiFan）［29］作为研究对

象，由于叶顶间隙对噪声有一定的影响［33-34］，为了剔

除其对噪声的影响因素，方便研究波浪前缘静子叶

片的声学特性，本次计算中转子叶顶间隙设置为零，

因此与之前的研究结果有些许差异，但总体趋势不

变。表 3给出了该风扇的主要设计参数。

NPU-HiFan 风扇的转子和静子叶片数分别为 24
和 36，包含 2个转子叶片和 3个静子叶的计算域来数

值模拟，并准确地捕捉风扇级内部的流场信息，计算

域示意图如图 6所示。

在运用风扇单音噪声流场/声场混合预测模型过

程中，静子叶片表面非定常压力脉动信息被用来作为

声源信息用来计算声场强度，准确地捕获静子叶片表

面压力脉动信息对风扇单音噪声预测至关重要。

对于 4种不同静子叶片前缘构型，都保证第一层

网格的无量纲高度 y+<1.2，网格数见表 4。

边界条件设置如下：进口为总压条件，出口为静

压条件，转子/静子周向方向为旋转周期边界条件，壁面

为绝热无滑移边界条件。时间步长为 71.429µs，即单

个转子叶片通过周期对应 50个时间步。URANS计算

中采用 SST（Shear stress transport）湍流模型。

3 结果与讨论

3.1 管道声模态分析

对于NPU-HiFan风扇而言，转子转速为7000r/min，
对 应 1BPF 为 2800Hz，2BPF 为 5600Hz，3BPF 为

8400Hz。在计算状态下，不同频率的单音噪声对应

的截通模态数如表 5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对于

Fig. 5 Sketch of distributed wavy leading-edge stator blade
Table 4 Grids number of computational domain

Stator blade
A0W0

A9W15S50
A9W7.5S50
A13.5W15S50

Grids number
3063300
7796250
7677450
7796250

Fig. 6 Sketch of computational domain

Table 5 Mode analysis（B=24,V=36）

BPF
1
2

3

m=sB±kV
-12
-24
12
-36
0
36

n

0，1
0，1，2，3
0~7
0~5
0~13
0~5

Table 3 Design parameter of NPU-HiFan

Parameter
Rotor blade number
Stator blade number

Inlet shroud diameter/m
Outlet shroud diameter/m
Inlet hub-shroud rate
Outlet hub-shroud rate
Inlet axial Mach number
Outlet axial Mach number
60.5% design speed/（r/min）

Total pressure rate

Value
24
36
0.764
0.764
0.306
0.581
0.32
0.41
7000
1.24

Fig. 4 Sketch of base stator blade and wavy leading-edge

stator bl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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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PF 而言，m=-12 是离散单音的主要周向模态，其

中包括 n=0和 n=1两个径向模态；在 2BPF 和 3BPF
下，由于频率的提高，使得处于“截通”状态的模态数

也随之增加。表中 s为谐波次数，k=0，1，2⋯。

3.2 气动性能分析

表 6给出了气动性能计算对比结果。之前的研

究表明：与基准叶片相比，三种波浪前缘静子在气动

性能方面都有或多或少的损失［29］，而在本次计算中，

A9W15S50和 A13.5W15S50两种叶型的总增压比和

等熵效率都有一定的提升。相比之下 A9W7.5S50叶
型的总增压比和等熵效率也较 A9W7.5叶型损失程

度减小，由此可见合理的波浪前缘分布形式对气动

性能是有好处的。

3.3 流场结果分析

对于 NPU-HiFan风扇，波浪前缘静子叶片主要

改变的是静子叶片压力面流场。因此这里只给出静

子叶片压力面的流场结构。图 7给出了基准叶型与

A9W15S50叶型的静子叶片压力面极限流线与壁面

剪切应力分布。

分布式波浪前缘可以有效抑制 50%叶高以上的

分离涡。与之前的研究相比，分布式波浪前缘仅对

流场分布不佳的部分进行了优化，而未对 50%叶高

以下的部分进行过量负优化。对比表 6中的气动性

能结果，可以得出结论，合理的波浪前缘分布可以优

化叶片表面流场从而有利于气动性能。

对于 NPU-HiFan风扇，为了更加直观地了解波

浪前缘对气动性能产生的影响，图 8给出了静子叶片

前后总压损失系数沿展向叶高的分布。

由 图 8（a）可 以 看 出 ，对 于 A9W15，A9W7.5 和

A13.5W15三种波浪前缘静子叶片，对流场产生的影

响不仅仅是在 50%叶高以上的部分，对 50%叶高以

下的部分也产生了影响。对于 50%叶高以下的部

分，波浪前缘静子叶片并未优化流场，甚至有可能增

加了总压损失。

由图 8（b）可以看出，对于分布式波浪前缘静子

叶片，A9W15S50，A9W7.5S50 和 A13.5W15S50 这三

种分布式波浪前缘静子主要对 50%叶片高度以上的

流场产生影响。其中 A9W7.5S50在 50%叶片高度左

右的部分增加了损失，而 A9W15S50和 A13.5W15S50
并未出现这种情况。与 A9W15，A9W7.5和 A13.5W15
这三种波浪前缘静子叶片相同，分布式波浪前缘静

子叶片也可以将最大损失部分由 70%叶片高度位置

提升为 80%叶片高度位置。总的来说，分布式波浪

前缘静子叶片可以将 50%叶片高度以上的损失减

小，同时并未明显改变流动损失较小部分的流场。

由于，分布式波浪前缘静子叶片主要改变的

50%~85%叶高处压力面的流场，图 9给出了相应位

Table 6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Stator blade
A0W0

A9W15S50
A9W7.5S50
A13.5W15S50

Total pressure ratio
1.22287
1.22319
1.22288
1.22320

Isentropic efficiency
0.869680
0.871892
0.869453
0.872136

Fig. 8 Total pressure loss coefficient at stator inlet and outlet

Fig. 7 Pressure surface limit stream-line and wall sh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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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处基准叶片和 A9W15S50叶片压力面流向涡量发

展云图，其他两种叶型与之流场类似。其中，图 9（b）
中用红色流线和蓝色流线表征出两股对转涡旋，可

以清楚地看出基准叶片 70%处有一个反方向的涡

旋，A9W15S50可以在波谷处将其打破为多个对涡结

构，对涡结构随着气流发展，强度逐渐减少。由于对

涡结构的存在，叶片表面压力脉动的相关性也会有

所降低，从而在声源处起到降噪的效果。

3.4 声学结果分析

表 7和图 10给出了基准静子叶片与 3种分布式

波浪前缘静子叶片风扇前传单音噪声声功率级结

果。对比基准静子叶片和分布式波浪前缘静子叶片

结果，可以发现分布式波浪前缘静子叶片可以有效

降低 NPU-HiFan前三阶 BPF下的单音噪声。

表 8给出了不同构型的波浪前缘静子叶片相对

于基准静子叶片的风扇前传单音噪声声功率级相对

降噪量。

（1）对比普通构型的波浪前缘叶型与分布式波浪前

缘叶型，可以发现分布式波浪前缘构型的降噪效果对

1BPF与 3BPF的单音噪声更加明显，2BPF相对较弱。

（2）A9W7.5S50叶型的降噪效果相对其余两种分

布式叶型相对较弱，其降噪效果弱于 A9W7.5叶型。

（3）增加振幅对噪声抑制有利，而波长的影响较

为复杂，单纯改变波长不一定对降噪有利，需要综合

考虑多方面因素［29］。

（4）将波浪前缘分布在流动损失较大的部分也

可以起到一定的降噪效果，但是，对于不同的波浪前

缘叶片构型，降噪效果又不尽相同。

3.5 降噪机理分析

为了能够深入分析波浪前缘静子叶片对前传单

音噪声的影响机理，在分析波浪前缘静子叶片对前

传噪声影响时，将使用包括管道特征函数和静子叶

片 法 向 量 影 响 的 压 力 脉 动 无 量 纲 项 LNormal 代 替

P ( y，ω )来表示静子叶片表面的声源信息，结合公式

（5）可以得到 LNormal表达式为

LNormal = 1
p0
⋅ P ( y,ω ) ⋅ Ψmn (κmn r′) ⋅ n ⋅

∇ (exp ( - imϕ′ + iγmn y1 ) ) )
（11）

式中 p0为标准大气压。

在 图 11~16 中“abs ( LNormal )”表 示 其 幅 值 ，

“Re ( LNormal )”表示取其实部。从图 11（a）、图 13（a）和

图 15（a）可以看出，基准静子叶片的主要噪声源分布

在静子叶片前缘与 50%以上展向高度的部分。这说

明，构建出的三种分布式波浪前缘静子叶片是合理

的，可以有效触及到强声源部分。

对于 1BPF，三种分布式波浪前缘静子叶片对

abs ( LNormal )分布产生的主要影响在压力面，都可以将

压 力 面 80% 处 的 声 源 显 著 降 低 。 对 于 吸 力 面 ：

A13.5W15S50可以明显地降低叶顶部分的声源。从

图 15可以看出，对于 1BPF，分布式波浪前缘静子叶

Fig. 9 Sketch of vortex structure at wave leading edge

Table 8 PWL of tonal noise reduce (dB)

Stator blade
A9W15

A9W15S50
A9W7.5

A9W7.5S50
A13.5W15

A13.5W15S50

1BPF
-0.9620
-1.0494
-1.1704
-0.6705
-1.5070
-1.8987

2BPF
-3.3951
-2.2281
-2.8868
-1.8736
-4.9206
-4.1803

3BPF
-4.4189
-4.9053
-3.3182
-2.4272
-4.7400
-6.8286

Fig. 10 PWL of tonal noise

Table 7 Tonal noise of NPU-HiFan (dB)

Stator blade
A0W0

A9W15S50
A9W7.5S50
A13.5W15S50

1 BPF
145.7903
144.7409
145.1198
143.8916

2BPF
140.3255
138.0974
138.4519
136.1452

3BPF
137.0549
132.1496
134.6277
130.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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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1 Noise source distribution at 1BPF(abs (LNormal ))

Fig. 12 Noise source distribution at 1BPF(Re ( LNorm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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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3 Noise source distribution at 2BPF(abs (LNormal ))

Fig. 14 Noise source distribution at 2BPF(Re (LNorm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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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5 Noise source distribution at 3BPF(abs (LNormal ))

Fig. 16 Noise source distribution at 3BPF(Re (LNorm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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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对 50%展向高度以上部分的 Re ( LNormal )分布产生的

影 响 十 分 明 显 ，同 时 由 于 复 杂 的 涡 流 运 动 ，

A9W7.5S50和其余两种分布式波浪前缘静子叶片的

Re ( LNormal )差别较大；对于 2BPF，分布式波浪前缘静

子叶片产生的影响与 1BPF相同。不同点在于：2BPF
对应的频率 5600Hz而言，5600Hz对应的最大截通径

向模态数为 9。由于这方面原因，相对于 1BPF，2BPF
下分布式波浪前缘静子叶片对相位产生的影响效果

就不那么明显了；对于 3BPF，基准叶片的声源分布范

围较大，通过分布式波浪前缘静子可以有效降低其

声源面积，其中，A13.5W15S50对声源强度的影响最

大，因此其降噪效果更好。

4 结 论

通过本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本文分别采用三种不同的分布式波浪前缘

静子叶片与基准静子叶片对比，对轴流风扇进行了

气动和声学性能评估。结果表明，三种不同的分布

式波浪前缘静子叶片能够有效降低前三阶 BPF风扇

单音噪声声功率级达 0.67~6.8dB。
（2）采用分布式波浪前缘静子叶片对轴流式风

扇的气动性能影响不大，A9W15S50和 A13.5W15S50
两种分布式波浪前缘静子叶片对气动性能是有好处

的，其中总压比最高提升 0.027%，等熵效率最高提升

0.28%，与之前的研究相比，A9W7.5S50的气动性能

损失程度也明显降低。

（3）波浪前缘静子叶片可以将大尺度涡旋打碎

成为小尺度涡旋，这种结构在波谷处可以诱导出两

股对流涡旋，并改变了叶片表面压力脉动分布。

（4）研究表明：合理的波浪结构分布可以兼顾气

动性能与降噪效果，设计波浪前缘静子叶片时将其

分布在流动损失较大的部分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致 谢：感谢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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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隔道超声速进气道附面层排除特性飞行试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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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分析评估歼击机无隔道进气道附面层的排除特性，设计搭建鼓包表面附面层压力梯度

测量试验系统，进行了不同飞行高度、马赫数和姿态角等工况下的飞行试验。通过对飞行试验数据的整

理、计算和对比分析同型号的缩比模型风洞试验结果，研究了无隔道进气道鼓包表面附面层排除特性。

研究结果表明：稳定平飞时，在亚声速范围内，随着飞行高度的增加，鼓包构型对附面层的排除效果增

大，而在超声速范围内，变化规律相反；在接近马赫数 1.8及以上飞行工况下，鼓包表面附面层的扫除

能力有所减弱，附面层气流分离加速，进而会造成较大的进气压力损失和畸变。单纯迎角飞行有利于增

强附面层的排除能力；而带侧滑角飞行时，附面层压力系数曲线的拐点沿鼓包中心线平行向“背风面”

偏移，偏移量与侧滑角成正比，进气道鼓包表面“迎风面”附面层排除能力增大，而“背风面”受气流

分离影响而减弱。

关键词：无隔道超声速进气道；飞行试验；风洞试验；附面层排除特性；飞行马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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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ght Test and Evaluation for Boundary Layer Divers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terless Supersonic Inlet

JIANG Jian1，2，ZHAO Hai-gang2，FU Xiao-gang2
（1. 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710072，China；

2. Chinese Flight Test Establishment，Aviation Industry Corporation of China，Xi’an 710089，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and evaluate the boundary layer diversion characteristics of a fighter’s di⁃
verterless supersonic inlet，a boundary layer pressure gradient measurement test system for the bump surface was
designed and built，and flight tests were carried out at different heights，Mach numbers，and attitude angles. By
sorting，calculating the flight test data and comparing the flight test data with the wind-tunnel test data of the
scale model，the boundary layer divers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verterless supersonic inlet are studied. The re⁃
search results show that：in the stable level flight，in the subsonic range，as the flying height increases，the elim⁃
ination effect of the bump structure on the boundary layer increases，while in the supersonic range，the law is re⁃
versed. In the vicinity of Mach number under the flight conditions of 1.8 and above，the boundary layer diversion
ability on the bump surface is weakened，and the separation on the boundary layer is accelerated，which will
cause large pressure loss and distortion. Flight with angle of attack only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the ability to di⁃
vert the boundary layer. When flying with a angle of sideslip，the inflection point of the pressure coefficient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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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boundary layer is shifted parallel to the“backward surface”along the center line of the bump，and the off⁃
set is proportional to the angle of sideslip，the ability to divert the“windward”boundary layer on the bump sur⁃
face increased，while the“backward surface”is weakened for the airflow separation.

Key words：Diverterless supersonic inlet（DSI）；Flight test；Wind-tunnel test；Boundary layer diver⁃
sion characteristics；Mach number

1 引 言

随着新一代战斗机在飞行性能、品质、隐身、维

护性以及研制成本等方面日益提高，对进气道的设

计提出了极大的挑战，特别是在其内流场品质的控

制方面。众所周知，在飞行条件下，战斗机前机身表

面和压缩斜板上的低能量附面层气体在激波的作用

下，会进入到进气道内流道、加速分离后在发动机进

口产生较强的压力畸变，导致进气道流场紊乱，进而

造成发动机稳定性和性能的降低，严重时会引起发

动机失速、喘振，甚至空中停车等问题的发生［1-2］。

20世纪 90年代初，美国空军、洛·马公司以及兰

利中心等研究机构为了彻底解决低能量附面层吸入

导致的进气道畸变问题，开始探索一种新型进气道，

并最终形成了无附面层隔道超声速进气道（Diverter⁃
less Supersonic Inlet，DSI），简称“蚌式”进气道或无隔

道进气道［3-8］，该形式进气道是采用乘波原理，根据锥

型流理论将一个圆锥体转化成一个等效的压缩曲

面，进而在进气道压缩面上形成法向和横向的压力

梯度，两者的联合作用相当于附面层排除装置，可将

进气道前端机身大部分附面层吹除。同时，该进气

道的设计将鼓包和飞机前机身融为一体，取消附面

层隔道与抽吸旁路系统，既满足了进气压缩的需求，

又达到了新一代战斗机在性能、隐身、重量、维护性

以及研制成本等方面的苛刻要求［9-10］。

在国外，无隔道进气道设计机理先后是在 F-16、
X-35技术验证机上进行试飞验证（见图 1），并证实了

其工程发展潜力，经过长期的改进设计、试飞评估，

最终在 F-35战斗机上得到了应用。

在国内，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无隔道进气道理

论研究、气动分析、仿真计算及风洞缩比试验等方面

开展了大量的技术研究［11-16］，为国内战斗机型号的发

展提供了技术基础。其中，梁德旺等［12］采用“照片三

维复原技术”对飞机的无隔道进气道/前机身进行了

几何重构及高精度数值模拟，分析研究了该型进气

道附面层排除的机理。钟易成等［14-16］在无隔道进气

道的气动设计、性能优化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并进

行了双锥无隔道进气道的设计研究。另外，杨应凯

等［17-20］借助型号研制开展了大量无隔道进气道的气

动设计与风洞试验研究，成功完成了“枭龙”等型号

战斗机的无隔道进气道的设计研制工作，实现了国

产新一代战斗机隐身、性能品质等方面的跨代提升。

本文以飞机无隔道进气道与发动机相容性试飞

为平台，设计搭建进气道鼓包表面附面层压力梯度

测量试验系统，进行不同飞行高度、马赫数和姿态角

等工况下的飞行试验。通过对飞行试验数据的整

理、计算和与同型号的缩比模型风洞试验结果的对

比分析，研究无隔道进气道鼓包表面附面层排除

特性。

2 试验方案与数据测试处理方法

2.1 试验方案

2.1.1 试验研究总体方案

图 2为本项目的研究方案，分为 3个阶段：（1）建

立了该型飞机前机身与无隔道进气道全尺寸数值仿

真模型，进行了不同工况的进气道的数值仿真计算，

同时查阅国内外进气道附面层排除技术资料进行理

论研究，为后续试验方案的设计和开展奠定基础；

（2）在相关理论研究和数值仿真的基础上，参考风洞

试验的相关结果，进行试飞工况的设计规划；开展无

隔道进气道鼓包壁面静压系统测量方案的设计、测

试改装工作；（3）在以上试验准备的基础上，开展不

同飞行高度、马赫数和姿态角等工况飞行试验，并对

试飞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结合风洞试验结果研究了

无隔道进气道鼓包表面附面层排除特性。

2.1.2 飞行试验方案设计与实施

本次飞行试验中典型的试飞工况见表 1。为了

全面分析评估该型飞机进气道附面层的排除特性，

在飞机的飞行包线范围内，规划并进行了：

Fig. 1 F-16 validate fighter plane (diverterless supersonic

inlet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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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稳定平飞：不同飞行高度、马赫数稳定平飞；

②迎角飞行：在几个典型高度进行了无盘旋侧

滑、倒飞、收敛转弯、对称拉起等飞行动作，来获得相

对较稳定迎角飞行工况；

③侧滑角飞行：在几个典型飞行高度稳定侧滑、

急剧滚转等飞行动作，来获得相对较稳定侧滑角飞

行工况；

④迎角与侧滑角组合飞行：带侧滑稳定盘旋、协

调侧滑、“S”形机动等飞行动作。

试飞中如不同高度、马赫数稳定平飞、侧滑及倒

飞等稳态工况，每个动作稳定飞行后录取不少于 6s
数据，而部分飞行动作如收敛转弯、极限盘旋、急剧

滚转、“S”形机动等均为非稳态飞行，以尽可能地飞

出该型飞机极限机动姿态，以为完整、准确地分析该

型飞机无隔道进气道附面层排除特性提供第一手的

飞行试验数据。

2.2 附面层数据测量及处理方法

2.2.1 附面层测量系统设计

无隔道进气道利用其特有的鼓包气动型面，与

来流气流相互耦合后在鼓包表面上形成中间高、两

侧低的沿展向压力梯度特性，迫使来流附面层在鼓

包前半部分沿表面向鼓包外侧出现横向偏离，在进

入内流道前流向进气道唇口外侧，达到避免被吸入

内流道中的效果。因此，鼓包表面沿展向的压力梯

度是评定“蚌式”进气道附面层扫除特性的重要指

标，即同样的来流条件下，从鼓包中间指向左右两侧

的压力梯度越大，则认为附面层吹除效果越强。本

试验中，在进气道出口截面布置测点以获取附面层

参数及流量系数，整理、分析其表面展向、流向的附

面层压力梯度特征，来定量分析研究鼓包表面附面

层的流动特性。

在综合分析三维数值仿真和风洞试验结果的基

础上，在鼓包表面沿气流方向、鼓包沿展向进行了壁

面静压测点设计和测试改装。图 3为飞行试验中飞

机进气道鼓包表面壁面静压测点分布图，与风洞试

验中缩比模型测点分布基本一致。在鼓包附面层测

量段上布置了 7排共计 21个壁面静压测量点，所有

静压孔沿鼓包表面中心线呈对称分布。第 1排布置 1
个静压孔、第 2排布置 3个静压孔、第 3排布置 7个静

压孔、第 4排布置 7个静压孔，第 5~7排各布置 1个静

压孔。试验同时测取了飞机飞行高度、速度等大气

参数及发动机转速等参数。

2.2.2 附面层数据处理方法

项目中对飞行试验测得进气道鼓包各静压数据

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利用压力系数 Cp 来分析研究

进气道鼓包对来流附面层排除特性。

Cp = ( pi - p0 ) / ( 0.5ρ0 v20 ) （1）

Fig. 2 Scheme of study

Table 1 Part typical conditions of flight test

Category
Level
flight

Attack angle
flight

Sideslip angle
flight

Integrated
attack angle
and sideslip
angle flight

Action
Level flight，

acceleration/deceleartion
Hover without sideslip

Inverted flight
Convergent turn
Ultimate hover

Symmetrical pull up
Symmetrical pushrod
Steady sidesliping

Pedal the rudder to the
negative direction
Rapid rolling
Steady hover

With sidesliping
Coordinating sidesliping
Pedal the rudder at
steady hover
Half rolling

S-maneuvering

Hp/km
3，6，8，11

3，5，8
3，5
3，8
5
5，8
8
5，6
5，6
5，6
8，9
11
11

—

Ma

0.36~1.80

0.36~0.42
—

—

—

—

—

0.37
0.36
0.37
1.19
0.76
0.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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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i为试验中测量的进气道鼓包表面各压力

测点数据；p0，ρ0，v0分别为飞行中气流静压、气流密度

和速度。

试验中，飞行气压高度 Hp 为机载大气数据传感

器测取的大气静压 p0的单值函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当 p0≥22.632kPa时
Hp = 44332.1(1 - (p0 /101.325) 0.19025) （2）

当 p0<22.632kPa时
Hp = 1100 + 6341.638Ln22.632/p0 （3）

马赫数 Ma为当地静温 T0 的单值函数，计算公

式为

Ma = γRT0 （4）
式中 γ=1.4，R=287.06。

2.3 风洞试验简介

风洞试验分别在低速和高速风洞中进行，试验

对象为该型飞机前机身与无隔道进气道的缩比模

型，其中模型的鼓包段如图 4所示。为了评估缩比模

型鼓包表面的附面层排除特性，在模型鼓包测量段

上布置了 7排壁面静压测量点，第 1~7排压力测点数

量依次为 1，3，7，9，1，1，1。试验同时测取了风洞试

验段来流的总、静压参数。对侧取得壁面静压数据

采用压力系数 Cp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即

Cp = ( p - p∞ )/ (0.5ρ∞ v2∞ ) （5）
式中 p为试验测量静压值；p∞，ρ∞，v∞ 分别是风洞

环境的来流静压、气流密度和速度。

在风洞试验中，通过调节进气道出口的堵锥位

移来改变缩比进气道内的空气流量，在进气道模型

出口加装流量受感部来测量、计算不同工况的空气

流量，并采用流量系数 φ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即

φ = 156.1026p* q ( )λ / T * （6）

q (λ) = (γ + 12 )
1/ ( )γ - 1

λ(1 - γ - 1
( )γ + 1 λ2 )

1/ ( )γ - 1

（7）

λ = ( )γ + 1 Ma2 / ( )2 + ( )γ - 1 Ma2 （8）
式中 T *，p*和Ma分别为风洞环境的气流总温、总

压和马赫数。

风洞试验中，气流马赫数 Ma为 0.03~1.8，流量系

数为 0.298~0.956，鉴于试验条件限制，所有试验均在

飞行迎角和侧滑角为零工况下进行。风洞试验测得

的典型来流条件下的鼓包相同截面压力系数分布见

图 5。分析由结果可知，随着流量系数的增大，鼓包

表面附面层的扫除能力逐渐减弱。分析可知，由于

远端来流静压值保持不变，随着流量系数的增大，进

气道内部主流区流速增加，进而鼓包表面壁面静压

值减小，因此压力系数整体随流量系数的增大而减

小，附面层的扫除能力逐渐减弱。

Fig. 3 Pressure tensors distribution of bump surface on the

inlet model

Fig. 5 Cp curves for different φ & Ma in wind tunnel (R3)

Fig. 4 Photo of bump surface on the inle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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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飞行高度下稳定平飞试飞结果分析

为了分析研究飞行高度对无隔道进气道鼓包表

面附面层的排除规律，本次飞行试验规划并进行了

低空、中高空等不同飞行高度下的稳定平飞试验。

图 6 为 Ma=1.41，φ=0.63~0.68（发 动 机 状 态 基 本 相

当），飞行高度分别为 5km，8km，11km，15km时，鼓包

表面 R2~R4截面测点的压力系数分布曲线。以图 6
（b）为典型工况图谱进行分析，可知在Ma=1.41时，鼓

包表面 R2截面压力系数整体上随鼓包中心线对称分

布，随鼓包中心线向两侧扩展表面压力系数在减小，

表明鼓包压缩曲面上存在中间高、两侧低的压力梯度

特征。因此，该压力梯度的存在类似于一个附面层

扫除装置，将鼓包表面的附面层沿展向扫除，离中心

线越远，扫除效果越弱。对比图 6（b）不同飞行高度

之间的压力系数变化规律，可知，随着飞行高度Hp的增

加，鼓包表面各测点表面压力系数曲线整体减小，且

沿展向压力梯度在变小，可知附面层扫除效果变弱。

横向对比图 6中三个测点截面的压力系数，在基

本相同的马赫数和流量系数条件下，随飞行高度 Hp

的变化曲线，各截面壁面压力系数随飞行高度变化

规律一致，即沿鼓包中心线对称分布、存在沿展向压

力梯度。而鼓包 R3截面的压力系数梯度大于 R2，R4
截面，表明该截面区段的附面层排除效果较 R2，R4
截面处更强。这是因为压力系数梯度越大，表明该

截面气流沿展向的流动特性越强，附面层排除效果

越好。另外，在各飞行高度下，R4，R3，R2截面压力

系数依次减小，表明在该工况下，鼓包表面存在一个

与进气道主流区气流反方的压力梯度，从而使得鼓

包表面的附面层逆向主气流向进气道唇口排出。

图 7为流量系数 φ=0.68~0.71，Ma分别为亚声速、

临界声速和超声速三种工况下，R3截面压力系数随

飞行高度 Hp 的分布曲线图。横向对比可知，该截面

压力梯度系数在亚声速范围内随高度的升高而增大

（如图 7（a）所示），而在超声速范围内则随高度的降

低而减小（如图 7（c）所示），而在接近声速的临界飞

行马赫数，其变化规律相对不明朗，但如图 7（b）所

示，其在 Hp=8km的中等高度区域，压力系数梯度较

大，附面层排除特性显著提高。

从图 6、图 7中的压力系数曲线可知，在发动机工

作状态（流量系数）相当的条件下，压力系数随飞行

高度有明显的差异，其原因可能是飞机在不同飞行

高度下实际飞行过程中，飞行马赫数、飞行姿态（含

迎角和侧滑角）以及进气道流量系数仍然存在一定

的差异，从而导致进气道鼓包壁面上的压力系数分

布在不同的高度下并不一致。

3.2 不同飞行马赫数下稳定平飞试飞结果分析

图 8为 Hp=5km，φ=0.62~0.75、鼓包表面 R3截面

压力系数随来流马赫数 Ma的分布曲线，将该图作为

典型工况来分析压力系数随马赫数 Ma的变化规律。

从图中可以看出，除 Ma=0.22工况外，其它马赫数飞

行下，各压力系数随鼓包表面中心线基本呈对称分

布，且沿鼓包中心线向两侧扩展，压力系数明显减

小，即鼓包压缩曲面上存在中间高、两侧低的压力分

布。在 Ma=0.22飞行工况下，压力系数对称性较差，

且压力梯度较小，表明在小速度范围内附面层排除

作用有限。横向对比图中不同的马赫数下的压力系

Fig. 6 Cp curves for different H p & section

(Ma=1.41, φ=0.63~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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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曲线可知，亚声速工况相对于临界声速及以上飞

行速度工况，其附面层压力系数梯度变化较大，进气

道鼓包构型对附面层排除能力较强。

图 9分别为 Ma=0.8和 1.8，鼓包 R2，R3截面的飞

行试验与风洞模型试验压力系数结果对比曲线。鉴

于飞行试验与风洞试验流量系数难以一致，对比时

取相近的流量系数进行对比。从图中可以看出，马

赫数为 0.8时，风洞试验和飞行试验数据均表明在两

个截面的附面层排除特性较好，而马赫数为 1.8时，

飞行试验与风洞试验中的鼓包表面压力系数都出现

了明显的不对称分布，表明附面层吹除效果相对变

差，但飞行试验的压力系数曲线对称性、梯度变化规

律均较差，分析原因可知在飞行试验时，在该工况飞

行试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对较小的侧滑角，进而

影响了鼓包表面的压力系数分布。但从飞行试验和

风洞试验的变化规律上可以看出数据相关性较好，

趋势吻合。

3.3 机动飞行工况试飞结果分析

图 10为 Hp=8km，Ma=0.6，φ=0.50~0.53，飞机进行

稳定盘旋来改变进气迎角 α时，鼓包表面 R3截面压

力系数随飞行迎角 α的分布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

在迎角飞行过程中，进气道鼓包表面 R3截面的压力

系数同样存在中心线呈对称分布、沿展向减小的变化

规律，表明在该飞行工况下，附面层扫除效果较好。

横向比较各迎角变化曲线可知，随着迎角 α的增大，压

力系数呈整体下降，但压力变化梯度明显增加，表明

Fig. 8 Cp curves for different Ma (Hp=5km, R3, φ=0.63~0.75)

Fig. 9 Cp curves for different Ma & φ by flight test and

wind-tunnel test (Ma=0.8, 1.8)

Fig. 7 Cp curves for different Hp & Ma (R3, φ=0.63~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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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气道鼓包对来流附面层的排除能力逐渐增强。

图 11为 Hp=5km，Ma=0.45，φ=0.51~0.53，鼓包表

面 R1，R2，R3各截面压力系数随飞行侧滑角 β的分

布曲线，图中各工况下的飞行迎角 α在 7.97°~8.67°，
因此迎角的差异对压力系数的影响可忽略。从图中

可以看出，当带侧滑角度飞行时，鼓包左右压力系数

呈明显的不对称分布：首先压力系数曲线的“顶点”

不再为鼓包中心线，而是向“背风面”偏移，侧滑角 β

越大，曲线的“顶点”偏移越多；其次鼓包“迎风面”压

力梯度随飞行侧滑角的增大而增大，而背风面压力

系数梯度在减小，表明在侧滑飞行时，进气道鼓包表

面“迎风面”附面层排除能力增大，而“背风面”在减

弱，且随着飞行侧滑角 β的增大，该趋势愈加明显。

最后，横向对比从各截面不同侧滑角下的曲线特征

可以看出，随着飞行侧滑角 β的增大，各截面压力系

数整体“下移”，但压力变化梯度明显增加，表明进气

道鼓包对来流附面层的排除能力逐渐增强。

分析以上结果可知，鼓包型面是无隔道进气道

附面层排除的关键因素所在，在正常无侧滑飞行时，

在距鼓包表面不同高度上都存在一种沿展向的压力

梯度，这种压力梯度将来流中贴近壁面的低能量气

流向鼓包两侧推移，从而达到了附面层排除的效应，

而侧滑飞行时，鼓包型面中线与来流气流产生的夹

角效应使得以鼓包中线为基准的“中间高、两侧低”

的压力规律沿“背风”方向偏离，导致“迎风面”压力

梯度增大，附面层排除能力增强，而“背风面”附面层

排除能力下降明显。

4 结 论

通过本文研究，主要获得如下结论：

（1）在亚声速范围内，随着飞行高度的增加，鼓

包构型对附面层的排除效果增大，而在超声速范围

内，变化规律相反。

（2）在接近马赫数 1.8及以上飞行工况下，鼓包

表面附面层的扫除能力有所减弱，附面层气流分离

加速，进而会造成较大的进气压力损失和畸变。

（3）在超声速飞行工况下，在飞机机头、进气道

唇口前缘处的激波效应是影响附面层排除特性的主

要因素。

（4）飞行试验和风洞试验的数据相关性较好，变

化规律吻合。

（5）带迎角飞行时，进气道鼓包沿型面的中心线

附面层排除特性基本对称，且随着迎角的增大，排除

效果增强。

（6）带侧滑角飞行时，附面层压力系数曲线的拐

点沿鼓包中心线平行向“背风面”偏移，偏移量与侧

滑角成正比，进气道鼓包表面“迎风面”附面层排除

Fig. 11 Cp curves for different β & section

(Hp=5km, Ma=0.45, φ=0.51~0.53)

Fig. 10 Cp curves for different α (Hp=8km, Ma=0.66, R2,

φ=0.5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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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增大，而“背风面”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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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声速涡轮轮缘复合封严结构的数值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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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保护航空发动机涡轮盘，阻止高温燃气向盘腔内部深入，破坏核心部件，通常将压气

机冷气引入转静盘腔，以抵抗高温燃气入侵，并对涡轮部件进行冷却。本文利用非稳态与稳态数值计算

方法，研究了跨声速涡轮设计工况 （Reϕ>107） 下的两种复合封严结构：静盘存在封严环的覆叠封严和

动盘带封严齿的咬合封严结构，并与轴向封严结构进行对比。在本文所研究的范围内，对非稳态计算进

行快速傅里叶变换（FFT） 的结果表明：跨声速涡轮流动中，叶栅通道存在由激波引起的高压区，导致

了燃气的剧烈入侵，因而在特征信号频谱中 f/fblade=2处存在峰值，这是跨声速涡轮燃气入侵最显著的特

点。稳态计算证明复合封严结构封严性能良好。静盘封严环将盘腔分割为上下两个容腔，入侵容腔滞留

了绝大部高温燃气，故高半径处封严效率较低，但盘腔低半径处封严效率明显提高。在冷气流量系数Cw
≈996时，两种复合封严结构在 r/b=0.96以下都能达到很高的封严效率。咬合封严能够增加燃气流动阻

力，有效减小封严冷气使用量。但是，由于跨声速工况下剧烈的燃气入侵，两种封严结构在冷气流量系

数从Cw=199逐渐增大到2000时，高半径处封严效率并没有明显的提高，封严效率仅提高了20%~30%。

关键词：高压涡轮；燃气入侵；转静盘腔；复合封严；FFT频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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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n Composite Rim Seal
Configurations of Transonic Turbine

LUO Qing-yang，TAN Xiao-ming，ZHANG Qing-cai，ZHANG Jing-zhou
（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 In aero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to resist the ingestion of hot gas and protect the turbine
disk from ablation，the coolant flow of the compressor is introduced into the rotor-stator cavity. A numerical in⁃
vestigation on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two composite rim seal configurations（lip seal and bite seal）operating at
transonic condition（Reϕ>107）under unsteady and steady simulation is presented，in the meantime comparison
with axial rim seal in terms of sealing performance is carried out. In detail，the Fast Fourier Transform（FFT）re⁃
veals the sealing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onic turbine stage. The high-pressure zone at the vane suction side
caused by shock wave intensifies the hot gas ingestion，with a peak of pressure signal at f/fblade=2. Shock wave in⁃
duced ingress is a unique property for transonic turbine stage. On the other hand，the two composite rim seals ob⁃
tained higher sealing efficiency than the axial seal. The disk cavity is divided into ingestion cavity and buffer cavi⁃
ty by the sealing ring on the static disk. Although，High radius region gains rather low sealing efficiency du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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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of the hot gas being trapped in the ingestion cavity，while low radius region gains a rather high sealing effi⁃
ciency，especially the region below r/b=0.96 gains a sealing efficiency of nearly 100% with coolant flow rate Cw≈
996. Still，bite rim seal can produce greater flow resistance and thus reduce the consumption of coolant flow. Fi⁃
nally，at high radius，the sealing efficiency only increases by 20%~30% when Cw increases from 199 to 2000，
that means both of the two composite structures cannot get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ingestion cavity，due
to the drastic gas ingestion under transonic condition.

Key words：High pressure turbine；Hot gas ingestion；Rotor-stator cavity；Composite rim seal；Fast
Fourier transform

1 引 言

燃气入侵是现代航空发动机转-静系盘腔可能

遇到的严重问题之一。高温燃气深入转静盘腔内

部，将会导致盘心过热，带来轮盘变形和疲劳损伤等

严重后果。将压气机冷气引入到盘腔以抵抗高温燃

气的入侵是当前最为有效的防护措施。但是从压气

机引气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发动机整体效率的下降。

因此研究高效的封严结构能够在提高封严效果的基

础上有效降低压气机冷气的使用量，从而提高航空

发动机的综合性能。

Phadke等［1］针对最基础的转静系进行了封严与

泄露的实验研究。这一组系列实验为轮缘封严研究

奠定了基础，为后续的实验研究提供了可行的实验

方案参考。 Johnson等［2］整理了前人的基础研究成

果，包括几种基础的轴向径向封严、层叠封严结构封

严效果的研究、不同无量纲冷气流量对封严效率的

影响、不同旋转雷诺数下的最小封严流量的变化趋

势 以 及 受 非 定 常 效 应 影 响 的 周 向 封 严 效 率 分 布

情况。

英国 Bath大学 Owen等做了大量的研究。该团

队深入研究了燃气入侵的机理并提出了旋转诱导入

侵（Rotation induced ingress，RI）［3］和外部诱导入侵

（External induced ingress，EI）［4］理论；基于孔模型（Or⁃
ifice-model）给出了二维入侵模型的最小封严流量系

数 Cw，min的预测模型；之后在三维数值计算基础上整

理出了一系列最小封严流量系数 Cw，min的预测模型［5］。

Pardeshi等［6-7］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基础轴向及径向封

严结构的降阶预测模型，经与实验数据对比，能够在

不同的封严流量下很好地预测基础封严结构的封严

效率。但由于涡轮主流通道、叶片、盘腔结构多样、

工况范围宽广，因而并不能使用该研究提出的降阶

模型进行精确预测。Mirzamoghadam等［8］针对完整的

涡轮模型进行了数值研究。发现计算结果并不是严

格按照一定的规律呈现出周期性分布。Wang等［9］对

三种封严结构进行了定常和非定常数值研究，发现

在相同的工况下，非定常计算封严效率明显低于定

常计算，且更加接近真实值；而特征信号的快速傅里

叶变换（FFT）分析结果显示盘缘压力在时间和空间

上的不均匀性主要是由于动静叶干涉引起的，从而

导致了封严效率在频域上的波动。Horwood等［10］进

行了非定常的数值计算，使用 FFT频谱分析发现叶片

旋转频率处出现了峰值，这与文献［9］的研究结果相

吻合，进一步分析发现：其余频率的频谱波动主要是

因为二次流与主流掺混引起了开尔文-亥姆霍兹效

应（Kelvin-Helmholtz instabilities）。

在盘缘封严的结构形式上，张晶辉等［11］研究了

一种非均匀波浪形轮缘端壁的封严特性。非均匀波

浪形间隙封严结构使涡轮受到的不利影响减小，并

使涡轮的效率得到了提高。Moon等［12］对动盘封严环

上的封严齿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如图 1所示，他们得

到了封严齿位置变换时，盘腔内部的流动结构。发

现封严齿能够阻挡高温燃气沿盘面向下深入，从而

提高盘腔封严效率；封严齿的高度是影响封严性能

的关键参数，而封严齿的宽度对封严性能的影响不

大；封严齿存在最优的位置，此时的封严效率最高。

Scobie等［13］研究了一种复杂的“天使翼”（Angel
wing）封严结构。该结构将盘腔流道分割为复杂的腔

室，这些腔室可以增大燃气的流动阻力，有效防止燃

气入侵。数值计算得到了“天使翼”封严结构在燃气

入侵和冷气泄露时的基本流场情况，实验研究表明，

“天使翼”封严结构能在较低的封严流量下给与高质

量的封严性能。但其结构过于复杂，在工程实际上

的应用还有待研究。Soghe等［14］研究了二级盘腔静

盘侧增加一个容腔的封严结构，对三种容腔结构的

关键几何参数对封严效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

入侵容腔的几何参数对封严性能的影响最显著。

Liu等［15］、王鸣等［16］、邬泽宇等［17］重点针对盘腔

内部凸起结构对封严性能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研究。

实验证明凸起能提高盘腔封严效率，但是盘腔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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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压差却增大了。并根据实验结果对 Orifice model
进行了修正。贾惟等［18］针对轴向封严结构研究了封

严腔轴向位置和封严出口轴向间隙对封严性能的影

响。高庆等［19-20］针对涡轮封严出口端壁，研究了几何

尺寸和形面的变化对涡轮盘腔封严效率和涡轮性能

的影响。Dong等［21］通过数值计算研究了多种咬齿结

构在盘腔封严中的表现，并且详细研究了旋转雷诺

数对咬齿封严结构流场的影响。图 2是文中研究的

复合型封严结构盘腔压力与封严流量的关系，若要

提 高 盘 腔 压 力 ，提 高 封 严 冷 气 流 量 是 最 有 效 的

手段。

另外，Patinios等［22］、Scobie等［23］通过实验详细研

究了 1.5级涡轮的再入侵现象。Chen等［24-25］、Gha⁃
semian等［26］通过对 1.5级涡轮封严的数值研究指出，

定常的数值计算可以很好地预测盘腔的压力分布，

但并不能准确预测盘腔入侵情况，这主要体现在定

常计算下的盘腔封严效率普遍偏高。而封严结构是

另一个影响封严效率的关键因素。

Jia等［27］通过耦合流动传热数值计算研究了封严

结构盘面的热膨胀情况，并且探究了轴向、径向封严

结构在考虑热膨胀情况下的封严特性。

综上所述，国内外研究学者针对低转速实验工

况封严结构的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而

针对跨声速涡轮级轮缘复合封严结构的研究因其工

作情况比较复杂，实验研究难度大，相应研究成果至

今鲜有发表。本文针对航空发动机高压涡轮轮缘复

合封严开展数值计算研究，分析了高负载工况下影

响封严性能的流动特征以及复合封严结构的封严

特性。

2 数值计算方法

2.1 物理模型和计算网格

本文针对航空发动机第一级高压涡轮，将所研

究的涡轮进行了适当的简化。图 3所示的数值计算

模型拥有 30个导向叶片和 60个旋转叶片，选取了周

向 1/30圆周，即 1个导向叶片、2个旋转叶片作为计算

域进行数值计算。进口发展段长度为静叶轴向弦长

的 1.5倍以上。出口位置到动叶尾缘的距离也保证

在 1.5倍动叶轴向弦长以上。不考虑旋转叶片的叶

尖间隙对涡轮流动的影响。

本文利用 ICEM CFD对该模型进行了结构化网

格的划分。并保证转静交界面节点匹配。计算网格

如图 4所示，壁面区域的网格进行了加密，经计算该

网格能够保证 30<y+<150，主流通道中周向保证 180个
节点以上，主流通道高度方面保证 100个节点以上。

如图 5所示，经过网格独立性验证，在网格数量

达到 400万以后封严效率的变化较小，在网格数量达

到 500万以后，封严效率基本不发生变化，故在本文

Fig. 2 Effects of secondary flow pressure ratio on

non-dimensional mass flow rate[21]

Fig. 1 Velocity vectors and distributions of radial velocity

component[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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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值计算中，模型的盘腔网格总量为 180万以上，

整体网格数在 500万以上。

2.2 计算方法

由于该模型的转静特性，本文采用 Ansys CFX进

行数值计算研究。旋转域和静止域通过交界面（In⁃
terface）进行连接。将动叶区域和盘腔划分为旋转

域，交界面设置在封严出口上游 2mm处［28］。图 6是
本文转静域的划分方法。

在本文的稳态计算中，交界面设置为 Frozen ro⁃
tor。差分格式选择 High resolution格式，所有数值计

算均保证残差在 10-5以下，且监测值不再发生变化

时，认为计算收敛。表 1给出了本文所研究的数值计

算工况。

在本文的非稳态计算中，交界面设置为 Tran⁃
sient rotor stator，并带入稳态计算得到的收敛结果作

为初值进行计算。以动叶旋转通过一个静叶叶栅通

道时间的 1/20为非稳态计算的时间步长，并计算了

0.05s，在之后的 0.05s内对每一个时间步进行特征信

号采样。表 2给出了数值计算时采用的边界条件。

图 7是使用不同湍流模型计算得到的主流通道

中沿半径方面的压力系数分布情况，其中 b为盘缘半

径。在本文研究的工况下，各种湍流模型对于主流

通道中的压力预测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偏差，SST模

型在低半径区域有较为精确的结果，而 Standard k-ε

Fig. 3 Physical model of multi-lip seal

Fig. 5 Grid study

Table 1 Computational conditions

Parameter
Axial Reynolds number Rew

Rotational Reynolds number Reϕ
Non-dimensional coolant flow rate Cw

Value
1.866×106
1.035×107
199~2000

Fig. 4 Computational grid

Fig. 6 Computational domain

Table 2 Boundary conditions

Boundary
Pressure inlet/kPa
Pressure outlet/kPa
Secondary flow inlet

Rotational speed/（r/min）

Value
1900
629.5

Mass flow inlet
1.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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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高半径处有比较精确的预测值。故从本文的湍

流模型研究情况来看，确定采用 Standard k-ε模型进

行后续的数值计算分析。壁面处理方法选择 Scalable
函数。

2.3 参数定义

主流雷诺数定义为

Rew = ρvbμ （1）
式中 ρ为主流流体的密度，kg/m3；v为主流通道

内燃气速度，m/s；b为盘缘半径，m；μ为动力粘度，

kg/m·s。
旋转雷诺数

Reϕ = ρωb
2

μ
（2）

式中 ω为旋转角速度，rad/s。
无量纲封严冷气流量系数为

Cw = ṁ
νb

（3）
式中 ṁ为封严冷气的质量流量，kg/s；ν为空气的

运动粘度，m2/s。
为了准确描述轮缘封严结构的封严性能，本文

的数值计算添加了一种示踪气体，则封严效率可以

表示为

ε = φ - φ∞
φ 0 - φ∞ （4）

用 φ表示测点处的示踪气体浓度，φ∞代表主流示

踪气体浓度，φ0为次流入口示踪气体浓度。若将主流

入口示踪气体浓度设置为 0，则封严效率将简化为式

（5），即测点示踪气体浓度与次流入口示踪气体浓度

的比值。

ε = φ
φ 0

（5）

3 结果与讨论

3.1 跨声速涡轮燃气入侵的特征

为了揭示高负载工作环境下盘缘复合封严结构

的流动特征，本节采用了非稳态数值计算方法，在每

个时间步长对压力和示踪气体浓度进行采样，并对

特征信号进行了快速傅里叶变换。图 8给出了静叶

下游监测点的压力信号频谱。其中 fblade是动叶旋转

通过一个静叶叶栅通道的频率。 fblade可以用来表征

静叶尾迹与动叶叶尖的干涉频率。由图 8可知封

严间隙出口压力受到多种情况的影响，其中动静叶

片的干涉对封严出口处压力的影响非常显著，对应

f/fblade=1。

Wang等［9］通过非稳态数值计算研究了实验工况

下轮缘封严特性，该研究同样使用了静叶与动叶数

目为 1：2的模型进行研究，并通过监测压力信号得到

了频域上的能谱变化，如图 9所示，是根据非稳态数

值计算的压力信号得到的频谱。其研究指出，f/fblade=
1时对应的是动静叶相互干涉的频率，这一点与本文

的研究结论相同，当静叶尾迹高压区与动叶前缘相

遇时，封严出口处将出现压力的最大值，此时的燃气

入侵最为剧烈。

然而，将本文的研究结果与图 9进行对比后发

现，在图 8中出现了第二个压力峰值，对应 f/fblade=2。
这说明封严出口的周向压力分布情况与先前的研究

成果相比有所不同。通过分析图 10所示的叶栅通道

压力分布发现，在本文所研究的工况下叶栅通道内

会出现超声速现象，导致静叶吸力面出现激波，波后

的静压升高将导致在一个叶栅通道内除静叶尾迹外

的第 2个高压区的出现。这也导致了在 f/fblade=2处的

压力波动非常明显，燃气入侵也更加剧烈。另一方

面，激波的波后高压区与尾迹区相比区域面积较小，Fig. 7 Pressure distribution for different turbulent model

Fig. 8 Fast Fourier transform of unsteady pressur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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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强度也相对较弱。

图 11是在非稳态计算下对静盘封严环出口处监

测点的示踪气体浓度信号频谱。可以发现，封严效

率的波动情况与静叶压力监测点的压力信号波动类

似。根据盘腔封严的外部诱导入侵理论，封严出口

处的压力对盘腔封严效率影响很大。由于动静叶干

涉在影响的压力波动中占主导地位，因此动静叶干

涉在影响封严效率的波动中也占据主导地位。另

外，考虑到静叶存在波后高压区。故相应的信号峰

值将出现在 f/fblade=1，2处。由于该监测点位于盘腔内

部，所以相对较弱的激波高压区对该测点的影响较

弱，故 f/fblade=2时的封严效率波动较小。

可见封严间隙处高压区域面积的增大更加抑制

冷气的泄露，说明跨声速涡轮在高负载工况下，由于

压力诱导的外部入侵效应明显增强，加剧了高温燃

气的入侵。因此跨声速涡轮的高负载工况给盘腔封

严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

3.2 封严性能分析

在上一节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跨声速涡轮的入

侵情况更加严重。为了改善盘腔封严效果，本文选

取了三种封严结构，并对这三种结构的封严性能进

行了研究。在结构研究中，为了减少计算量，本节采

用稳态计算方法研究三种封严结构。分别是轴向封

严结构、覆叠封严结构和咬合封严结构，具体结构如

图 12所示。轴向封严结构盘腔截面为矩形，只依靠

盘缘端壁进行封严。覆叠封严在动盘安装有动盘封

严环 1，静盘安装有静盘封严环 2，因此将盘腔分割为

上下两个容腔。高半径容腔称为入侵容腔（Ingress
cavity），另一个容腔称为缓冲容腔（Buffer cavity）。咬

合封严以覆叠封严结构为基础，在动盘封严环安装

了咬齿 3，两个咬齿形成的空间也可以看作一个咬齿

容腔。详细的几何参数参见表 3。

众多研究表明，轮缘封严结构其封严特性都会

受到流动情况的影响。因此图 13给出了稳态数值计

算下三种封严结构的流场结构和封严效率分布情

况。从图 13的封严效率云图可以看出，轴向封严结

构的盘腔封严效率非常低，高温燃气与动盘端壁接

触后可以轻易进入盘腔内部，强烈地干扰了盘腔内

部的流动。封严冷气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抵抗高温

Fig. 10 Pressure distribution in mainstream annulus

Table 3 Geometrical sizes

Parameter
S

S'

Sa

Sr

Sr'

Size
0.027b
0.0053b
0.023b
0.027b
0.010b

Fig. 11 Fast Fourier transform of unsteady sealing

efficiency data

Fig. 12 Three studied rim seal configurations

Fig. 9 Pressure-frequency of monitor poin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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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的入侵。覆叠封严结构和咬合封严结构在动静

盘封严环的作用下，盘腔内部封严效率很高。封严

环形成的狭窄流通通道使封严冷气能够聚集起来有

效对抗燃气入侵。另外入侵容腔滞留了绝大部分的

高温燃气，因此在高半径处复合封严的封严效率更

低。但是在封严环以下，缓冲容腔的封严效率都保

持在 98%以上。咬合封严中咬齿的加入进一步阻挡

了高温燃气的入侵，取得了更好的封严效果。

由图 14可知，封严效率沿半径增大的方向是降

低的。但是，轴向封严结构在 Cw≈996时并不严格按

照这一规律变化，结合图 13（a）可以发现，这是因为

此时燃气入侵非常剧烈，高温燃气直接到达盘腔深

处，盘腔被高温燃气分割为了两部分，扰乱了盘腔内

部的流动，导致 Cw=996时，轴向封严结构基本无法对

盘腔进行有效的密封，在很大的半径范围内效率没

有变化，甚至低半径处封严效率降低；在 Cw增大后，

情况有所改善，封严效率沿半径增大方向封严效率

降低。动静盘安装封严环后，盘腔封严效率得到了

很大的提升。这种结构牺牲了高半径处的封严性

能，通过入侵容腔和封严齿把绝大部分高温燃气滞

留在高半径处；容腔中存在复杂的涡系结构，也增加

了高温燃气的流动阻力。封严环的出现防止了高温

燃气与冷气的直接掺混，冷气可以在缓冲容腔中组

织形成能够有效抵抗燃气入侵的封严流；经过狭窄

通道的封严冷气将具有较高的动量，因此保证了缓

冲容腔等低半径处能够很好地进行封严。

3.3 复合封严结构的流动特性

为了进一步分析复合封严的封严性能，本文对

覆叠封严、咬合封严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如图 15所
示是不同冷气流量系数下的覆叠封严结构盘腔内的

流动情况和封严效率分布。图 15（a）是冷气流量 Cw=
199时的流场，而图 15（b）是冷气流量 Cw=2000时的流

场。两种情况下，封严冷气在经过静盘封严环以后

都会由于旋转效应，沿动盘壁面向主流通道流动。

此时，封严冷气对入侵容腔的封严贡献很小。这说

明，旋转诱导入侵在跨声速涡轮的盘缘封严中依然

有很大的影响。当燃气与封严冷气发生强烈掺混

时，封严效率的梯度很大，在经过很短的距离封严效

率就会急剧下降。在封严流量较小时体现在静盘封

严环尖端，封严流量较大时体现在动盘端壁处。

根据图 15的盘腔流动情况，本文得到了覆叠封

严结构在不同冷气流量系数下的流动情况，见图 16。
黑色实线代表高温燃气的流动路径，黑色虚线是封

严冷气的流动路径。如图 16（a）所示，在较小的冷气

流量下，燃气入侵至缓冲容腔时，高温燃气和封严冷

气将在静盘封严齿附近掺混，红色实线标示了这种

情形下的掺混界面。因此在缓冲容腔内部的掺混将

Fig. 13 Cavity flow field and sealing efficiency distribution

(Cw≈996)

Fig. 14 Sealing efficiency distribution along the radial

direction of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Fig. 15 Cavity flow field and sealing efficiency distribution

of lip s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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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缓冲容腔内温度急速升高。图 16（b）是较大的

冷气流量下盘腔流动情况，冷气流量增大时，掺混界

面将向外推移，在较大的冷气流量下，掺混界面将被

推出至静盘封严齿，冷气将开始填充入侵容腔。但

在离心泵效应的影响下，封严冷气依然要紧贴旋转

盘向高半径处流动，故不能对入侵容腔进行有效的

封严。实际上，当冷气流量较大，掺混界面被推出静

盘封严齿后，入侵容腔实际上变为了封严冷气的缓

冲容腔，由于主流通道与盘腔压差很大，此时封严冷

气无法有效抵抗燃气入侵，有限的封严冷气不能完

全占据入侵容腔。图中的蓝色实线代表强入侵界

面。这一界面处于动盘封严环端面指向低半径方向

的延长线上。由于入侵容腔，旋转盘的离心泵效应

和压力差的共同作用，当冷气流量系数从 199逐渐提

高到 2000时，强入侵界面的位置基本没有移动。若

要使 r/b=0.98~0.99的位置实现完全密封，将消耗大量

的封严冷气。

咬合封严结构的盘腔效率分布情况如图 17所

示。与图 15对比发现，在较大的冷气流量下，咬合封

严在入侵容腔的封严效率有明显的提高。特别是在

入侵容腔的静盘壁面，封严冷气经过动盘咬齿的引

导，沿静盘封严环向外流动，在入侵容腔内“包围”了

高温燃气，从而削弱了高温燃气沿静盘壁面的入侵

能力。

盘腔内的流动简图如图 18所示。与覆叠封严的

流动情况相比，咬合容腔内的流动结构非常复杂，存

在很多小涡，这种小涡结构使高温燃气不能轻易通

过咬合容腔进入到缓冲容腔中，狭窄空间也有利于

封严冷气抵抗高温燃气的入侵。当封严冷气流量增

大到一定程度后，封严冷气在动盘咬齿的引导下，将

沿静盘壁面向高半径处流动，冷气脱离了动盘壁面，

相应地，旋转效应对冷气的影响将大大降低。因此，

咬合封严结构在冷气流量逐渐增大的过程中，掺混

界面和强入侵界面都显著地向外推进。这一方面，

咬合封严相比于覆叠封严具有一定的优势。

图 19是两种复合封严结构盘腔内部 r/b=0.98和
0.99位置处平均封严效率随无量纲封严流量系数的

变化情况。在较小的冷气流量下，两种结构在这一

截面的封严效率基本持平，随着无量纲封严流量系

数的增加，两种封严结构的封严效率都有显著的提

升。冷气流量系数从 199增加到 2000的过程中，咬

合封严在两截面处的封严效率增长了 30%左右，覆

叠封严在相应截面处的封严效率增长了 20%左右。

从侧面证明了，波后高压区出现后，高温燃气的入侵

Fig. 18 Simplified cavity flow field of bite seal

Fig. 16 Simplified cavity flow field of lip seal

Fig. 17 Cavity flow field and sealing efficiency distribution

of bite seal

Fig. 19 Averaged sealing efficiency along Cw for different

rim seal configu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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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强烈，盘腔与封严出口的压差更大，增加冷气流

量来提高盘腔封严效率的方法起到的效果将非常

有限。

4 结 论

本文基于航空发动机涡轮跨声速工况，对三种

不同的轮缘封严结构进行了非稳态和稳态的数值计

算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跨声速涡轮的封严特性依然遵循外部诱导

入侵理论和旋转诱导入侵理论。但是由于主流通道

中存在波后高压区，导致跨声速涡轮相比于实验条

件下的涡轮，燃气入侵更加强烈。因此，高半径处通

过增大冷气流量，封严效率只能提高 20%~30%。

（2）轴向封严结构在较小的流量系数下无法起

到封严的作用；安装封严环牺牲了入侵容腔的封严

效率，但盘腔流动结构的改变有效阻止了高温燃气

与封严冷气的直接掺混，低半径处封严效率可以达

到 99%以上。狭窄的流通通道将封严冷气聚集起来

使其能够有效抵抗燃气。

（3）咬合封严在入侵容腔内的表现更好，而覆叠

封严的强入侵界面在流量系数增大时推进并不明

显。随着冷气流量系数的增加，咬合封严的封严效

率将逐渐超过覆叠封严，当流量系数达到 2000时，咬

合封严的封严效率将比覆叠封严高出 10%。

本文主要研究了两种复合封严结构在跨声速涡

轮中的性能表现，并简单分析了跨声速涡轮的流动

对封严的影响。跨声速涡轮中的轮缘密封依然遵循

外部诱导入侵和旋转诱导入侵理论。但是对于跨声

速涡轮的流动尤其是激波的出现如何深刻影响轮缘

密封的性能表现，本文涉及较少。故后续的工作应

当继续深入研究跨声速涡轮在封严间隙处的入侵与

泄露情况以及激波的干涉影响。从当前的研究来

看，流动结构的剖析有助于改善航空发动机高压涡

轮封严性能，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高效封严结构，从而

提高航空发动机效率。

致 谢：感谢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基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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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满足组合动力对过氧化氢煤油推力室的方案设计需求，建立工程计算方法，可快速进行

热防护方案设计。通过修正燃气对流换热系数和引入液膜分解率完善工程算法，使工程计算结果与三维

流固热耦合计算结果和实际试验结果符合较好。在此基础上，对组合动力用推力室进行热防护方案设

计，结果表明：采用头部过氧化氢液膜和身部过氧化氢再生的方式可实现可靠热防护，其中，液膜流量

在氧化剂中占比为30%。采用上述研究思路具备开展快速方案论证的能力，可在众多方案中选出热防护

性能较优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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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ombined Cycle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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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 engineering calculating method was built to fulfill the requirement of thermal protection de⁃
sign on a hydrogen peroxide and kerosene biopropellant thrust chamber embeded in rocket combined cycle en⁃
gine. By modifying the convection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of burned gas and introducing the liquid film decompo⁃
sition rate of coolant，the results match well with those of experiment and three dimensional coupled numerical
simulation. Then，applied in the thermal protection of a thruster assembled in combined cycle engine，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cooling design is proved practicable，with liquid film cooling in the head and regenerative cool⁃
ing in the body. The coolant is selected as hydrogen peroxide and the consumption of liquid film cooling makes up
about 30%. The method manages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rmal protection conveniently，and contribute
to the assessment of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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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表

q

hg
T ad
Twg
D t
μg
cp，g
Prg
pc
c∗

A t
Ax
T ∗c
γ

Max
rg

燃气对流换热热流密度，W/m2
燃气侧对流换热系数，W/（m2·K）
燃气的绝热壁温，K
燃气侧推力室壁面温度，K
推力室喉部直径，m
燃气的动力粘度，Pa·s
燃气比热，J/（kg·K）
燃气温度下的普朗特数

推力室燃气压力，Pa
特征速度，m/s
喉部面积，m2
沿推力室轴线的截面面积，m2
推力室燃气总温，K
燃气比热比

燃气当地马赫数

当地恢复系数

T lf
μ f
Pr f
cp，lf
Pr lf
μ lf
x lf
η lf
ṁ lf
ρ lf
Dx

Twl
T re
h re
δ

λ

液膜温度，K
以液膜温度为定性温度计算的燃气粘度，Pa·s
以液膜温度为定性温度计算的燃气普朗特数

液膜的定压比热，J/（kg·K）
液膜的普朗特数

液膜的动力粘度，Pa·s
液膜位置到液膜入口的距离，m
液膜飞溅系数

液膜的质量流量，kg/s
液膜的密度，kg/m3
当地截面的直径，m
再生冷却剂侧壁面温度，K
再生冷却剂温度，K
冷却剂对流换热系数，W/（m2·K）
热端壁面与冷却剂侧距离，m
结构热导率，W/（m·K）

1 引 言

吸气式组合动力（以下简称组合动力）是由涡

轮、火箭、冲压中的两种或全部三种动力通过热力循

环和结构有机组合形成，代表了未来空天动力的主

要发展方向［1］。火箭被支板或斜坡固定在冲压燃烧

室流道中，起到稳焰、增推、助燃等作用，是组合动力

的关键部件［2］，见图 1。面向未来重复使用航天运输

系统的使用要求，组合动力需具备灵活便捷、响应迅

速的使用特征，这对火箭氧化剂提出了能够常温贮

存、绿色环保的工作要求，综合使用维护性和任务适

应性，过氧化氢推力室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关注。

过氧化氢煤油推力室混合比较大，常采用过氧

化氢作为冷却介质，过氧化氢热安定性较差，在高温

下受热易分解，分解特性增加了主动冷却研究的难

度。目前普渡大学［3］和韩国先进科学技术研究所［4］

分别采用头部煤油液膜和过氧化氢液膜实现了推力

室的可靠热防护。国内尝试了身部过氧化氢再生冷

却的方案［5-6］。当前研究多为试验探索，较少涉及计

算分析。受限于测量手段，对过氧化氢在推力室的

燃烧分解特性研究较多［7-8］，对其形成液膜后的分解

特性研究较少。

组合动力中火箭所承载的功能限制了推力室尺

寸并且要求推力室具有较高的工作压力，同一工作

压力条件下，火箭推力室的尺寸越小，燃气传递给推

力室的热流越大。组合动力用过氧化氢煤油推力室

热防护的难度更大，难以借鉴常规火箭推力室成熟

的研究经验。且随着使用需求的不同，组合动力对

火箭推力室提出的技术指标也不同，如果针对每型

推力室热防护方案均进行三维流固热数值仿真计算

和试验研究的代价太大。

为此，本文建立工程计算方法，利用三维流固热

仿真计算结果修正燃气传热模块，结合试验结果对

过氧化氢液膜分解特性进行研究从而修正液膜冷却

模块。最终形成面向过氧化氢煤油推力室的热防护

方案设计方法，可快速获取理论闭合的热防护方案。

2 计算方法

2.1 计算模型

推力室中的热量通过推进剂掺混燃烧产生，自

发地向壁面传递，壁面表面的液膜会吸收一部分热

量，剩下的热量通过结构热传导进入再生冷却介质

中，被再生冷却介质吸收一部分之后导出到结构外

表面。文献［9］指出推力室中辐射热流比对流热流

小得多，过氧化氢/煤油推力室的总温相对更低，故忽

Fig. 1 Diagram of strut-ro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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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燃气辐射传热的影响。按照能量的走向，分别对

所用到的工程计算模型进行介绍。

2.1.1 燃气传热

工程算法中不考虑推进剂经过喷注器掺混燃烧

过程，将热力计算的产物作为输入参数，热力计算使

用 CEA软件实现。

燃气向壁面的传热可以表示为

q = h g (T ad - Twg) （1）
式中 h g为对流换热系数，可由经典的 Bartz计算

公式求得。

h g =
é

ë
êê
0.026
D 0.2
t ( μ0.2g cp,gPr0.6g ) ( p cc∗ )

0.8ù

û
úú ( A tAx )

0.9

σ （2）
式中 σ为定性温度变换系数。

σ = é
ë
êê
1
2
Twg
T ∗
c
(1 + γ - 12 Ma2x) + 12 ùûúú

-0.68

(1 + γ - 12 Ma2x)
-0.12

（3）
燃气的热物性可以通过燃烧产物的组分分布拟

合得出。在无膜状态下，主流绝热壁温通过式（4）
得到。

T ad = T ∗
c

é

ë

ê

ê

ê
êê
ê
1 + rg ( )γ - 1

2 Ma2x

1 + ( )γ - 1
2 Ma2x

ù

û

ú

ú

ú
úú
ú （4）

式中 rg 为当地恢复系数，对于湍流流动，rg =
(Prg)

0.33
。

2.1.2 液膜冷却

关于液膜冷却的详细控制方程在文献［10］中已

有详细介绍，液膜冷却主要关心液膜的传热过程，传

热过程研究主要包括中心气流与液膜的传热过程以

及液膜和室壁的传热过程。

中心气流向液膜的传热会受到液膜的影响，考

虑到如上影响，Stechman 等对巴兹方程进行了修

正［11］，见下式，式中下标 f表示以液膜温度为定性温

度计算的燃气参数，该修正方法认为推力室内燃气

流速很大，液膜相对燃气可以看成为静止的“壁面”，

液膜表面析出的蒸汽或者未蒸发液膜表面的温度替

代之前的边区燃气总温作为定性温度。修正的物理

意义较明确，并且修正方程的计算结果与马夸特公

司的试验数据吻合。

h g = é
ë
êê
0.026
D 0.2
t ( μ0.2f cp,gPr0.667f ) ( p cc∗ )

0.8ù

û
úú ( A tAx )

0.9

σ （5）

σ = é
ë
êê
1
2
T lf
T ∗
c
(1 + γ - 12 Ma2x) + 12 ùûúú

-0.68

(1 + γ - 12 Ma2x)
-0.12

（6）
液膜向室壁的传热计算也通过 Stechman模型给

出，如下式所示，式中物理量的计算方法详见文献［9］。

h lf = 0.0288 cp,lf
Pr0.667lf μ0.2lf x0.2lf ( η lf ṁ lfu ghgPr0.667g ρ lf

π ( )Dx /2 cp,g )
0.4

（7）

液膜受到燃气的加热作用逐渐升温、蒸发，到下

游时液膜全部转变成气膜，气膜也会隔绝中心高热

燃气，起到保护壁面的作用，气膜冷却效果的工程计

算公式采用 Grissom提出的计算方法［12］。

2.1.3 结构导热

当前的工程计算中常取壁面两侧平均温度作为

结构导热率的定性温度，进而利用傅里叶导热定律

进行热传导的计算。然而，推力室的最大结构温差

近几百 K，从低温到高温的过程中结构导热率变化较

大，采用如上处理方式难以获得较精确结构温度

分布。

可把推力室某一截面沿径向划分网格单元，建

立无内热源、稳态、变导热系数的导热微分方程，即

1
r
∂
∂x

é
ë
êλr

∂T
∂x

ù
û
ú = 0 （8）

式中 r为网格点所在位置的半径，x是与热量传

递方向相平行的坐标，方程的离散及求解过程详见

文献［13］。

2.1.4 再生冷却

再生冷却介质与内壁面的对流换热常选取管槽

内湍流强制对流换热关联式进行计算，常用的关联

式有米海耶夫公式，Dittus-Boelter公式与 NASA甲烷

电热管经验公式，各公式基本形式相似，采用应用较

广泛的 NASA甲烷电热管试验经验公式

Nu = 0.023Re0.8bl Pr0.4bl ( TwlTbl )
0.45

（9）
式中 Tbl = ( )Twl + T re /2。
一般的冷却通道为铣槽式结构或管束式结构，

槽由内外壁及肋条（隔片）连接而成。肋条或管壁可

加大向冷却剂的散热，常用肋条效应表征此影响。

在支板火箭和斜坡火箭的应用环境下，外壁面边界

条件可按绝热壁处理。

2.1.5 冷却剂物性

过氧化氢煤油推力室的混合比较大，一般采用

过氧化氢作为冷却介质，由于过氧化氢比较危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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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针对其热物性所开展的试验研究较少，一般采

用拟合公式［14］对热物性进行计算。对于 90%浓度的

过氧化氢而言，采用拟合公式计算获取的热物性见

图 2。沸点越高，冷却剂的热沉越大。比热表征冷却

剂的容热能力：温度升高，比热增大，换热效果增强；

热导率表征冷却剂的导热能力：温度升高，热导率变

小，换热效果减弱；液体粘度表征流体层间分子吸引

力的大小：温度升高，分子间吸引力变小，近壁处流

体受粘滞力的作用减小，流速变大，换热效果增强。

由于热导率对换热效果的影响较比热和粘度相比较

小，因而温度升高，冷却剂与结构间的对流换热系数

变大。

2.2 方法修正

在方案设计的过程中，需通过三维计算结果和

试验结果对工程算法进行修正。结合国内外针对再

生冷却和液膜冷却的研究现状，拟采用再生冷却三

维流固热计算结果修正工程算法中燃气传热和再生

冷却部分，采用液膜冷却试验结果修正工程算法中

液膜冷却部分。

2.2.1 三维仿真修正

三维仿真计算推力室的特征参数见表 1。

火箭推力室采用过氧化氢、煤油双组元推进剂，

其中过氧化氢先经过推力室身部布置的冷却槽道，

吸收部分热量后再经过催化床进入推力室。考虑到

与过氧化氢的相容性，推力室材料为 304不锈钢，周

向均布 30条再生冷却单元，冷却单元的槽肋沿程等

宽分布，热端换热壁厚 0.85mm，槽高 0.75mm，冷端换

热壁厚 0.75mm。冷却剂由喷管末端流入，至头部

流出。

本文主要研究组合动力推力室的复合冷却的计

算方法，因此忽略了化学反应对热防护的影响，以混

合比 7.5通过 CEA软件计算得到发动机总温，并以此

作为推力室入口条件，达到严苛考核方案可行性的

Table 1 Feature size of thrust chamber

Parameter
Combustor diameter/mm
Throat diameter/mm
Outlet diameter/mm
Cylinder length/mm
Thrust length/mm
Expanding angle/（°）
Mass flux/（kg/s）

Combustor pressure/MPa
Mixture ratio

Value
52
20
52
165
261
9

0.3~0.9
1.5~4.5
7.5

Fig. 2 Thermophysical property of 90% H2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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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本文数值计算了组合动力的推力室工况：（1）
大流量工况（mH2O2 = 794g/s），主要用于发动机增加推

力。（2）小流量工况（mH2O2 = 264.7g/s），主要用于发动

机稳定燃烧。

出于简化计算的考虑，假设有：

（1）忽 略 火 箭 推 力 室 喷 注 、雾 化 、混 合 、燃 烧

过程。

（2）忽略外部冲压通道流场不均匀性对推力室

出口流动的影响。

由于冷却单元沿推力室呈周向对称分布，为简

化计算考虑，可沿周向截取模型一部分进行计算。

沿周向肋条中线温度要高于其余部分的温度，模型

的选取要考虑到肋条中线温度，据此，取 1/15模型即

可，模型中包含两个完整槽道结构和一个完整肋条

结构，简化模型如图 3所示。计算模型由燃气、不锈

钢壳体和过氧化氢冷却剂组成。冷却剂由喷管末端

流入，至头部流出，实现对不锈钢壳体的主动冷却。

对计算模型进行结构化网格划分，网格数量 168
万，见图 4。对推力室喉部、气固交界面进行了加密

处理。其中，火箭推力室气固交界面第一层网格

0.03mm。推力室气固交界面与冷却槽道之间划分 10
层网格。

算例基于商业软件 Fluent开展计算，由于涉及过

氧化氢冷却槽道的低速流动，采用压力基求解器求

解，湍流模型采用 SST k-ω双方程模型，能够更精确

地计算喷管附近的分离流动。冷却槽道工质为过氧

化氢，入口在推力室喷管末端，为质量入口条件，参

考压力 6.8MPa，总温 297K，出口为压力出口条件，压

力 6MPa；推力室入口为质量入口条件，参考压力

4.5MPa，总温 2800K；外部冲压通道静压 0.23MPa，马
赫数 0.38，静温 1975K。

分别对两种工况下再生冷却热防护方案开展计

算，计算云图如图 5所示。

计算稳定后，导出肋条中线的热流密度和壁面

温度数据，以此作为修正工程算法的基准。在实际

传热过程中，再生冷却剂对流换热系数远大于燃气

对流换热系数，由热阻关系式可知［15］，再生冷却对流

换热系数对于传热影响较燃气相比较小，为此，可把

修正作用在燃气对流换热系数上。

q = T ad - T re
1
h g
+ δ
λ
+ 1
h re

（10）

Bartz公式源于管内充分发展的紊流传热准则方

程式，即

Nu = CRe0.8Pr0.4 （11）
式中 C取 0.026。
保持对流换热系数受各传热准则数的变化影响

趋势不变，修正直接作用在常数项 C上。修正后工程

计算方法计算结果与三维流固热结果的比较见图 6，
可见，在喉部附近工程计算获取的壁温和热流较三

维流固热计算结果偏差不到 10%。身部热流密度二

者相差较大，主要是流固热仿真的头部结构采用绝

Fig. 4 Three-dimensional computational grid

Fig. 5 Mach number distribution

Fig. 3 Three-dimensional computational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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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壁边界条件，燃气热流在此积聚，进而导致壁温升

高，持续影响头部下游身部。在推力室热防护方案

设计工作中，较关注喉部附近的壁面温度及热流数

据，因此修正后的工程算法具备开展方案论证的

条件。

2.2.2 试验结果修正

文献［4］采用 304不锈钢作为结构材料，利用头

部过氧化氢液膜进行推力室热防护工作，针对不同

液膜流量开展试验，并对壁面温度进行测量，测点分

布见图 7。其中，热电偶插入深度为 1mm，T1~T7每个

热电偶间轴向距离为 20mm，T7与 T8对称布置在喉

部两侧。文献［4］给出了工况 3和工况 4的具体条

件，见表 2。
图 8展示试验结果，纵坐标为热电偶测量的温

度，横坐标为采集数据时间，推力室工作区间已在图

中标出。以此为研究对象，开展液膜冷却工程计算

方法的修正工作。

一维工程计算难以反映实际三维效应，为方便

处理，做如下假设：

（1）工况 3条件下，推力室工作 9s，喉部测点温度

在 800℃左右，T6测点温度未超过液膜沸点。

（2）工况 4条件下，推力室工作 15s，喉部测点温

度未超过液膜沸点。

已知在常压下，过氧化氢温度到达 413K时会发

生剧烈分解，分解反应［16］如下

H2O2 → H2O ( l) + O2 (g) + 97.4kJ/mol （12）
通过测量结果可见，过氧化氢液膜实际温度超

Fig. 7 Schematics of H2O2/kerosene bipropellant thruster[4]

Table 2 Conditions of firing test

Parameter
Mass flux/（kg/s）
Mixture ratio

Proportion of coolant/%

Case 3
0.821
7.25
22.2

Case 4
0.845
7.35
25.6

Fig. 6 Comparison of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hree-dimension

and one-dimension

Fig. 8 Hot firing test result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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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413K，过氧化氢发生了分解反应。过氧化氢容积

分解远小于由材料诱发的反应［16］，据此，可忽略容积

分解，在液膜工程算法中引入材料诱发的过氧化氢

分解率 X。文献［17］指出压力可通过影响液态过氧

化氢焓值进而影响分解率和分解气温度，文献［18］
指出在 10MPa以内，压力对分解气温度影响较小，以

此可以推断出，在 10MPa以内，压力对分解率影响较

小，可认为在此压力区间内分解率不变。

在工况 3和工况 4推力室压力下，水的蒸发潜热

为 34.8kJ/mol，则 1mol过氧化氢分解总放热为 62.6kJ，
90%过氧化氢实际分解放热为 45.7kJ/mol，分解放热

作用到液膜升温和蒸发的过程。以液膜延展长度为

判断准则，当 X=9.2kg/（m2·s）时，取身部测点 T4，收敛

段测点 T6，喉部测点 T8为研究对象，结果对比如图 9
所示。

Case 3工况下的喉部无液膜覆盖，直接受到燃气

加热作用，计算显示的 T8测点温度变化与试验结果

大体一致，上文关于燃气对流换热系数的修正较合

理。仿真结果显示 Case 3工况液膜覆盖到 T6测点所

在的位置，Case 4工况液膜覆盖到喉部，液膜计算结

果与试验符合较好。喉部附近测点计算结果与试验

结果相差不到 5%，身部 T4测点计算结果较试验偏

低，主要是因为一维工程计算身部被液膜全覆盖，近

壁温度不可能超过液膜温度。而推力室实际工作过

程中，液膜成股铺展在推力室壁，燃气会绕过液膜直

接加热结构，导致身部温度偏高［19］。由于方案设计

较关注喉部附近的壁面温度及热流数据，通过与试

验结果的对比，可认为上文所做的修正符合方案论

证的要求。最终，总结工程计算方法的修正流程如

图 10所示。

3 结果与讨论

组合动力用过氧化氢煤油火箭推力室内嵌在支

板或斜坡中，为满足长时间可靠使用的工作要求，

304不锈钢材料温度不宜超过 1000K，过氧化氢催化

床入口温度不宜超过 373K。为降低组合动力用推力

室热防护难度，最终选用表 3所示的推力室型面及工

况，其中，以喉部直径作为特征长度，其余尺寸作无

量纲处理。

推力室混合比较高，采用流量较大的氧化剂作

为冷却介质对燃烧性能影响较小。文献采用纯液膜

实现推力室的可靠热防护，对于组合动力用推力室

而言，推力室尺寸更小，热防护难度更高。推力室外

部环境为冲压高温燃气，无法通过热辐射向外散热，

依靠液膜进行冷却将会带来极大的浪费。因此，需

进行再生冷却和再生液膜复合冷却方案的论证。如

Fig. 9 Calculation results

Fig. 10 Flow path of revising engineering calculation

methods

2273



推 进 技 术 2021 年

果采用液膜冷却，受限于支板和斜坡的尺寸包络和

工艺实现要求，优选头部液膜的方式。

3.1 纯再生冷却方案

综合考虑工艺实现和结构强度要求，周向均布

20条再生冷却单元，冷却单元的槽肋沿程等宽分布，

热端换热壁厚 1.0mm，槽高 1.0mm，冷端换热壁厚

2.0mm，过氧化氢初温取 298K。
两种工况下全部氧化剂充当冷却介质的再生冷

却计算结果如图 11所示，图中横坐标为沿推力室轴

线无量纲距离。

可见，小流量工况下再生冷却剂温升高于大流

量工况，大流量工况下喉部气壁面温度高于小流量

工况。由式（2）和式（10）可知，流量增加到 1.75倍

时，h g 增加到 1.56倍，q增加的幅度小于 h g 增加的幅

度，由式（1）可知大流量工况下 T ad - Twg变小，因而喉

部处气壁面温度高于小流量工况。另外，大流量工

况下 q增加的幅度小于流量增加的幅度，因而再生冷

却剂温升小于小流量工况。因此，在变工况推力室

再生冷却设计中，大流量重点关注气壁面温度，小流

量重点关注喉部温度。

3.2 头部液膜冷却和身部再生冷却优化方案

由于纯再生冷却条件下，大流量工况气壁面超

温，小流量工况冷却剂出口温度超温，需考虑再生与

液膜结合的冷却方式。液膜冷却剂隔绝一部分主流

的热流，降低再生冷却剂的吸热量和燃气传热量，有

望实现热防护方案的闭合，图 12为不同流量液膜条

件下再生液膜复合冷却方式的方案计算结果。

可见，当液膜在氧化剂占比小于 30%时，大流

Fig. 12 Calculation result of regenerative cooling & liquid

film cooling

Table 3 Profile and operating condition of thrust chamber

Parameter
Combustor diameter
Throat diameter
Outlet diameter
Cylinder length
Thrust length

Expanding angle/（°）
Mass flux/%

Combustor pressure/MPa
Mixture ratio

Value
2.25
1
2.25
7.25
10.7
10

57.1~100
2.0~3.6
7.5

Fig. 11 Calculation result of regenerative coo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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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工况气壁面温度超过 1000K，再生冷却剂出口温

度超过 373K。当液膜在氧化剂占比 30% 时，气壁

面温度和再生冷却剂出口温度均符合指标要求。

两种工况下气壁温度和再生冷却剂出口温度均呈现

与纯再生冷却一致的规律。当液膜在氧化剂占比大

于 30%时，冷却剂量进一步增加，削弱燃烧效果，亦

能实现可靠冷却，不过会降低推力室性能。综合考

虑性能和可靠热防护，优选液膜在氧化剂占比 30%
的方案。

由图 13可见，液膜覆盖的壁面温度经过三个阶

段，经与液膜温度对比分析，阶段Ⅰ覆盖在壁面上的

液膜温升未到 413K，液膜温度和壁面温度上升较缓

慢；阶段Ⅱ液膜温度达到 413K，分解放热反应开始，

液膜温度和壁面温度迅速增加；阶段Ⅲ液膜温度达

到沸点，液膜温度不变，开始蒸发，由式（7）可知液膜

越薄，液膜与壁面之间的换热系数越小，故壁面温度

有所下降。

4 结 论

通过本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采用三维流固热耦合计算结果和实际试验

结果修正后的工程计算方法具备开展快速方案论证

的能力，可在众多方案中选出热防护性能较优的

方案。

（2）过氧化氢液膜温度可达到室压下介质的沸

点。在试验工况下，当过氧化氢温度到达 413K后取

材料诱发的分解率为 9.2kg/（m2·s）时，计算结果与试

验结果符合较好。

（3）针对变工况涉及到再生冷却的过氧化氢煤

油推力室热防护工作，大流量工况重点关注气壁面

温度，小流量工况重点关注过氧化氢出口温度。

（4）针对小尺寸变工况组合动力用过氧化氢煤

油推力室，头部液膜与身部再生复合热防护方案有

望实现可靠热防护，对于文中所示推力室，液膜流量

在 氧 化 剂 中 占 比 为 30% 时 满 足 各 项 热 防 护 指 标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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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油燃料超燃冲压发动机燃烧特性实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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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空气节流时序对超燃冲压发动机点火和火焰稳定的影响，通过实验方法研究了13个
状态的煤油燃料超燃冲压发动机的燃烧特性。通过先锋氢气和节流空气增强煤油燃烧的稳定性，利用两

个固定位置的压力传感器监测火焰稳定状态，采用纹影和OH-PLIF相结合的测量手段，获得了流场结

构和火焰发展信息。发动机入口来流条件为马赫数 2.0，总温 950K，总压 0.82MPa。在空气节流的作用

下，煤油被先锋火焰引燃，在先锋氢撤除后，煤油仍然可以稳定燃烧。在扩张段中，空气节流和燃烧共

同作用产生的激波串移动速度约为 52m/s，但在凹槽内其速度仅为 3.7m/s。观测监测点压力变化情况可

以区分所研究状态的火焰稳定与否，通过对 13个研究状态的考察，获得了火焰稳定临界曲线。当所研

究状态点在临界曲线右上方区域时，火焰状态稳定；当所研究状态点在临界曲线左下方区域时，火焰将

被吹熄；当所研究状态点在临界曲线上时，火焰不稳定，在空气节流撤除之前将被吹熄。

关键词：燃烧特性；超燃冲压发动机；火焰吹熄；火焰稳定；超声速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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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s
in Kerosene-Fueled Scramjet Engine

JIANG An-lin，TIAN Ye，ZHONG Fu-yu，LE Jia-l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Scramjet Laboratory，China Aerodynamic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Mianyang 621000，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time sequence of air throttling on ignition and flame stabilization in the
Scramjet combustor，thirteen experimental cases on the 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 kerosene-fueled Scramjet
engine were investigated，which are enhanced by pilot hydrogen and air throttling. Two pressure monitors are
used to monitor the flame state，wall pressure measurements，Schlieren images，and OH-PLIF are applied simul⁃
taneously to obtain information on the flow field and flame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are obtained under inflow
conditions of Mach number of 2.0，a stagnation temperature of 950K，and a stagnation pressure of 0.82MPa. With
the aid of air throttling，the kerosene is ignited by the pilot flame，and the kerosene flame remains stable even af⁃
ter the pilot hydrogen is switched off. The speed of the shock train generated by the throttling air and combustion
is about 52m/s in the expansion section，but only about 3.7m/s in the cavity region. Whether or not flame is stable
can be distinguished by the monitor pressure，and the critical curve of flame stability is obtained by investig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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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rteen cases. When the case point locates in the right-up region of the critical curve，the flame is stable.
When the case point locates in the left-down region of the critical curve，the flame will be blown off. There is a
special case lying on this curve for which the flame is unstable and will be blown out before the throttling air is
switched off.

Key words：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s；Scramjet；Flame blowout；Stable flame；Supersonic flow

1 引 言

点火的可靠性和燃烧的稳定性是超燃冲压发动

机在高马赫数下高效运行的关键［1-2］，因而一直受到

广泛的关注。

Wang等［3］研究了氢燃料超声速燃烧室的燃烧特

性，发现火焰主要稳定在凹槽剪切层中。Allison等［4］

研究了双模态超燃冲压发动机中火焰的传播和稳定

规律，从 CH*荧光信号和火焰面周期振荡的图像中确

定了 340Hz的特征频率，表明火焰是不稳定的，可能

是由于声波在激波串和火焰面的前沿之间来回反射

造成的。Yuan等［5］在马赫数 2.5超声速燃烧室中研

究了火焰的稳定性，他们发现当火焰稳定在凹槽剪

切层内时，燃烧室处于超燃模态；当火焰处于射流尾

迹区时，燃烧室处于亚燃模态。Ma等［6］研究了马赫

数为 2.0的燃烧室内凹槽内点火过程，结果清楚地区

分了点火阶段和稳定燃烧阶段，并确定了过渡时间

来量化这两个阶段。Qin等［7］研究了基于支板的超燃

冲压发动机燃烧室内的火焰稳定性，结果表明，强激

波只影响支板附近区域，新型支板能够稳定其背后

的火焰，可以用作火焰稳定器。Cutler等［8］对双模态

超燃冲压发动机中的湍流火焰进行了测量，结果表

明火焰传播角是相同的，在任何情况下，适当的归一

化平均值和波动参数后，其分布是相似的。Nakaya
等［9］通过实验研究了正十二烷中各组分对点火和超

声速燃烧的影响，在所有的超声速燃烧情况下，点火

现象均发生在扩张截面处的边界层中。并观察到两

种稳焰模式，射流尾迹稳焰模式和凹槽稳焰模式。

Mitani等［10］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马赫数为 6的发

动机火焰结构和燃烧效率，发现燃烧室内较小的火

焰围绕在燃料射流区，发动机下游存在大规模扩散

的火焰，而发动机下游的大规模扩散火焰决定了燃

烧效率。Savelkin等［11］通过放电法研究了超声速燃

烧室的点火和火焰稳定，并在大流量的燃料喷射中

观察到了一种具有强燃烧振荡的模式。Larsson等［12］

用大涡模拟的方法分析了超燃冲压发动机燃烧室热

释放区初期热阻塞和稳定激波串形成过程，分析了

影响激波串稳定的因素，并研究了其对燃烧室整体

性能的影响。Brieschenk等［13］进行了一种激光诱导

等离子体点火的实验研究，研究表明，激光诱导等离

子体点火可以用于促进超声速流动中羟基的形成。

潘余等［14］采用实验方法研究了变几何喉道对双

模态超燃冲压发动机的点火和燃烧性能影响。结果

表明，可变几何喉道不但有利于超燃发动机点火和

火焰稳定，提高发动机燃烧性能，而且可以快速地实

现模态转换。肖保国等［15-16］采用实验和数值模拟方

法研究了超燃冲压发动机燃烧模态转换现象和判别

准则，通过对特征位置和参数的监测，实现了燃烧模

态的实时判别，获得了燃烧模态转换对发动机性能

的影响规律。研究表明，在燃烧模态转换过程中存

在滞环现象，燃烧室压力和发动机推力性能存在突

变。随着当量比的增加，燃烧模态由超燃模态转变

为亚燃模态，当量比 0.6是超燃模态过渡到亚燃模态

的转换点，特征位置压比的比值 1.5可以作为定量判

别燃烧模态的依据。王建臣等［17］研究了纯空气来流

条件下支板凹槽耦合的超燃燃烧室燃烧性能，结果

表明：支板单独喷射，轴向位置靠前或者燃油当量比

增加 0.1，壁面压力分布总体越高；燃油当量比相同的

情况下，支板单独喷射的壁面压力分布要比支板和

壁面组合喷射的总体偏高。史新兴等［18］实验研究了

基于气动斜坡/燃气发生器的超燃燃烧室燃烧性能，

结果证实在当量比 0.78～1.22时可以实现燃料稳定

的燃烧，燃烧效率在 0.54～0.72，实验结果验证了这

种新方案作为超燃冲压发动机火焰稳定装置的可行

性。乐嘉陵等［19］采用实验与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空

气节流对煤油燃料超燃冲压发动机火焰稳定的影

响，结果表明：不实施空气节流时，液态室温煤油吹

熄了先锋火焰，煤油点火失败；实施空气节流后，煤

油成功点火，当先锋氢气和空气节流撤除后，煤油仍

然保持稳定的燃烧。总的来说，研究人员采用了多

种技术来提高超声速燃烧室的点火和火焰稳定性，

并讨论了这些技术对火焰发展过程的影响。

本文采用空气节流［20-25］来促进火焰稳定，研究空

气节流时序对超燃冲压发动机点火和火焰稳定的影

响，并对燃烧过程中的流场结构、火焰发展过程和燃

烧模态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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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方法

2.1 实验设备和发动机模型

实验工作在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的

3kg/s直连式脉冲燃烧风洞设备上开展，富氧空气在

加热器中与氢混合燃烧，产生来流总压 0.82MPa，总
温 950K的高焓空气，其中 O2，H2O和 N2组分摩尔分

数分别为 21%，12%和 67%，气流通过二维喷管加速

到Ma=2.0。
二维喷管出口为 30mm×150mm的矩形截面，喷

管 出 口 连 接 发 动 机 隔 离 段 入 口 ，隔 离 段 总 长 为

300mm，由一个长度为 220mm的等直段和一个长度

为 80mm的扩张段组成，该扩张段的扩张角为 1.4°。
凹槽深度为 11mm，长度为 121mm（后斜坡角为 21°，
底板带有 1.4°的扩张角）。凹槽下游为扩张段，扩张

段分为四段：第一段长 58mm且带有 1.4°扩张角；第二

段长 144mm 且带有 2.0°扩张角；第三段长 155mm且

带有 8.0°的扩张角；最后一段长 272mm且带有 15.0°
的扩张角，如图 1所示。

凹槽内有两个火花塞，位于隔离段出口下游

75mm处，用于点燃先锋氢。火花塞的工作频率为

25Hz。常温煤油通过 15个孔直径为 0.3mm的圆孔喷

注进入燃烧室，喷注位置位于隔离段出口上游 15mm
处。先锋氢通过 10个孔径为 1.0mm的圆孔喷注进入

凹槽内，喷注位置位于隔离段出口下游 25mm处，先

锋氢火焰用于引燃煤油。燃烧室下游 x=575mm处装

有空气节流装置，通过 15个孔径为 3.0mm的圆孔喷

射进入燃烧室内，用于增强燃烧。压力传感器用于

监测整个燃烧过程，其中一个（p1）距离隔离段入口

32mm处，监测燃烧后的背压扰动情况。另一个（p2）

位于凹槽后斜坡处，距离隔离段入口 425mm，此处温

度和压力都很高，速度较低，用于监测火焰是否

吹熄。

在燃烧室上壁面中轴线上布置了一系列压力传

感器，用来采集沿程静壁压力 ，压力传感器最大量程

为 700kPa。采用高速纹影来获得流场结构信息，拍

摄帧频为 1×104fps，相机曝光时间设置为 4.62µs。尽

管光学观察区域较大，覆盖了节流位置和凹槽全部

区域，但由于光学玻璃尺寸和相机角度限制，不能拍

摄全部区域，选择了尽可能观察的凹槽区域，因此没

有拍摄到节流位置。采用羟基自由基（OH）平面激光

诱导荧光（Planar laser-induced fluorescence）技术来

观察凹槽内先锋氢火焰的演化过程，由于煤油荧光

信号会干扰羟基自由基信号，因此 OH-PLIF图像只

用于研究先锋氢火焰的特性，OH-PLIF成像系统主

要包括 Nd：YAG固体激光器，激光频率为 500Hz，单
脉冲激光能量 30mJ@532nm，532nm激光泵浦染料激

光 器 经 倍 频 输 出 283.553nm 激 光 ，单 脉 冲 能 量 为

1.6mJ，此波段激发光具有较低的温度敏感性。在本

文实验中，OH-PLIF成像系统的采样率 500Hz，激光

的脉宽 10ns，ICCD的曝光时间为 100ns。
2.2 设备运行顺序及研究状态

设备的运行时间约为 0.6s，操作时序如图 2和

表 1所示。实验从整个风洞系统中有气流流动开始

计算，一旦流场稳定后，便开始喷注先锋氢气。与此

同时，火花塞开始工作，用来点燃先锋氢。紧接着开

始喷注常温煤油，煤油进入燃烧室后被先锋火焰引

燃。通过控制节流空气的喷注，在燃烧室中产生激

波串结构，从而增强燃烧。在火焰稳定后，先锋氢和

点火器停止工作，最后再将空气节流撤除。持续燃

烧释热会维持稳定的激波串，从而使火焰稳定。如

果燃烧室内释放的热量不足，激波串不稳定，则火焰

将被高速气流吹熄。

如表 2所示，本文主要讨论了 13个研究状态，在

每一个状态下，煤油的当量比是固定的，均为 0.173。
每一种状态的空气节流流量比，即节流空气的流量

与 来 流 空 气 流 量 的 比 值（Raf）可 能 不 同 ，从 3.4%~
27.2%不等。其中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先锋氢和空

气节流的共存时间，可以计算为 t4-t3。火焰状态的信

Fig. 1 Schematic of the scramjet combustor

Fig. 2 Facility operating sequence for each test

Table 1 Time sequence for each test

Point
t0
t1
t2
t3
t4
t5

Time sequence
Cold flow starts

Pilot hydrogen injection and ignition on
Kerosene injection on
Air throttling on

Pilot hydrogen and ignition off
Air throttling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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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可以由两个压力测点获得，在图 1中标记为“压力

监测点 1”和“压力监测点 2”，每一种情况的火焰稳定

状态将在下文讨论。

3 结果讨论

Case 1，2，13的压力测点信号如图 3所示，同时

给出了先锋氢、煤油和空气节流的压力信号，用于表

征关键的时间节点。图中 Case 1，2，13的压力信号对

应左侧纵轴（p2），其余曲线对应右侧纵轴。先锋氢气

开始喷注的时间是 t=1.1300s，煤油和空气节流开启

的时间分别为 t=1.2300s和 t=1.3600s。先锋氢和空

气节流撤除的时间分别为 t=1.3900s和 t=1.5600s，先
锋 氢 和 空 气 节 流 的 共 同 作 用 时 间 约 0.03s。 在 t=

1.1700s时，先锋氢气注入，Case 1，2的监测压力开始

增加，如图 3所示，在 0.04s后压力立刻上升，表示先

锋氢成功被点燃，随后监测的压力几乎保持不变。

直到 t=1.2300s时，当煤油开始喷注，监测压力开始上

升，这是由于最初进入燃烧室的少量的煤油被先锋

火焰成功引燃。此后，监测压力在 t=1.2350s时突然

增加，但又迅速降低，降低后的压力值等于 Case 13
（冷流）的，这是因为先锋火焰已经被煤油吹熄。随

着实验继续进行，在 Case 2中可以看到，在 t=1.3600s
时，空气节流开始作用，可以明显地看到 Case 2的监

测点压力增加。监测压力达到 430kPa以上，比之前

高出 4倍以上，意味着通过空气节流控制后，煤油被

先锋火焰成功引燃。在 0.03s后，先锋氢被移除，Case
2的监测压力轻微下降，一直稳定到 t=1.5600s空气节

流撤除时。比较三种情况可以发现，在该来流条件

下先锋氢进入后可以成功地被点燃，但先锋火焰会

被温度较低常温煤油吹熄，这是因为来流滞止条件

较低，且速度较高。在空气节流的辅助下，煤油成功

地重新点火，并且煤油燃烧非常剧烈，燃烧壁面压力

比冷流状态高 4倍以上。而 Case 1中，在先锋火焰被

煤油吹熄后，壁面压力几乎等于冷流状态（Case 13）
的压力。

为了观察整个过程中的流场结构变化，图 4、图 5
和图 6给出了 Case 2整个流动过程的纹影图像。整

个过程的纹影图像被分为三个部分：“a”部分用来显

示冷流结构，以及先锋氢被火花塞点燃的过程，时间

从 t=1.12s到 t=1.23s；“b”部分用于描述先锋火焰被煤

油吹熄的过程，时间从 t=1.23s~1.36s；“c”部分用于说

明空气节流的工作过程，以及在节流空气撤除后的

流场结构演变过程，时间从 t=1.36~1.60s。在冷流中，

当超声速气流流过隔离段时，由于流道的扩张，在凹

槽台阶处生成了一道膨胀波“D”（图 4中 t=1.1274s）。

Table 2 Flame status after the pilot hydrogen was removed for each case

Cas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Equivalence ratio
of kerosene
0.173
0.173
0.173
0.173
0.173
0.173
0.173
0.173
0.173
0.173
0.173
0.173
0.000

Air throttling flux ratio
Raf/%
0.0
27.2
20.6
18.3
18.3
13.3
13.3
11.0
11.0
6.4
6.4
3.4
0.0

Coexistence time of pilot hydrogen
and air throttling/ms

0
30
30
30
70
70
110
110
120
120
140
180
0

Flame status after the pilot
hydrogen was removed

Pilot flame was blown out by kerosene
Flame was stable，inlet unstart
Flame was stable，inlet unstart

Pilot flame was blown out by kerosene
Flame was stable，inlet start

Pilot flame was blown out by kerosene
Flame was stable，inlet start

Pilot flame was blown out by kerosene
Flame was stable，inlet start
Flame was blown out finally
Flame was stable，inlet start

Pilot flame was blown out by kerosene
Nonreacting flow

Fig. 3 Pressure measured by p2 and the kerosene, pilot

hydrogen, and throttling air pressures for case 1, 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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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凹槽剪切层接触到上壁面，在上壁面凹槽前后

将产生分离区域。当超声速气流流过凹槽后斜坡处

将产生了一道斜激波（“A”），它通过下壁面反射后又

在扩张段的上壁面反射（“C”）。由于斜激波（“A”）和

下壁面边界层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一个分离区

域。分离激波（“B”）与斜激波（“A”）相互作用，然后

将在凹槽后端斜坡处反射。图中也可以看到一些较

弱的激波（“E”），这是由安装误差缝隙引起的。

在 t=1.13s 时，从图 4 中可以看到新的斜激波

（“K”）产生，这是由于先锋氢开始从凹槽上壁面喷注

进入燃烧室而产生的，然后该斜激波与另一斜激波

（“A”）在凹槽内相互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场波

系结构在气流中振荡，在图像中可以找到相同的流

动结构信息，如 t=1.13s和 t=1.1333s，t=1.1305s和 t=

1.1336s，t=1.1313s和 t=1.1347s等。振荡周期可以计

算出来，约为 0.033s，频率约为 30.3Hz。
在 t=1.1706s时，可以在凹槽内看到明亮的光

（“F”），这是火花塞工作的时刻。在此之后，先锋氢

气被成功点火，燃烧引起的背压以极快的速度向上

游推进。这里也可以看到当氢气喷入和点火同时发

生时，氢气没有立刻被火花塞点燃，而是在火花塞下

一次工作的时候，也就是 40ms后。由于喷注先锋氢

而 产 生 的 斜 激 波 被 推 到 凹 槽 ，只 用 了 0.2ms（t=
1.1706~1.1708s），在腔内可以清楚地看到氢气喷射柱

（“L”）。随后燃烧变得越来越强烈，在 t=1.2010s时的

斜激波比 t=1.1708s时要强得多。在此之后流场结构

稳定，后面 3张纹影图像的波系结构（t=1.2015s，t=
1.2020s和 t=1.2025s）几乎相同。

Fig. 4 Schlieren images in part“a”of th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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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煤油开始喷注时，流场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

化。图 5由于在 t=1.2327s时，煤油开始喷射，新的斜

激波（“M”）产生了，此时因为煤油供应压力较低，因

此穿透深度很小，煤油顺着凹槽剪切层（“S”）向下游

流动。由于先锋氢燃烧产生的高背压，凹槽剪切层

被抬进了核心主流中，从而减小了主流的流通面积，

因此可以在凹槽台阶附近看到斜激波（“N”）。同时

可以看到，在核心流动区域的凹槽剪切层与底壁之

间存在来回反射的斜激波串（“P”）。随着煤油的流

量增加，流场结构发生明显改变，先锋氢火焰逐渐被

吹熄。凹槽剪切层被推入凹槽内，斜激波（“N”）变得

更弱，在 t=1.2348s时，斜激波（“N”）被注氢产生的另

一道斜激波（“R”）所替代，大约 5ms后，两个斜激波

（“R”和“N”）消失了，这是因为先锋氢燃烧越来越弱。

最后，在 t=1.2404s时，先锋氢火焰完全被煤油吹熄，

整个凹槽内充满了煤油。

图 5在 t=1.2404s时，先锋氢火焰被吹灭，煤油没

有被氢气燃烧的火焰点燃。当 t=1.3600s时，将节流

空气注入到燃烧室中，用于辅助实现高效的点火和

稳定燃烧。在发动机中注入了可控的节流空气，将

产生预燃激波串结构，可以使气流的温度和压力升

高，速度降低，从而实现了可靠的点火。并且在发动

机侧壁附近，由于激波串与侧壁边界层作用而产生

的分离，将促进燃料和空气的混合，增加了燃料的驻

留时间。图 6在 t=1.3625s时，可以看到激波串的头

部，标记为“T”。激波串向凹槽上游移动，可以看到

其头部已经到达凹槽后斜坡处，这个过程总共用时

2.5ms。因此，可以计算出激波串的传播速度约为

52m/s（传 播 距 离 约 为 0.13m），凹 槽 剪 切 层 在 t=

1.3674s时再次被抬到主流中，这是因为在先锋火焰

和节流空气共同作用下凹槽内的压力增加所致。斜

激波（“N”）和分离激波（“U”）从凹槽下游（t=1.3650s）
向凹槽台阶处（t=1.3769s）推进，传播速度约为 3.7m/s，
低于扩张段中的传播速度。在 t=1.3769s时，仅能看

到凹槽台阶附近有少量未燃烧的煤油。煤油燃烧越

来越强烈，凹槽内的激波串已在 t=1.4300s时被推入

隔离段内。煤油喷射的穿透深度约为隔离段出口高

度的三分之一，穿透深度较大，以至于喷出后的煤油

几乎立即燃烧。

图 7中给出了先锋氢燃烧时发动机中心对称截

面上的 OH-PLIF彩色图像，羟基自由基的浓度用于

表征反应强度。其中图例中的 0~1.0刻度是图片的

灰度大小，这里通过灰度值表征 OH的浓度，数值越

大浓度越高，数值大小并没有明确的定量意义。通

过观察 6个图像中的 OH分布，反应区主要分布在凹

槽剪切层和凹槽后斜坡附近。比较了 6个图像的 OH
分布区域，它们形状上十分相近，说明了氢气的反应

区相对稳定，这与流场结构稳定是一致的。但观察

反应区边缘的形状时，火焰边缘是不稳定的，火焰区

域存在轻微的不稳定性。

基于上述讨论，在空气节流的辅助下，煤油在燃

烧室中实现了可靠的点火和稳定的燃烧。综上，可

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实施空气节流产生的预燃激波

串有助于实现燃料的可靠点火和稳定燃烧。另一方

面，燃烧引起的背压可能导致进气道不起动。因此，

应该选择一个合适的 Raf是最为重要的。

p1监测点用于监测进气道是否起动。如果 p1的

压力要比冷流时的压力大的多，则进气道是不起动

Fig. 5 Schlieren images in part“b”of th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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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Schlieren images in part“c”of the process

Fig. 7 Representative instantaneous OH-PLIF images of the pilot fl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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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之，就认为进气道起动了。Case 2和 Case 5的 p1
如图 8所示，同时给出了空气节流和先锋氢气信号。

其中 Case 2和 Case 5的监测点信号对应左侧纵轴

（p1），其余曲线对应右侧坐标轴。从图中可以看出，

两个状态的背压在先锋氢撤除之前，均已扰动到隔

离段中，导致进气道不起动，在先锋氢被移除之后，

Case 5的进气道重新起动，而 Case 2的进气道仍未起

动。本次实验中，发动机模型的隔离段长度只有

0.3m，比通常情况下要短得多。在实际应用中，也应

当注意进气道不起动的情况。

在先锋氢被移除后，两个监测点的压力可以用

来表征燃烧的状态。当先锋氢和空气节流的共存时

间发生变化时，通过观察两个监测点的压力变化，很

容易得到每一个工况下的燃烧状态，这就是得到表 2
中各个燃烧状态的方法。在表中总结了 13个工况的

燃烧状态，可以发现，第一个最明显的结论是：Raf与

燃 烧 稳 定 的 时 间 呈 反 比 关 系 。 当 Raf 为 20.6% 或

27.2%时，只需要 0.03s就可以使火焰达到稳定。因

此可以推断出任何大于 20.6%的 Raf都可以使火焰稳

定，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因为这些状态下，先锋氢

剧烈燃烧，在撤除后依旧导致进气道不起动。但当

Raf太小时，空气节流无法实现火焰稳定，因为节流空

气产生的激波串太弱，不足以影响到凹槽内的燃料

和空气的混合气体。

可以用一条曲线区分火焰稳定状态和火焰吹熄

状态，如图 9所示。所有火焰吹熄状态均分布在曲线

左下侧区域，而火焰稳定状态（包括进气道未起动状

态）均分布在右上侧区域。曲线的两端逐渐靠近坐

标轴，根据表格中的数据，曲线的左端逐渐趋近于某

一个定值，此值将在 x=0.0~0.064之间，但不会等于 0。
这是因为当 Raf较低时，无法达到火焰稳定。线的右

端更趋近于 x坐标轴，但也绝不会是 y=0。因为当 Raf
很大的时候，它产生的激波串仍然需要时间来传入

凹槽内，然后辅助先锋火焰点燃煤油。在曲线上有

一个特殊的点，在这个状态下的火焰是不稳定的，当

先锋氢撤除时火焰仍可继续燃烧，但随后在节流空

气被移除之前，火焰便被吹熄了。因此，在图中定义

为“最终被吹熄”，标注在曲线上作为临界值。为了

使进气道能够起动同时又使得火焰能够稳定，建议

Raf选择在 0.10~0.15。

Case 10和 Case 11的压力变化如图 10所示，同时

给出了空气节流和先锋氢的压力信号。其中监测点

Case 10和 Case 11的压力信号曲线对应右侧纵轴

（p2），其 余 信 号 曲 线 对 应 左 轴 。 可 以 看 出 ，在 t=

0.9700s时，在空气节流辅助下，煤油被先锋火焰成功

引燃，两个压力监测点的压力值都升到了很高，压力

几乎保持在 p=380kPa左右。但在先锋氢撤除后，

Case 11的压力从 380kPa降至 320kPa，Case 10的压力

从 380kPa降至 230kPa。这是因为 Case 10的共同作

用时间短于 Case 11，Case 11的煤油燃烧比 Case 10燃

Fig. 10 Pressure measured by p2 for case 10，11, along with

throttling air and pilot hydrogen pressures

Fig. 9 Flame status of the 13 cases
Fig. 8 Pressure measured by p1 and pilot hydrogen and

throttling air pressures for case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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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得更为剧烈。当先锋氢撤除后，燃烧释热更多的

Case 11借助空气节流的辅助可以稳定激波串，使得

火焰一直稳定到节流空气撤除。但释热更低的 Case
10却不能维持激波串，在 t=1.2600s时火焰被高速

气流吹熄，这个时间点是在空气节流撤除之前 0.03s。
4 结 论

本文研究了 13个状态下不同的空气节流流量比

和不同的先锋氢和空气节流共同作用时间下的火焰

稳定情况，主要结论如下：

（1）在超燃冲压发动机没有实施空气节流和有

实施空气节流作用时，先锋氢都可以被火花塞成功

点燃，但先锋氢的燃烧火焰会被煤油吹熄。

（2）在空气节流的作用下，流场内产生了预燃激

波串，激波串在扩张段中的传播速度约为 52m/s，当
激波串头部进入凹槽内时，其速度仅 3.7m/s，煤油被

先锋火焰成功引燃。一段时间后，撤除先锋氢，对于

先锋氢气和空气节流共同作用时间合适的状态，煤

油能够继续稳定燃烧。反之，则煤油火焰仍有可能

被吹熄。但在实际应用中，应关注进气道是否会出

现不起动情况，因为较高的空气节流流量会使得激

波串推出隔离段。

（3）通过两个压力传感器可以监测火焰稳定情

况和进气道是否起动。13个研究状态分为火焰稳定

状态和火焰吹熄状态，并且用曲线将这两种状态在

空气节流作用时间对应空气节流流量（Raf）的坐标中

区分开来。Raf要达到一定量才能使得火焰稳定，反

之，如果 Raf太小，不管作用时间有多长，火焰最终还

是会被吹熄；但当 Raf太大时，虽很容易让火焰达到稳

定，但同时又会使得进气道不起动；最后，当状态点

落在曲线上时，处于临界状态，火焰是不稳定的，它

会在节流空气撤除前被吹熄。因此在实际使用节流

稳焰措施时，应充分关注空气节流流量。

致 谢：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博士后科学基金、中国

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基础与前沿技术重点项目

资助。

参考文献

［ 1］ Urzay J. Supersonic Combustion in Air-Breathing Propul⁃
sion Systems for Hypersonic Flight［J］. Annual Review of
Fluid Mechanics，2018，50：593-627.

［ 2］ Förster F J，Dröske N C，Bühler M N，et al. Analysis of
Flame Characteristics in a Scramjet Combustor with
Staged Fuel Injection Using Common Path Focusing
Schlieren and Flame Visualization［J］. Combustion and

Flame，2016，168：204-215.
［ 3］ Wang H，Wan Z，Sun M，et al. Combustion Characteris⁃

tics in a Supersonic Combustor with Hydrogen Injection
Upstream of Cavity Flameholder［J］. Proceedings of the
Combustion Institute，2013，34：2073-2082.

［ 4］ Allisona P M，Frederickson K，Kirikb J W，et al. Inves⁃
tigation of Supersonic Combustion Dynamics via 50kHz
CH* Chemiluminescence Imaging［J］. Proceedings of the
Combustion Institute，2017，36：2849-2856.

［ 5］ Yuan Y，Zhang T，Yao W，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Flame Stabilization Modes in an Ethylene-Fueled Super⁃
sonic Combustor Using Time-Resolved CH* Chemilumi⁃
nescence［J］. Proceedings of the Combustion Institute，
2017，36：2919-2925.

［ 6］ Ma L，Lei Q，Wu Y，et al. From Ignition to Stable Com⁃
bustion in a Cavity Flameholder Studied via 3D Tomo⁃
graphic Chemiluminescence at 20kHz［J］. Combustion

and Flame，2016，165：1-10.
［ 7］ Qin Q，Agarwal R，Zhang X. A Novel Method for Flame

Stabilization in a Strut-Based Scramjet Combustor［J］.
Combustion and Flame，2019，210：292-301.

［ 8］ Cutler A D，Gallo E C A，Cantu L M L，et al. Coherent
Anti-Stokes Raman Spectroscopy of a Premixed Ethyl⁃
ene-Air Flame in a Dual-Mode Scramjet［J］. Combus⁃
tion and Flame，2018，189：92-105.

［ 9］ Nakaya S，Tsue M，Kono M，et al. Effects of Thermally
Cracked Component of n-Dodecane on Supersonic Com⁃
bustion Behaviors in a Scramjet Model Combustor［J］.
Combustion and Flame，2015，162：3847-3853.

［10］ Mitani T，Kouchi T. Flame Structures and Combustion
Efficiency Computed for a Mach 6 Scramjet Engine［J］.
Combustion and Flame，2005，142：187-196.

［11］ Savelkin K V，Yarantsev D A，Adamovich I V，et al. Ig⁃
nition and Flameholding in a Supersonic Combustor by an
Electrical Discharge Combined with a Fuel Injector［J］.
Combustion and Flame，2015，162：825-835.

［12］ Larsson J，Laurence S，Bermejo-Moreno I，et al. Incipi⁃
ent Thermal Choking and Stable Shock-Train Formation
in the Heat-Release Region of a Scramjet Combustor，
Part II：Large Eddy Simulations［J］. Combustion and

Flame，2015，162：907-920.
［13］ Brieschenk S，O’Byrne S，Kleine H. Laser-Induced

Plasma Ignition Studies in a Model Scramjet Engine［J］.
Combustion and Flame，2013，160：145-148.

［14］ 潘 余，李大鹏，刘卫东，等 . 变几何喉道对超燃冲

压发动机点火与燃烧性能的影响［J］. 推进技术，

2006，27（3）：225-229. （PAN Yu，Li Da-peng，LIU
Wei-dong，et al. Variable Geometry Effects on the Sc⁃
ramjet Ignition and Combustion［J］. Journal of Propulsion

2285



推 进 技 术 2021 年

Technology，2006，27（3）：225-229.）
［15］ 肖保国，李 莉，张顺平，等 . 超燃冲压发动机燃烧模

态转换直连式实验研究［J］. 推进技术，2019，40（2）：

339-346.（XIAO Bao-guo，LI Li，ZHANG Shun-ping，
et al. Direct-Connect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Com⁃
bustion Mode Transition for Scramjet Engine［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2019，40（2）：339-346.）

［16］ 肖保国，晏至辉，田 野，等 . 超燃发动机燃烧模态

判 别 准 则 初 步 研 究［J］. 推 进 技 术 ，2015，36（8）：

1121-1126.（XIAO Bao-guo，YAN Zhi-hui，TIAN Ye，
et al. Preliminary Study on Criterion of Indentifying Com⁃
bustion Mode for Scramjet［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2015，36（8）：1121-1126.）
［17］ 王建臣，林宇震，郭新华，等 . 纯净空气来流下支板

凹槽耦合超燃燃烧室性能研究［J］. 推进技术，2015，
36（12）：1868-1873. （WANG Jian-chen，LIN Yu-
zhen，GUO Xin-hua，et al.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Performance of a Strut-Cavity Based Scramjet Combus⁃
tor in Clean Air［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
2015，36（12）：1868-1873.）

［18］ 史新兴，韦宝禧，闫明磊，等 . 基于气动斜坡/燃气发

生器的超燃燃烧室实验［J］. 推进技术，2010，31（5）：

549-554. （SHI Xin-xing，WEI Bao-xi，YAN Ming-
lei，et al. Experiments of Integrated Aeroramp Injector/
Gas-Portfire in a Supersonic Combustion［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2010，31（5）：549-554. ）

［19］ 乐嘉陵，田 野，杨顺华，等 . 脉冲燃烧风洞中空气

节流对煤油燃料超燃冲压发动机火焰稳定影响研究

［J］. 推进技术，2018，39（10）：2161-2170.（LE Jia-
ling，TIAN Ye，YANG Shun-hua，et al. Study on Flame
Stabilization in a Kerosene Fueled Scramjet Combustor
with Air Throttling in a Pulse Combustion Wind Tunnel
［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2018，39（10）：

2161-2170.）
［20］ 田 野，乐嘉陵，杨顺华，等 . 空气节流对超燃燃烧

室流场结构和燃料混合影响的数值研究［J］. 推进技

术 ，2013，34（1）：47-53. （TIAN Ye，LE Jia-ling，
YANG Shun-hua，et al. Numerical Study on Air Throt⁃
tling Influence of Flow Structure and Fuel-Air Mixing in
the Scramjet Combustor［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
nology，2013，34（1）：47-53.）

［21］ 田 野，乐嘉陵，杨顺华，等 . 空气节流对超燃燃烧室

火焰稳定影响的数值研究［J］. 推进技术，2013，34
（6）：795-801. （TIAN Ye，LE Jia-ling，YANG Shun-
hua，et al. Numerical Study on Air Throttling Influence of
Flame Stabilization in the Scramjet Combustor［J］. Jour⁃
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2013，34（6）：795-801.）

［22］ 田 野，杨顺华，邓维鑫，等 . 超燃冲压发动机燃烧

室空气节流技术研究［J］. 推进技术，2014，35（4）：

499-506. （TIAN Ye，YANG Shun-hua，DENG Wei-
xin，et al. Study on Air Throttling Technology in the Sc⁃
ramjet Combustor［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
2014，35（4）：499-506.）

［23］ 田 野，乐嘉陵，杨顺华，等 . 空气节流对超燃燃烧

室起动点火影响的数值研究［J］. 航空动力学报，

2013，28（7）：1495-1502.
［24］ 田 野，乐嘉陵，杨顺华，等 . 空气节流对乙烯燃料

超燃冲压发动机流场结构影响研究［J］. 推进技术，

2015， 36（4）： 481-487. （TIAN Ye， LE Jia-ling，
YANG Shun-hua，et al. Study on the Flow Structure of
an Ethylene-Fueled Scramjet Combustor with Air Throt⁃
tling［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2015，36
（4）：481-487.）

［25］ 田 野，杨顺华，肖保国，等 . 空气节流对煤油燃料

超燃冲压发动机燃烧性能影响研究［J］. 宇航学报，

2015，36（12）：1421-1427.
（编辑：史亚红）

2286



2021 年 10 月
第 42 卷 第 10 期

Oct. 2021

Vol.42 No.10
推 进 技 术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

涡轮叶片前缘旋流-气膜复合冷却内部流动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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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提高涡轮叶片前缘的冷却效率，提出了一种偏置冲击孔的旋流-气膜冷却结构。在雷

诺数 2×104～5×104时，对冲击孔居中和偏置分别开展实验研究和数值模拟，得到了两种结构的内部传

热、流阻和流场特性。实验通过瞬态液晶热像技术获得前缘内表面的详细努塞尔数分布，并结合数值模

拟的结果分析了流场特征，对强化换热的机理做出解释。实验结果表明：叶片前缘内部旋流使总体平均

努塞尔数提高4.0%~9.4%，同时压力损失降低5.6%~6.4%。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偏置冲击孔利用叶片前

缘曲率较大的结构特性产生了强烈的旋流，使高换热区的面积显著增加，改善了内部换热的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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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Internal Flow and
Heat Transfer of Swirling Flow-Film Cooling for

Leading Edge of Turbine Bl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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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swirling flow-film cooling structure with offset impingement holes is proposed to achieve high⁃
er cooling efficiency of turbine blade leading edge.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s were
carried out on two structures distinguished by whether impingement jets are tangential-wisely offset from the cen⁃
terline with Reynolds number ranging from 2×104 to 5×104. The internal heat transfer，flow resistance，and flow
field characteristics were obtained. Transient liquid crystal thermal imaging technique was used in experiments to
measure detailed Nusselt number distributions on the inner surface of leading edge，and the flow field was ana⁃
lyzed with the results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 of heat transfer enhancement. Experimen⁃
tal results show that internal swirling flow of blade leading edge can improve the overall average Nusselt number
by 4.0%~9.4% and reduce the pressure loss by 5.6%~6.4%. Nume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tangential jets create
intense swirling flow because of the concave surface of blade leading edge，which significantly enlarges the high
heat transfer region and improves the uniformity of internal heat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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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燃气轮机的热力过程是非理想的布雷顿循环，

为了提高循环效率需要提高压比和温比，必须对其

内部的高温部件采取有效的冷却措施。如图 1所示，

涡轮叶片前缘直接承受高温燃气冲击，热负荷极高，

采用冲击-气膜结构进行复合冷却：冷却气流通过冲

击孔形成高速射流冲击前缘内壁，极薄的边界层使

得冲击冷却具有很高的换热系数，冷流在冲击内壁

后会通过气膜孔溢流而在外壁形成气膜保护前缘。

在冲击-气膜复合冷却结构中，内部换热是一部分重

要研究内容。

与冲击冷却类似，传统前缘冲击-气膜冷却虽然

冲击驻点区域换热很强，但是存在整体换热均匀性

较差的问题。通过将冲击孔沿叶片展向进行偏置，

使得冷却冲击射流的冲击点偏离前缘中心，从而形

成沿前缘内壁发展的高速旋流，可以有效提高前缘

内部换热的均匀性。 Jiang等［1-2］用数值模拟方法对

比研究了前缘冲击和旋流结构的换热效果。结果表

明，前缘旋流冷却没有驻点区，其换热分布相对冲击

冷却更加均匀。旋流冷却的内部换热系数高于冲击

冷却，且这种差距随雷诺数的增大而增大。Liu等［3］

用瞬态液晶实验和数值模拟研究了对冲击孔沿展向

偏置后对内部换热系数的提升作用。结果表明，当

雷诺数<1.5×104时，偏置冲击孔形成旋流可以提高换

热；但当雷诺数>2×104时，旋流的效果不如冲击冷却，

且沿展向偏置 0.5倍冲击孔直径距离比偏置 1倍距离

的效果更好。Wang等［4］用瞬态液晶实验对前缘旋流

结构的换热特性进行了研究并与冲击冷却做了对

比。实验表明，偏置冲击孔后形成的切向射流对应

的换热系数分布相对于冲击冷却更加均匀。Kusterer
等［5-7］对前缘冲击冷却的凹型靶板进行改进，设计出

了一种双旋流结构，并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这种结

构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相比冷却，冲击双旋流结

构可以将压力损失降低 17%~26%，同时其内部换热

量提高了 3%~4%。Fan等［8］用数值模拟对冲击冷却、

简单旋流冷却、中间双旋流冷却和切向旋流冷却的

四种不同的前缘冷却结构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

明冲击冷却局部换热系数较大，但简单旋流冷却和

旋流冷却的平均换热系数更高，其中中间旋流冷却

性能更好，切向双旋流结构换热效果很差。Carcasci
等［9］用瞬态液晶实验方法对具有双排孔的前缘冲击-
气膜冷却进行了研究，通过给冲击孔设置倾角会在

前缘内部形成旋流。结果表明，设置合理的倾角可

以使前缘的内部换热系数提高 10%~20%，且换热分

布更加均匀。

目前有关将前缘冲击-气膜冷却结构中的冲击

孔进行偏置形成前缘旋流气膜冷却的研究相对较

少，本文通过瞬态液晶实验技术［10］，结合数值模拟，

研究了雷诺数和射流偏置对于前缘冲击-气膜冷却

内部流动换热的影响。

2 实 验

2.1 实验系统

实验系统由图像采集系统和采集温度、流量、压

力信号的数据采集系统构成。图 2给出了实验台的

示意图。实验台包括：入口段、涡街流量计、整流段、

大功率丝网加热器、实验段、不锈钢稳压箱、3CCD工

业相机以及变频风机。实验段由带有冲击孔的平板

和前缘靶板组成，冲击孔中央布置热电偶实时测量

冲击射流的参考温度，进气室和出气室分别按空间

对称布置 4个测压点连接差压变送器测量冷却装置

的压力损失。

2.2 实验参数

前缘靶板几何结构如图 3所示。靶板由亚克力

Fig. 1 Typical turbine blade cooling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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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制成，具有良好的透光性和绝热性，内壁依次均匀

涂有窄带热色液晶和黑漆。6个冲击孔等间距水平

排列，冲击孔直径 D=15mm，孔间距 x=60mm。传统冲

击结构的冲击孔列正对前缘中心线，即偏置距离 e=
0mm（e/D=0）；旋流结构冲击孔列沿 y方向偏置，偏置

距离 e=30mm（e/D=2）。

本研究用冲击雷诺数来表征流体流动情况，定

义如下

Re = ρu jD
μ

（1）
式中 uj为冲击孔出口处气体的平均速度；D为冲

击孔直径；μ为气体动力粘度，其定性温度为冲击气

流温度。

努塞尔数计算式如下

Nu = hD
κ a

（2）
式中 h为对流换热系数，κa为气体导热系数，其

定性温度为进出口温度的平均值。

压力损失 Δp定义如下

Δp = p in - p out （3）
式中 pin为进口稳压箱各测压点的平均静压；pout

为出口稳压箱各测压点的平均静压。

2.3 测量方法

实验时，先启动变频风机开始抽气，当流量和热

电偶温度稳定后，打开丝网加热器对气流进行加热，

实验段由此得到一个近似的来流温度阶跃。3CCD
工业相机拍下靶板内表面液晶的完整变色过程，同

时数据采集系统记录下温度历史。相机视野内设置

有指示灯，指示灯闪烁时的光信号被相机记录，电压

变化信号被 NI数据采集仪记录，由此完成两个测量

系统的同步。所有工况均进行两次实验以保证结果

的可重复性。瞬态液晶技术基于半无限大平板导热

方程，半无限大平板假设的成立条件为

δ > 4 αt （4）
式中 α为亚克力板热扩散率，α=1.091×10-7m2/s；

t为液晶实验的总加热时间，本实验中 t<90s。经检

验，厚度 δ=15cm的实验件在本液晶实验中满足半无

限大平板假设。

将板升温过程分割为若干可近似认为是阶跃响

应的小段，从而能够逐段利用半无限大理想阶跃响

应的解析解，然后，利用 Duhamel原理将各段叠，加进

而求解对流换热系数 h［11］，有

Tw - T0 =∑
i = 1

n {1 - exp éëê ù
û
ú

h2α
κ2

( )t - τi ·

}erfc é
ë
ê

ù

û
ú( )h

κ
α ( )t - τi ⋅ ΔT r,( )i,i - 1

（5）

式中 κ为亚克力板导热系数；t为热色液晶 Green
值达到峰值的时间；Tw为热色液晶的 Green峰值温

度；T0为初始壁温；Tr为气体参考温度；τi为每一段微

Fig. 3 Configuration of the leading edge cooling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experiment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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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对应的时间。最终对流换热系数结果根据 Butt⁃
sworth等［12］和 Kotulla等［13］的研究进行修正。

2.4 误差分析

本文采用 Moffat［14］的不确定度分析方法对实验

结果进行误差分析。测量仪器方面，流量计测得流

量相对误差为±1.5%，压差变送器测得压力损失相对

误差为±2.5%，热电偶测得温度误差范围为±0.3℃。

实验件靶板加工误差为 1％。根据阚瑞等［15］对瞬态

液晶实验的误差分析方法，瞬态液晶实验所获得的

Nu的不确定度为±8.5%。

3 数值模拟

本研究采用商业软件 ANSYS Fluent 16.0进行数

值模拟，湍流模型选择 SST k-ω模型，该模型对于射

流冲击的流动和传热数值模拟效果良好［15］。计算采

用压力基求解器和 SIMPLEC算法，压力、动量、湍动

能和能量都采用二阶精度进行离散。各工况的计算

总迭代步数均≤5×105步，收敛性良好，靶板的面平均

热流最后 500步变化<0.05%。

3.1 计算模型和边界条件

如图 4所示，计算模型包括前缘内部区域和进气

稳压箱，主要对前缘内部的流动和换热情况进行模

拟。计算模型中气膜孔出口被设为压力出口，气膜

孔长度相对实际长度进行了一定延长，目的是减小

压力出口边界条件对研究区域的影响。冷流进口为

速度进口，冷却工质为空气，温度设为 302K。冲击靶

板内壁面设为定温边界条件，温度为 332K，其余壁面

均为无滑移绝热壁面。

3.2 网格划分

本研究通过商业软件 STAR-CCM+的多面体网

格生成器和棱柱层网格生成器来为计算模型进行网

格划分。计算网格如图 5所示，计算域主体采用多面

体网格，近壁面区域设有 15层边界层网格，网格增长

率为 1.4，保证首层网格 Y+<1以满足 SST k-ω湍流模

型的要求。

3.3 网格无关性验证

以传统冲击冷却结构（偏置比 e/D=0）在 Re=3×104
时的计算为例，给出网格无关性验证。如表 1所示，

用单元数从 223万~1875万的 4套不同密度的网格所

得的计算结果来检查数值模拟对网格数量的敏感

性。结果显示，当网格数量从 967万升至 1875万后，

计算结果所得的平均努塞尔数和冲击速度的变化已

经<0.5%，故最终采用 967万网格的参数设定。

4 结果与讨论

4.1 实验结果

对比每一组工况下的重复实验所得换热分布完

全一致，总体平均努塞尔数
--------Nu相对误差≤3.7%，压力

损失相对误差≤2.4%，可重复性得到验证，故下文均

对第一组实验的结果进行分析。

图 6展示了 Re=5×104时通过瞬态液晶技术获得

的两种结构的局部努塞尔数分布。气膜孔处的无效

值已被屏蔽。由于实验件的角落区域换热较低，在

加热时间限制内液晶难以达到变色温度，故最终研

究区域选取前缘靶板中部的 4个冲击孔区域以获得

完整清晰的换热分布［16］。

冲击结构的驻点区位于 X方向中心线上，驻点区

域换热极强，但随着壁面流向四周发展，努塞尔数迅

速降低，且相邻驻点的连线中点处存在低换热区域。

旋流结构的驻点区不再关于 X方向中心线对称

而是偏置在一侧，其壁面流主要沿-Y方向发展。相

邻两个冲击驻点区的中间会形成三角形低换热区，

Fig. 4 Computational model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Fig. 5 Schematic diagram of mesh grids

Table 1 Gird-independence validation

Mesh cell
Average Nusselt number

Impingement velocity/（m/s）

2.23×106
89.12
34.20

4.77×106
90.83
33.90

9.67×106
91.54
33.88

1.875×107
91.89
3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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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随着壁面流的发展交汇而消失。驻点区的换热强

度并没有因冲击孔的偏置发生明显的下降，但壁面

流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高换热区面积显著加大，整体

换热均匀性有一定提升。两种结构的气膜孔的边缘

均存在局部高换热。

如表 2所示，随雷诺数增加，两种结构总体平均

努塞尔数均逐渐增大。冲击孔偏置强化了整体换

热，且总体换热提升幅度随雷诺数增加呈增大趋势，

最大提升比例 9.4%（Re=5×104时）。

图 7展示了 Re=2×104和 Re=5×104时，不同偏置比

下前缘冷却的 X方向平均努赛尔数分布。冲击结构

的换热在中轴线两侧对称分布的两排气膜孔处达到

峰值，基本呈现对称分布特征。而旋流结构由于冲

击孔偏置，换热分布呈现左低右高的趋势，努塞尔数

沿 Y方向的变化趋势相对而言更平缓。中部双排气

膜孔造成的两个局部峰值仍存在，但波动幅度相对

较小。

图 8展示了 Re=2×104~5×104时，不同偏置比下前

缘冷却的 Y方向平均努赛尔数分布，由于试件外部的

稳压箱是右侧出流（见图 2），努塞尔数分布存在水平

方向上轻微的不对称。研究区域的 4个驻点位于 x/D
=6，10，14，18处，分别对应 Y方向平均努塞尔数的 4
个峰值，且旋流结构拥有更高的峰值。在 x/D值为奇

数处布置有双排气膜孔，均存在局部峰值，其中冲击

Table 2 Comparison of overall average Nusselt numbers

under different e/D and Reynolds numbers

Re

Average Nusselt number
（e/D=0）

Average Nusselt number
（e/D=2）

Enhancement/%

2×104

73.5

77.9
6.0

3×104

96.6

104.3
8.0

4×104

139.8

145.4
4.0

5×104

176.2

192.7
9.4

Fig. 8 Y-direction average Nusselt number distributions of

leading edge cooling under different e/D and Reynolds

numbers

Fig. 6 Local Nusselt number distributions of leading edge

cooling with different e/D (Re=5×104)

Fig. 7 X-direction average Nusselt number distributions of

the leading edge cooling under different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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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由于气膜孔更接近驻点区，气膜孔强化换热的

效果比旋流结构更明显，局部波动更为剧烈。总体

上，旋流结构的 Y方向平均努赛尔数分布比冲击结构

更加规则有序。

如图 9所示，两种结构压力损失均随雷诺数增加

而增加，偏置冲击降低了压力损失且降低幅度随雷

诺数增加而增加，最大降低比 6.4%（Re=5×104时）。

4.2 数值模拟结果

相比瞬态液晶实验，数值模拟可以获得更多流

场信息，本节根据数值模拟的结果分析前缘冲击/旋
流-气膜冷却结构的流场特征和强化换热的机理。

如图 10所示，将数值模拟与实验分别得到的在

Re=4×104时的分布进行对比，验证计算的准确性。从

图中可以看出，实验所得的努塞尔数分布的一些特

征在数值模拟结果中都有体现。每个冲击射流均对

应一个驻点区，驻点区的努塞尔数为数据处理区域

内努塞尔数的峰值。流体冲击完驻点区后形成壁

面流，努塞尔数沿壁面流发展方向逐渐降低。对于

e/D=0的结构，壁面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发生流动

分离，形成一个低换热区，两冲击驻点区间壁面流的

相撞也会造成一个低换热区；e/D=2结构的壁面流主

要向-Y方向发展，其分布中受壁面流影响的高换热

区面积相对 e/D=0时的结果较大。此外，数值模拟同

样捕捉到了气膜孔边缘的局部高换热现象。

如图 11所示，将数值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在不

同雷诺数下的总体平均努塞尔数进行对比。随雷诺

数增加，CFD所得总体平均努塞尔数增加，但始终低

于实验值，误差不超过 17.7%。CFD结果与实验同样

表明，旋流结构相比冲击结构总体换热更强，且提升

幅度随雷诺增加而增加。

图 12展示了 Re=3×104 时分别通过冲击孔、双排

气膜孔和单排气膜孔中轴线的 YZ截面内的速度分

布，其中速度比 v/v˭ j中的 v为当地速度，v˭ j为冲击射流

总体平均速度。

Fig. 9 Comparison of pressure loss of the leading edge

cooling under different e/D and Reynolds numbers

Fig. 10 Comparisons of CFD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local Nusselt number distributions (Re=4×104)

Fig. 11 Comparisons of CFD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overall average Nusselt number under different e/D and

Reynolds 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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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冲击结构中，冲击孔（x/D=10）截面内可以观察

到冲击射流的速度核心区基本延伸至壁面，驻点区

边界层极薄而形成高换热区。高强度壁面流与非速

度核心区的冲击射流对撞形成一对小尺度近壁涡，

近壁涡外侧的区域壁面流迅速减弱，换热降低。双

排气膜孔（x/D=11）截面内的流场混乱复杂，可以观察

到四个不同尺度的涡，整体流速较低属于过渡区域。

气膜孔入口附近是高速区，因为此处距离驻点较近，

壁面流的速度仍然很高，对于其下游侧的气膜孔边

缘形成了冲击效应，强化了气膜孔口处的换热，解释

了换热分布中气膜孔口尤其是背离驻点的一侧高换

热的特征。单排气膜孔（x/D=12）截面内能观察到喷

泉效应，喷泉流将热量对流输运至腔体上半部分，并

以较低的强度冲击上壁，另一部分从气膜孔高速流

出强化气膜孔边缘的换热。

在旋流结构中，冲击孔（x/D=10）截面内，冲击射

流的速度核心区直接延伸至倾斜壁面，速度极高的

壁面流造成的强剪切作用大范围强化了换热。同侧

的死角则形成了一个低强度小尺度的卷吸涡。双排

气膜孔（x/D=11）截面内，角落卷吸涡发展扩大，在相

邻两个驻点之间形成了低速区，即努塞尔数分布中

观察到的三角形低换热区，可以考虑修改前缘腔室

的内部形状进行传热优化。气流从气膜孔高速出

流，但与冲击结构不同，每个气膜孔背离驻点的一侧

气体流速明显更快，使气膜孔边缘该侧出现了局部

高换热（如图 10（c），（d））。单排气膜孔（x/D=12）截

面内，不再能观察到喷泉现象，旋涡出现了一定的挤

压和偏移，但流速仍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气膜孔的高

速出流与 x/D=11截面类似。区别于传统冲击结构，

旋流结构在 YZ平面内产生了大尺度的中心旋涡，该

旋涡贯穿整个前缘腔室，促进了流体内部与壁面附

近的热量交换，更规则有序的流场也解释了该结构

压力损失更小的原因。

图 13展示了 Re=3×104时通过冲击孔中轴线的

XZ截面以及靶板壁面的速度分布和靶板的努塞尔数

分布。e/D=0结构中可以观察到喷泉效应，相邻驻点

之间存在纵向涡对，壁面流对撞处形成低换热区。

而 e/D=2结构的壁面流主要沿-Y方向发展，几乎没有

产生喷泉效应而是直接交汇，高速壁面流没有被对

冲消耗而是影响了更大的区域，因此 e/D=2结构的高

换热区面积更大，换热均匀性更好。由于靶板内壁

Fig. 12 Comparison of streamlines and velocity distributions

on three typical YZ cross-sections under different e/D

(Re=3×104)

Fig. 13 Comparison of streamlines and velocity distributions

on XZ cross-sections through the central axis of jet holes

under different e/D (Re=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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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倾角，壁面流在 X方向的分量很小，所以在两股壁

面流交汇之前，相邻驻点间存在一个壁面流很弱的

区域，对应换热分布中的三角形低换热区。此外，部

分壁面流从气膜孔出流，因此在气膜孔-Y方向可以

观察到带状低换热区。

5 结 论

通过本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实验表明，前缘旋流-气膜冷却（e/D=2）努塞

尔数分布均匀性优于前缘冲击-冷却结构（e/D=0）：旋

流结构 X方向平均努赛尔数沿 Y方向的变化趋势相

对更加平缓；Y方向平均努塞尔数分布更加规则有

序。旋流结构的总体换热更强，其总体平均努塞尔

数比冲击结构高约 4.0%~9.4%，且提升幅度随雷诺数

增加而增加。前缘旋流-气膜冷却的压力损失比冲

击-气膜冷却低约 5.6%~6.4%，且降低幅度不随雷诺

增加而增加。

（2）数值模拟揭示了前缘旋流/冲击-气膜复合冷

却内部详细流场特征。前缘冲击-气膜结构在相邻

冲击驻点之间存在喷泉效应，导致了局部低换热，而

旋流结构壁面流同向交汇，没有形成喷泉流，高速壁

面流的覆盖区域更大，换热均匀性更好。冲击结构

流场复杂，存在很多不规则的涡系，而旋流结构形成

了贯穿整个前缘腔室的大尺度纵向旋涡，显著强化

了换热。射流孔偏置使得射流冲击动能损失减小，

在前缘内腔产生旋流，并使其压力损失减小。

致 谢：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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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化学反应机理对预混丙烷钝体熄火模拟影响 *

王 方，韩宇轩，窦 力，王煜栋，金 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航空发动机数值仿真研究中心，北京 100191）

摘 要：航空发动机熄火预测是重要关键问题之一，湍流和化学反应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使预测非常

困难。本文采用大涡模拟 （LES） 对湍流进行高精度模拟，采用概率密度函数输运方程湍流燃烧模型

（TPDF） 耦合 JL4，Z66和H73三种化学反应机理，对预混丙烷钝体熄火现象和规律进行研究。JL4的反

应机理最简单，反应释热快，局部放热高，火焰宽度大，火焰两侧温度梯度大，燃烧更加趋于稳定，无

法模拟出熄火状态。H73机理绝热火焰温度低，火焰温度低，回流区中部OH含量高；在近熄火状态，

大量CO被氧化，释放热量过高导致无法模拟出熄火现象。Z66机理可以模拟出火焰正常状态，在低当

量比下也可以模拟出熄火状态。算例中，局部Da>1的区域超过35%则会发生熄火。

关键词：概率密度函数输运方程湍流燃烧模型 （TPDF）；大涡模拟 （LES）；钝体熄火；反应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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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etailed Chemical Mechanism on Premixed
Propane Bluff Body Blow-Off Simulation

WANG Fang，HAN Yu-xuan，DOU Li，WANG Yu-dong，JIN Jie
（Aeroengin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earch Center，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Beihang University，Beijing 100191，China）

Abstract：The prediction of aero engine flameout is a crucial problem. The nonlinear interaction of turbu⁃
lence and chemical reactions increases the difficulty of prediction. The phenomenon and law of premixed propane
bluff body blow-off were investigated by analyzing turbulence and combustion. The large eddy simulation was
used to simulate turbulence with high accuracy. Three chemical mechanisms，JL4，Z66 and H73，were coupled
by the transported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to describe combustion process. JL4’s reaction is the simplest of
the three，leading to the larger rate of exothermic reaction，wider flame width，higher temperature gradient on
both sides of the flame and more stable combustion，and is unable to simulate the blowoff state. The lower adiabat⁃
ic flame temperature of H73 mechanism results in the lower simulated flame temperature，and the content of OH
in the middle of the simulated recirculation zone is very high. In the blowoff state，a large amount of CO is oxi⁃
dized，and excessive heat is released，which makes it impossible to simulate the flameout state. The mechanism
of Z66 can simulate the normal state of flame，and the flameout state can be correctly simulated under low equiva⁃
lence ratio. In this bluff body example，if the flame region where the local Da number is greater than 1 exceeds
35%，the extinction will occ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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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表

Da Damköhler数
Ka Karlovitz数
P͂ sgs Faver滤波后的亚网格概率密度函数
-ρ 空间滤波后的密度

u͂ j Faver滤波后的 j方向速度

ψ 标量（组分、总焓）

α 组分 α

F 联合概率密度函数

ω̇α 组分 α的化学反应源项

N S 组分数

ϕα 与 α有关的标量

ψα ϕα构成的样本空间

ψ ψα构成的点的集合

μ 动力粘度

σ 施密特数

μ sgs 亚网格湍流粘度

σ sgs 亚网格湍流施密特数

τ sgs 亚网格混合时间尺度

ϕ͂α Faver滤波后的 ϕα

ζmα 组分 α第m个随机场

Γ' 标量方程亚格子分子粘性

dW m
i 第m个维纳过程

Φ 当量比

T 温度

p 压强

Ux x方向速度

κ s 二维 Karlovitz数
nx x方向火焰面分量

ny y方向火焰面分量

R 相关系数

τchem 化学反应的时间尺度

τ flow 流动的时间尺度

κext 处理得到的拉伸率

κ ref 文献［27］中的参考拉伸率

Su 火焰传播速度

1 引 言

熄火边界决定航空发动机燃烧室稳定工作范围

的下边界，因此对熄火预测的研究十分必要。熄火

过程涉及复杂的气液两相湍流燃烧过程，其中湍流

和化学反应相互作用对熄火影响作用明显。随着研

究深入，对熄火预测从关系式预测模型逐渐向高精

度数值模拟方法以及将熄火特征参数与数值模拟相

结合的方向发展。

关系式熄火预测模型大致可分为两类：Longwell
提出的均匀搅拌反应器模型［1］和 Zukoski提出的特征时

间模型［2］。Glassman［3］与 Turns［4］将其表示为 Damköhler
数（Da）的形式，用于预测熄火。Nair等［5］认为熄火经

过局部熄灭和尾流扰动两个过程，Da准则只能预测

局部熄火。Shanbhougue等［6］发现局部熄火是由于钝

体后方流动分离使得局部火焰拉伸率升高引起的，

而后 Tuttle等［7］和 Chaudhuri等［8］提出高的火焰拉伸

率是当地速度边界层带来的高涡量与火焰边界相互

作用带来的结果。局部熄火使得新鲜的反应物进入

到钝体回流区内，而后在低速高温的情况下重新点

火回到边界层外，引起了火焰的不稳定状态。在局

部熄火后，在贫熄过程中因为流动和燃烧的不稳定

性，火焰两侧密度梯度下降，导致大尺度流动状态占

优，也就是出现卡门涡街流动形式［9］。这更加增大了

火焰边缘的速度脉动，最终导致火焰缩入回流区，并

向钝体缩进导致熄火。

化学和流动尺度的计算方法不同，Da的判断

条件也不同，而且局部的 Da与全局 Da并没有直接

的联系。Kedia等［10］通过数值模拟与实验，提出火

焰速度与流动速度的梯度之间的关系：火焰速度的

梯度必须大于流动速度，火焰才会发生熄灭。文中

也提到了和 Da准则的关系，并对此提出了更细化

的补充条件。Morales等［11］使用了火焰拉伸率 Kar⁃
lovitz数（Ka）判断准则，从局部入手来判断整体火

焰状态。

随着计算机和计算技术的发展，采用高精度数

值模拟方法研究熄火过程并探究熄火规律成为重要

手段。Wu等［12］使用 LES-AHI方法对盘形钝体后方

的熄火过程做了 3D数值模拟，再现了从局部熄火到

整体熄火的 3D过程，与实验结果符合较好。Hodzic
等［13］采用大涡模拟（LES）结合概率密度函数输运方

程湍流燃烧模型（TPDF）方法预测了接近熄火的钝体

后方火焰，模拟结果的统计数据与实验值一致。

LES-TPDF耦合详细化学反应机理是一种可以同时

解析湍流和化学反应的高分辨率数值模拟方法，可

用于熄火问题研究。

化学反应机理在熄火模拟中发挥重要作用。局

部熄火过程既会受到标量耗散的时间波动的影响，

也会受到输运效应的影响［14］。基于 GRI-Mech简化

为 19组分的甲烷机理［13］，基于 USC-Mech简化为 31
组分的丙烷机理［12］，包括 19种输运组分 10种准稳态

组分的乙烯详细机理［15］，57组分 383可逆反应的乙醇

详细机理［14］，被用于分析熄火过程。

本文采用 LES-TPDF方法耦合三种化学反应机

理研究丙烷钝体预混火焰熄火过程，对比化学反应

机理对熄火预测的影响，探索熄火步骤和过程，尝试

局部熄火参数判断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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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对象和模拟方法

2.1 模拟方法

LES是一种高分辨率求解湍流方法。TPDF不

需要任何模化可以耦合详细化学反应机理［16］，在

模拟化学反应起主要作用现象时具有明显优势。

本 文 采 用 随 机 场 解 法［17-18］求 解 TPDF 方 程 。 Aero
Engine combustor simulation code（AECSC）是 基 于

LES-TPDF方法的两相湍流燃烧数值模拟程序，由

英国帝国理工大学的 Jones教授完成初版，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针对两相湍流燃烧并行模拟做了相应

发展。

本文使用动态 Smagorinsky-Lilly亚网格模型，采

用 IEM小尺度混合模型，基于预测-校正步方法耦合

压力速度。空间离散使用二阶中心差，时间离散使

用 Crack-Nicholson格式。

由 Colucci等［19］在 LES中采用等扩散系数假设，

用 P͂ sgs表示 Faver滤波后概率密度函数输运方程为

ρ̄
∂P͂ sgs (ψ )
∂t + ρ̄u͂ j ∂P͂ sgs (ψ )∂xj +

∑
α = 1

NS ∂
∂ψα

[ ρ̄ω̇ α (ψ ) P͂ sgs (ψ ) ] =

- ∂∂xj [
- -- -- -- ----- -- -- --ρ (ψ )F (ψ )uj - ρ̄u͂ j P͂ sgs ] -

∑
α = 1

NS ∂
∂ψα

( )- -- -- -- -- ----- -- -- -- --
μ
σ

∂ϕα

∂xi∂xi F (ψ )

（1）

式（1）左侧依次为非定常项、对流项和化学源

项，均完全封闭。TPDF方法可以耦合详细化学机理，

对化学机理的刚性要求较小。方程右侧第一项是小

尺度对流项，采用梯度近似封闭，第二项是条件扩散

项，可以分解成两项，采用 IEM方法封闭小尺度混合。

所有项封闭完成后的输运方程为

-ρ
∂P͂ sgs ( )ψ
∂t + -ρ u͂ j

∂P͂ sgs ( )ψ
∂xj +

∑
α = 1

Ns ∂
∂ψα

[ ]-ρ ω̇α ( )ψ P͂ sgs ( )ψ =

∂
∂xj

é

ë
êê( μσ + μ sgs

σ sgs ) ∂P͂ sgs

∂xj
ù

û
úú -

-ρ
2τ sgs∑α = 1

Ns ∂
∂ψα

[ ](ψα - ϕ͂α ( )x,t ) P͂ sgs ( )ψ

（2）

在 LES滤波后，程序中最终的方程形式如下

-ρ dζmα = --ρ u͂ j ∂ζ
m
α

∂xi dt +
∂
∂xi

é

ë
êêΓ'

∂ζmα
∂xi

ù

û
úú dt -

-ρ
2τ sgs (ζ

m
α - ϕ͂α) dt +-ρ ω̇m (ζm) dt +

-ρ
2Γ'
-ρ

∂ζmα
∂xi dW

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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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Flame D射流火焰检验

为测试有效性，模拟了 Flame D湍流火焰［20］。采

用 ARM简化 GRI 3.0机理［21］，包括 19个组分 15步反

应，对次要中间组分采用准稳态假设。轴向六个截

面位置的温度与 CO2组分对比结果如图 1所示，图中

d为 Flame D喷口直径，为 7.2mm，模拟结果与实验值

比较一致。

2.3 预混钝体火焰模型、反应机理和边界条件

本文模拟的钝体熄火模型来自 Chaudhuri等［22］的

实验［7-8，23］。图 2为计算域和网格，20℃丙烷-空气预

混气绕过边长为 9.62mm的正三棱柱钝体后点火燃

烧。阻塞比 0.25，冷态雷诺数在 1.2×104~1.8×104。使

用商业软件 ICEM CFD进行网格划分，对回流区、火

焰根部和钝体边界层附近加密。近壁面网格 y+约为

3，加密层 10层。计算域 135mm×76mm×38mm，网格

总数为 152万。

使用的丙烷反应机理有三种：JL4是烷烃通用四

步七组分整体反应机理［24］；Z66是丙烷骨架机理［25］，

由 25组分与 66个不可逆反应组成；H73机理［26］由 27
种组分、70个可逆反应与 3个不可逆反应组成，本文

对其进行了修改。

JL4，Z66，H73与详细机理 USC-Mech II的火焰

传播速度、点火延迟时间与绝热火焰温度对比如图 3
所示，大部分数据来自文献［25］，H73进行了新的数

据测试。H73的火焰传播速度在富油段内误差较大，

所有机理的火焰传播速度在贫油段所差无几。Z66
与 JL4的绝热火焰温度较高，H73的绝热火焰温度与

详细机理的误差较小。在点火延迟时间上，JL4机理

相比实验数据和其它机理来讲都要小得多。根据文

献［25］，简单的反应步骤普遍会导致丙烷点火延迟

时间较低。为节省计算量，根据文献［12］，忽略氮相

关机理。进口温度 293K，压力 101.325kPa，轴向速度

18.3m/s。采用压力出口条件和无滑移壁面条件。算

例设定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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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讨论

3.1 临近熄火燃烧状态模拟与分析

从稳态燃烧开始，保持进口速度不变，调低当量

比，等新的计算条件收敛后继续调低当量比来模拟

临近熄火燃烧状态。与实验中熄火判据相同，不断

调低当量比直到无火焰存在判断为熄火。实验测得

熄火当量比为 0.6，三种机理对应的模拟均在当量比

为 0.5或以下时发生熄火。图 4为临近熄火瞬时温度

图。继续调低当量比，A2发生火焰断裂然后熄火，B2
与 C2即使当量比降低到 0.43，仍稳定燃烧。 JL4与

H73机理在预测临近熄火状态和熄火当量比时存在

不足。

JL4机理有 7种组分，Z66机理有 25种组分，组分

的多样性带来了能量表现与化学反应形式的多样

性，与实际情况更为接近。燃烧中主要放热在 CO生

成 CO2的过程，JL4机理从燃料反应生成 CO2过程中

除 CO外无第四种组分，导致释热率极快，不能真实

模拟熄火情况，而 Z66有合适的中间组分以及能够反

映真实能量转化关系的多步反应机理。

采用 A2算例火焰即将断裂的结果与 B2进行比

较，如图 5所示。火焰根部温度二者相差不多，温度

差异来自高当量比时绝热火焰温度带来的影响。在

A2的峰值两侧，B2的温度已经超过 A2，此时 A2当量

比为 0.5，B2当量比只有 0.43，B2的绝热火焰温度理

Fig. 1 Simulation of Sandia flame D

Table 1 Propane case number

Case
A1
A2
B2
C2

Equivalence ratio
0.85
0.50
0.43
0.43

Mechanism
Z66
Z66
H73
J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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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更加低，说明 A2火焰此时已经狭窄得只在中心区

存在了，而 B2依旧在稳定燃烧，所以无法模拟出熄火

现象。

熄火的本质是能量耗散率大于生成率，从能量

的角度出发分析，OH自由基是燃烧中最重要反应的

产物：H+O2=OH+O，在高温下游离 H将氧气还原生成

的物质，同时也是 CO消耗以及 CO2生成路径上最重

要的反应物：CO+OH=CO2+H。在 CO氧化成 CO2的过

程中会释放大量的热。同时该反应进程与燃烧过程

Fig. 2 Computational model and grid diagram

Fig. 3 Comparison of three simulated chemical

mechanisms and detailed mechanism USC-II properties

Fig. 4 Flameout results of A2, B2,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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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热量的释放是同步的，因为只要有碳氢基团未被

OH消耗完全，该反应便不会发生［27］。图 6为 A2与 B2
上述截面的平均 OH，CO与 CO2质量分数的分布图。

通过分析 CO+OH=CO2+H的反应进程来判断 H73机
理熄火模拟失败的原因。其中 H73和 Z66机理中 CO2
绝大部分来源此反应，近似可以认为 CO2的质量分数

即为该反应的生成分数。

对 OH质量分数进行分析，虽然当量比只相差

0.07，但是火焰根部 OH的质量分数相差很大。在同

当量比的火焰中，H73的 OH生成比 Z66要多很多，这

首先证明了在当量比降低时，随着燃烧温度降低，OH
也会急剧减少，从而模拟出贫油熄火。OH的峰值位

置和分布在火焰根部基本一致。在火焰断裂处，Z66
的 OH分布与温度分布也基本一致。极值没有出现

Fig. 6 Mass fraction distribution of OH, CO and CO2 at x=5mm, 40mm

Fig. 5 Average temperature and axial velocity distribution at x=5mm, 4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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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流区两侧而是出现在了回流区中部，代表着熄

火即将进入第二阶段。H73的 OH分布，最大值较低

位于平坦分布区域的两端，而且中间平坦区域 OH较

高，宽度较长。结合 OH基团的性质说明，B2此时依

然在平缓反应，过高的 OH会推动 CO的氧化反应，导

致燃烧反应继续进行，不会发生火焰断裂。火焰根

部和火焰断裂处的 CO2分布证实了这一推论。在火

焰根部，钝体火焰最高温的区域，大量的最终生成物

在此堆积，与常理相符。

在火焰断裂区，此时 A2的燃烧状态较弱，生成

的 CO2较根部更少，质量分数与 B2相近，此为 A2火
焰即将断裂的特点。根据元素守恒，当量比更大的

A2组分中必定会存在更多的碳含量。碳含量会分

散在各种中间物质中，在反应剧烈处以碳氢燃烧中

碳元素的最后存在形式 CO为最多。所以 A2的 CO
含量比 B2要多将近三倍。在 OH峰值处过高的 OH
与 CO含量会使 CO+OH=CO2+H的反应进程正向推

进，导致放热速率升高，维持火焰不会断裂。所以

A2和 B2的 CO含量曲线峰值为两侧高中间低的情

况，与 OH峰值和 CO2峰值恰好错开。对于 B2来讲，

根据质量作用定律，A2，B2反应速率常数一致的情

况下，B2的浓度条件不可能维持此反应生成如此多

的 CO2并释放热量。这说明 H73的生成物 H分布量

过低影响了逆反应速率，或者 OH的生成速率过高

使得正反应进行程度太高。根据前文温度状态的分

析，可能为 OH生成量不正常导致模拟熄火失败。

这说明骨架化学机理的选取对于熄火模拟影响非

常大。

本文主要根据 A2模拟的熄火过程对熄火状态进

行分析。熄火分为两个步骤：（1）局部熄火，表现为

火焰拉伸率升高，火焰出现收缩，局部熄灭断裂；（2）
火焰缩入回流区燃烧并随着流动不稳定性而继续熄

灭。在 A2的熄火过程中，这两种情况都可以明显

看出。

对熄火第一步骤进行模拟研究。随着当量比减

少，燃烧反应变慢，火焰出现随流动而收缩撕裂的情

况。图 7为 OH瞬时值与实验值的对比。与实验的处

理方法一致，均以除以最大值为无量纲化处理，网格

起始位置和实验不一致，所以横坐标不同。火焰中

心出现 OH的空洞，呈现不规则皱褶。这里 Z66的模

拟结果与实验对比基本一致，火焰收缩与局部熄灭

也可以正确模拟出来。

即使此时火焰波动极大，如实验图所示，回流区

附近的涡量依然与火焰边缘有强相关性，图 8为熄火

第一步的瞬时 OH含量与涡量云图，可以看出 OH含

量较大的区域，涡量也较大，与实验结果一致。文献

［11］统计了涡量与火焰边缘的相关性，发现此时的

涡量等值线与以 OH判定火焰边缘的边缘线变化情

况完全一致。这个时候局部熄火时有发生，但基本

发生在回流区的尾部之后。这些局部熄火发生的部

位往往都是火焰宽度最窄的部位，火焰拉伸率骤然

升高，最容易发生火焰断裂，此时就进入熄火的下一

阶段。

火焰断裂后，会缩进回流区稳定燃烧。根据文

献［5］，如果回流区燃烧过程中满足复燃条件，则会

再次向外传播火焰，否则就可能因为扰动直接发生

熄火。图 9为火焰缩入回流区的瞬时 OH云图与实

验图。此时 OH峰值已经不再位于回流区两侧，而

是 跨 入 了 回 流 区 内 ，而 回 流 区 末 尾 的 OH 含 量

更高。

为验证此时涡量与火焰的相关性，将模拟结果

与实验值做定量比较。图 10为平均速度与 OH含量

图，此时模拟与试验的 OH的峰值已经与∂u/∂y无关。

这一点模拟结果和实验分析一致。火焰锋面位置的

误差已经随着当量比减小而减小到 0.5mm，速度与

OH的误差也减小了，回流区内部高 OH浓度可以正

确预测。B2的速度和 OH分布误差比较大，这是 B2
无法正常模拟熄火的原因。这说明选用合理的化学

反 应 机 理 ，对 LES-TPDF 方 法 在 熄 火 模 拟 上 非 常

重要。

Fig. 7 Flame front tearing phenomenon of the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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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稳定燃烧状态与两步熄火过程的回流区内

部流动状态对比如图 11所示。由于速度绝对值相差

不大，所以只画出流线图来表明涡和火焰之间的关

系。从上到下依次是 A1，A2的熄火两步各自的瞬时

流线图。

通过三个流线图可以看出，在 A1温度燃烧时，内

部流动虽不对称，但是涡比较少且贴近回流区边缘，

起到降低外部气流速度的作用，流动总体较稳定。

此时火焰区域与涡量相关，火焰面比较平滑，燃烧占

据主导优势。而 A2熄火第一步的流线图则出现许多

散乱的小涡，流动非常不规则，这是因为涡量依旧和

火焰区域关系较大，小涡变多变散乱的同时也反应

了火焰边缘濒临破碎的情况。在 A2熄火第二步时，

流线呈现出典型冷态钝体流动的特点，钝体中心线

两侧有两个对称的大涡。说明这时燃烧已经不足以

和流动抗衡，这会导致流动形成卡门涡街而继续熄

火的情况。通过对流线图的分析，可以从流动方面

检验熄火的规律。

3.2 熄火预测方法分析

火焰拉伸率是局部熄火与整体熄火之间不可缺

少的联系纽带。局部熄火可以通过火焰拉伸率的值

来判断，而火焰拉伸率的集合可以对整体熄火的发

生做出一定判据。下面对火焰即将断裂时的 A2算例

与 A1算例进行火焰拉伸率的分析，找出熄火时火焰

拉伸率的规律。考虑到实验的判定，二维火焰拉伸

率定义如下［22］

κ s = | - nx × ny × ( ∂u∂y + ∂v∂x ) + (1 - n2x) × ∂u∂x +
(1 - n2y) × ∂v∂y | （4）

式中 nx与 ny为火焰面的方向分量。

实验时使用 OH浓度的平均值来判断火焰边缘，

这里在 OH质量分数云图中规定最小值，当较多 OH
值的集合能够表达火焰面边界时记录下边界值，在

软件中筛选对应的点的集合，以此为基准计算火焰

拉伸率。而后用统计数据对比。

图 12为 A1与 A2火焰拉伸率概率密度的散点图

与实验测量的散点图。上方为 A1，下方为 A2。A2的
火焰拉伸率值明显比 A1要分布更平均。火焰稳定时

的火焰拉伸率普遍偏小。而熄火时拉伸率在 1000以
下的点比较少，这与实验的散点图结果基本一致。

Fig. 8 Schematic diagram of OH and vorticity distribution

Fig. 9 Flame retracted into recirculation zone phenomenon of the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result

Fig. 10 Averaged velocity and OH distribution of experimental value at x=30mm

2302



详细化学反应机理对预混丙烷钝体熄火模拟影响第 42 卷 第 10 期

可以依此研究熄火判据。

下面以标准熄火拉伸率的参考值作为判断熄火

的依据。图 13为 A1，A2算例对不同 z轴位置的火焰

拉伸率样本拟合统计成的 pdf曲线，R值分别为 0.94

与 0.95。与同样方法得到的火焰拉伸率实验结果非

常 一 致 。 竖 线 为 OPPDIFF［28］算 出 的 参 考 熄 火 拉

伸率 κ ref。

Shanbhogue等［6］对局部 Da定义为

Da = τ flow
τ chem

= κ ext
κ ref

（5）
式中 κ ext为处理得到的拉伸率。

A1算例中 Da>1的概率极小，A2算例中 Da>1的
几率接近 0.35（实验为 33.9%）。A2算例整体发生熄

火，说明对此钝体以 Da>1条件判断熄火的话，要累

计 35%的局部火焰满足该条件方能熄火，整体熄火

过程是由于众多局部熄火累计而发生。所以，判断

该钝体熄火的条件为局部 Da>1的区域>35%。之所

以不取特定的 Da数值，是因为局部拉伸率的值可以

非常大，但是局部熄火不需要判定特定的值，只需要

判断状态即可，局部熄火>35%即会发生整体熄火。

Fig. 12 Comparison of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Fig. 11 Instantaneous streamline from case A1 to A2

blowoff

Fig. 13 Flame tensile ratio pdf curve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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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通过本文对于三种机理的比较以及近熄火状态

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机理选取对钝体熄火模拟关系影响很大。

JL4机理组分、反应最为简单，由于缺少合适的中间

产物使得释热速率高，无法模拟熄火时的状态。而

H73机理与 Z66机理模拟结果相近。但 H73的 OH生

成率过高，导致了火焰内部的 OH分数较高，放热非常

稳定。这也是H73无法正常模拟出熄火的主要原因。

（2）钝体熄火分为两个过程，一是火焰拉伸率增

高而导致的火焰面撕裂，宽度减小直至断裂的过程。

此过程的火焰放热部分依旧存在于高涡量地区，与

稳定时的规律基本一致。二是火焰断裂后缩入回流

区的过程。此时的回流区内成为了放热最大的部

位。此时火焰与涡量相关性很低，缩入回流区后会

随着漩涡运动带来的扰动逐步继续向钝体后侧缩进

直至完全熄火。

（3）火焰拉伸率是判断火焰状态的一个比较全

面的参数。作为熄火判据时，可以根据局部 Da进行

判断。本文算例有 35%区域局部 Da>1时，会发生整

体熄火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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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描述函数的燃烧振荡建模与仿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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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贫预混燃烧在燃气轮机燃烧室中的燃烧振荡问题进行主动控制技术研究，一般需依赖

于较为准确的火焰动力学模型，但是，通过仿真或者试验测量完整、准确的非线性火焰动力学响应特性

都存在较大的困难。针对该问题，基于声学分析，结合非线性建模方法的应用，提出了一种基于描述函

数的热声耦合系统分析方法，既能够体现火焰非线性动力学过程的影响，又便于实验测量与系统辨识。

本文对旋流预混燃烧室的热声耦合特性进行了实验测量，通过系统辨识得到热声耦合系统的描述函数模

型，在此基础上开展热声耦合系统时域仿真分析。实验测量结果表明，包含火焰动力学过程的声波传播

过程具有较强的非线性特征，并且在一定频率范围内描述函数的幅值随扰动量幅值变化显著；仿真分析

结果证明了辨识得到的描述函数可以对燃烧室中的热声耦合形成过程和极限环振荡特征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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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 and Simulation of Combustion Oscillations Based
on Describing Func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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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ey Laboratory for Thermal Science and Power Engineering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Department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To study the active control technique of combustion oscillations in a lean premixed gas turbine
combustor，a detailed flame dynamic model is generally needed. However，there are greater difficulties to acquire
the complete and accurate nonlinear flame dynamic response by simulation or experiment. In response to this
problem，this paper proposes a thermos-acoustic system analysis method based on the Describe Function meth⁃
od，which can not only describe the influence of the flame’s nonlinear dynamics process，but also facilitate ex⁃
perimental measurement and system identification. The analysis is based on acoustic analysis and combin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nonlinear modeling methods. The thermoacoustic insta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wirling pre⁃
mixed combustor were measured experimentally. The describe function models of the thermoacoustic coupling sys⁃
tem were obtained by system identification，and they were used in the time domain simulation of the thermoacous⁃
tic system.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sound wave propagation process including the flame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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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has strong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s. Within a certain frequency range，the variation of the describe func⁃
tion amplitude with the input disturbance amplitude shows a significant tendency. The simulation results prove
that the identified describe functions can describe the thermoacoustic instability growing process and the limit cy⁃
cle in the combustor.

Key words：Gas turbine；Combustion oscillations；Nonlinearity；Describing function；Thermoacoustic
coupling

1 引 言

为了实现减少燃气轮机燃烧室中的 NOx，CO等

污染物排放，贫预混燃烧方式是可行的技术途径之

一，但是这种燃烧方式下火焰整体放热率变化对来

流扰动比较敏感，比较容易发生燃烧振荡问题，形成

燃烧室剧烈的压力脉动，同时导致燃烧器的局部热

负荷增加，这都会对燃气轮机的安全运行带来危

害［1］。燃烧振荡是由于压力和放热率脉动耦合形成

正反馈过程导致的热声不稳定现象，其中放热率脉

动的动力学过程存在较强的非线性，这给燃烧振荡

的分析和控制带来了诸多困难。旋流燃烧室中的火

焰动力学过程涉及较复杂的流动、燃烧、传热、声波

传播等多个耦合的物理过程，难以得到其解析表达

式，在实际燃烧室稳定性分析中可采用火焰传递函

数（Flame transfer function）形式进行描述。具体来

看，火焰放热率脉动和速度扰动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是理论分析中的关键。采用描述函数方法是可行的

近似方法之一，Dowling［2］采用这种方法对管式燃烧

系统中热声耦合形成的振荡幅值进行了分析。Durox
等［3-4］通过对声场扰动下的非线性动力学响应过程进

行实验测量与数值分析，进一步提出了采用火焰描

述函数（Flame describing function）进行稳定性分析的

方法，同时对燃烧振荡的频率和幅值进行预测。

随着人们对燃烧振荡现象认识的不断深化，发

现有些燃烧系统中通过有限的设计调整或优化都难

以避免自激振荡现象的发生。主动控制方法是解决

这类不稳定现象的重要技术途径之一，通过反馈控

制系统对燃烧或者声波传播过程施加实时的扰动，

以实现对振荡的抑制效果。在一些实验室层流燃烧

系统中的研究表明，采用合适的执行机构和控制算

法，主动控制可以对燃烧振荡实现较好的控制效

果［5-6］。但是，对于实际大功率的燃气轮机燃烧室系

统，主动控制方法的应用还需要进一步考虑执行机

构的性能，以及工况变化条件下的控制算法可靠性，

避免引入额外的不稳定现象。Culick等［7］对已有的

研究进行了综述分析，指出热声耦合过程的非线性

是影响主动控制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Rahul等［8］从

理论方面，对主动控制过程中非线性的影响进行了

分析，但是其分析建立在大量的假设和简化分析基

础上，不能直接应用于大功率湍流燃烧系统的研究。

大多数针对热声耦合系统的主动控制方法研

究，是基于热声耦合系统的线性响应特征进行分析，

这样便于在频域内对控制系统的稳定性进行分析。

但由于热声耦合系统固有的非线性特征，基于线性

分析的结果难以保证适用于实际燃烧系统，尤其是

考虑到工业实际应用的大功率旋流燃烧室，其流动、

传热等过程与火焰动力学的复杂耦合关系使得自激

振荡的非线性影响不能忽略。Morgans等［9］提出了先

通过简单的移相控制对燃烧振荡现象进行适当的抑

制，然后再叠加扰动信号进行热声耦合系统的响应

进行测量的研究方法，为主动控制技术应用提供了

工程与理论相结合的解决方案。但是这种策略依赖

于先验地找到一种恰当的控制方案对燃烧振荡实施

抑制，在实际燃烧室中振荡特性可能十分复杂，这种

经验是无法通用的［10］。因此，还需要提出一种更为

普适性的、面向实际燃烧系统主动控制的测量与建

模方法，并且充分考虑火焰动力学相关的非线性。

本文针对这一目标开展研究，通过声学网络模型分

析，提出针对含火焰动力学过程环节的解耦测量方

法，并开展实验测量与仿真分析验证。

2 实验系统

实验采用燃烧室结构模拟工业燃气轮机的圆柱

形单筒燃烧室，燃烧室采用预混旋流燃烧方式，燃料

和空气在旋流器通道内预混后进入燃烧室，实验系

统主体结构如图 1所示。旋流器喷嘴采用轴向单旋

流结构的旋流数约为 0.9，详细结构可参见文献［11］。

在旋流器上游空气进气段和旋流器下游燃烧室直管

段上可布置多支动态压力传感器（PCB 112A），测量

系统中不同位置处的压力脉动。燃烧室顶部和侧壁

面装有用于光学测量的石英玻璃窗。通过光电倍增

管（Zolix PMTH-S1-CR131）和 光 栅 光 谱 仪（Zolix
SBP300）测量 308nm波长的 OH*化学荧光强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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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火焰放热率强度。压力信号和光谱仪测量的放

热率信号由 Labview数据采集系统同步记录，采样速

率 10kHz。采用高速摄影相机（Phantom V210）从侧

面对燃烧主火焰区动态过程进行监测。

本文针对采用电动气流扬声［12］的主动控制系统

进行研究，其可安装于燃烧室下游或空气进气室上

游，在系统动态特性测量中可作为扰动信号的激励

源。电动气流扬声器通过对气流施加扰动而产生声

波，压缩空气可直接从中流过，由于没有传统动圈式

扬声器采用的鼓膜结构，因此可在较高气压环境下

工作，其输出功率随着气体流量的增加而增加，适用

于作为燃气轮机燃烧室等大功率燃烧系统主动控制

的执行机构。需要注意的是，这类执行机构的动态

响应过程存在较强的非线性，这也是主动控制方法

设计中需要详细考虑到问题。实验中还用到了伺服

阀（Moog D633）作为第二个激励源，其产生的声波扰

动从燃烧室下游引入燃烧系统。

3 实验结果分析

3.1 燃烧振荡现象

本文实验研究中，预混旋流燃烧室都工作在贫

燃工况下。空气流量为 26g/s时，观测到的燃烧振荡

都是以低频不稳定为主，频率为 70~90Hz。图 2所示

为一个典型工况燃烧振荡发生时的压力脉动发展形

成幅值稳定的振荡的过程，最终形成的振荡过程在

相空间中是一个闭合的环形，非线性动力学中称为

“极限环”。大量研究表明，热声耦合系统中极限环

的形成主要是由于火焰在声波的扰动下的动态响应

过程会出现放热率脉动的饱和。从图 3也可以看出，

稳定燃烧时火焰为 V形结构，而当压力脉动逐渐增

加，火焰动态变化的范围逐渐增大，使得平均火焰形

态充满几乎整个可视范围。由于火焰动态变化的范

围受到燃烧室结构的限制，相应的放热率脉动的强

度也是有限的。实际上，由于火焰结构的复杂性，即

使在放热率脉动达到饱和之前，压力脉动幅值和放

热率脉动的强度之间也不是线性关系。这种非线性

特性使得整个热声耦合系统特性也依赖于瞬时的压

力脉动幅值，当对系统施加主动控制作用时，受控系

统的状态也会发生偏移，从而可能导致控制效果恶

化或者失去控制效果。基于以上考虑，有必要建立

非线性的热声耦合模型，以便于对系统的动力学特

性进行深入分析。

Fig. 1 Schematic of the premixed swirl combustor test rig and the active control system

Fig. 2 Pressure oscillations in a premixed swirl combustor

and the spectrum analysis result

Fig. 3 Averaged flame images in the combustion instability

development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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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用于主动控制的系统建模方法

燃烧振荡的主动控制方法设计需要得到执行机

构输入信号到用于控制的参考信号的输入输出关

系。从自动控制系统的角度来看，热声耦合系统的

控制过程如图 4所示。已有研究大多是通过对热声

耦合系统进行线性化，得到参考压力脉动信号（p'）和

控制信号（e）之间的关系，以传递函数形式可表示为

W = p′( iω )
e ( iω ) =

W cH aH f Z
1 - H aH f

（1）
式中 Ha和 Hf分别代表声波传播和燃烧过程，Wc

为控制系统执行机构传递函数，Z为参考信号测量过

程的传递函数环节。

由于燃烧系统会发生热声不稳定形成极限环振

荡，此时是难以通过外加扰动方法直接得到系统开

环传递函数 W的，因此需要通过合适的方法消除热

声耦合过程，对各个环节进行单独测量。对于热声

耦合非线性的讨论，主要考虑火焰相关的传递函数

环节 Hf，而从式（1）可以看到其出现在控制系统开环

传递函数的分子和分母中。从热声耦合的物理过程

来看，对于管道中一维声场的描述至少需要两个变

量（入射声波和反射声波，或者声压脉动和速度脉

动），因此图 4中 Ha和 Hf之间的相互作用也需要两个

变量来描述。这样，采用式（1）所示模型进行热声耦

合系统非线性特性的实验测量时，将存在较多的中

间变量，最后的结果也可能存在较大的误差。

考虑到主动控制主要关心的是参考信号和控制

信号之间的关系，以压力脉动作为参考信号时，只需

要对燃烧室中声学信号进行测量，因此从主动控制

角度来看系统可以简化为如图 5所示，选取燃烧室中

火焰区下游的某处作为参考位置，压力脉动可以看

作是由向右传播的声波 f、向左传播的声波 g叠加形

成的（单筒燃烧室中燃烧振荡频率较低时，一般只需

要考虑沿管道方向的一维声波）；在主动控制过程中

执行机构在参考位置产生的作用以 fac表示；另外，考

虑湍流燃烧过程自身存在一定的噪声，引入噪声源

项 fnoise进行描述。根据 Campos-Delgodo等［13］提出的

线性热声耦合模型，这些量之间通过燃烧室上游声

学传递函数 Hup、燃烧室下游声学传递函数 Hdown、主动

控制执行过程传递函数 Hac和噪声源项 Hnoise联系起

来，如图 6所示，通过对声波和火焰耦合过程的分析

可以得到这些传递函数包含的具体过程。Hup包括燃

烧室入口声学边界条件、参考点上游声波传播和反

射，以及声波和火焰相互作用过程。Hdown包括燃烧室

出口声学边界条件和参考点到燃烧室出口声波传播

和反射过程，如果参考位置选取在火焰区下游，则此

环节不受火焰动力学过程的影响（不考虑熵波对燃

烧室出口声学边界条件的影响）。Hac包括执行机构

声学响应特性、从执行机构到选取的参考位置的声

波传播过程和声波-火焰相互作用过程。Hnoise为考虑

湍流燃烧室中存在的宽频噪声而引入的噪声源项，

可以作为热声耦合系统时域仿真的初始扰动，其不

包括在反馈回路中，对自激振荡最终形成的压力脉

动影响较小。

Fig. 6 Transfer functions in an active control scheme of thermoacoustic system

Fig. 4 Schematic of thermoacoustic system control

Fig. 5 Sound waves in the thermoacousti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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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上述 4个传递函数环节对热声耦合系统进

行建模，一方面便于通过实验直接得到可用于主动

控制方法设计的系统模型，另一方面能够将包含火

焰动力学过程 Hup和不包含火焰动力学过程的环节

Hdown分开来单独测量，便于设计实验，在燃烧系统未

产生自激振荡的条件下进行各环节的系统辨识。

针对热声耦合过程的非线性环节的描述，采用

描述函数方法是可行的近似方法之一，也即将非线

性系统近似为一系列随输入信号幅值变化而变化的

传递函数。借助描述函数能够将频率和扰动幅值的

影响分别进行测量与分析，也能够用于对热声耦合

形成的自激振荡的频率和幅值进行预测。

考虑到热声不稳定系统中的非线性主要体现在

火焰动力学响应过程，对图 5所示系统耦合模型进行

具体分析，具体如图 6所示，其中上角标“+”表示沿气

流方向传播过程，“ -”表示相反方向，下标 flame，
swirler，plenum，ac分别表示火焰、旋流燃烧器、燃烧

器上游进气室、声学执行机构对应的声波传播作用

过程，下标 up，down分别表示声波向燃烧室上游、下

游传播过程。系统非线性建模过程主要是对 Hup和

Hac 采用描述函数方法进行测量，而可以将 Hdown 和

Hnoise认为是线性环节。图 6中 Hup的输入量为 g，Hac的

输入量为控制器输出的电压信号 e，因此二者的描述

函数形式分别表示为 H up ( iω，| g | )和 H ac ( iω，| e | )。在

大功率燃烧系统中，执行机构的能量往往是比较有

限的，其非线性响应也会对主动控制的效果有重要

影响，采用电动气流扬声器作为执行机构时，其声学

响应的非线性可以一并考虑在 Hac的表达式中。

Hup和 Hdown都是根据 f和 g来求得，对于同一个燃

烧室，需要两组及以上的线性无关的测量结果，除了

电动气流扬声器作为激励源之外还需要采用第二个

激励源。Hdown中不包括燃烧动力学过程的影响，可以

考虑从燃烧室下游引入第二个扰动源，这样对燃烧

室结构的改动较小，也可以尽量避免对非线性较强

的燃烧动力学过程产生影响。实验测量过程按照如

下步骤进行：

（1）通过上游安装的电动气流扬声器施加扰动，

测量下游声波传播过程传递函数 Hdown。实验测量不

同扰动频率下参考位置处的黎曼不变量，如图 7所
示，根据 Hdown=g/f计算下游传递函数环节。

（2）从燃烧室出口处引入伺服阀产生的压力脉

动，测量得到参考位置处的 f和 g，如图 8所示，根据

Hup=f/g计算上游传递函数；改变扰动幅值得到一列扰

动幅值条件下的 Hup，建立 H up ( iω )随 |g|变化的函数关

系，即描述函数 H up ( iω，| g | )。
（3）采用与测量 Hdown相同的扰动方式和燃烧工况

条件，得到传递函数 Hac=（f-Hup∙g）/e；改变扰动量的

幅值，建立测量中得到的 H ac ( iω )和 |e|之间的关系，即

得到描述函数 H ac ( iω，| e | )。
（4）在燃烧系统无自激振荡条件下，不加扰动，

测量燃烧室中的压力脉动，根据图 6所示过程，可以

得到 Hnoise=（f-Hup∙g）/w。

上述测量步骤中，计算 Hdown和 Hup时未考虑湍流

燃烧噪声，一方面是因为在扰动条件下，湍流燃烧引

起的压力脉动相对较小，另一方面，通过互相关函数

等数据处理方法，宽频噪声的影响可以被消除。

由于大功率燃烧系统中的主动控制首要目的是

抑制特定模态的热声不稳定，针对燃烧振荡发生的

频率特征，在测量描述函数时可以仅考虑特定频率

范围内的传递函数随扰动幅值的变化关系。在较窄

的频率范围内，描述函数随频率和幅值的变化关系

可以近似为独立的两个函数，即

H up ( iω,| g | ) = N up ( | g | ) Lup ( iω ) （2）
H ac ( iω,| e | ) = N ac ( | e | ) L ac ( iω ) （3）

其中非线性部分是根据测量的线性传递函数确

定的。例如，在较小扰动 | g0 |下测量得到传递函数关

系 H up ( iω，| g0 | )，将其视作描述函数中的线性部分

Lup ( iω ) = H up ( iω，| g0 | )，则非线性部分可以通过在某

个频率 ωx扰动下，改变扰动幅值得到

N up ( | g | ) = H up ( iωx , || g )
H up ( iωx , || g0 )

（4）

3.3 描述函数模型测量结果

通过实验测量对上述热声耦合系统非线性建模

Fig. 8 Measuring Hup by downstream perturbation

Fig. 7 Measuring Hdown and Hac by upstream perturb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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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进行验证。根据预混旋流燃烧室中发生自激振

荡的当量比条件，选取的测量工况为：空气流量 26g/s，
当量比 0.80。实验测量中需要用到两个激励源进行

系统辨识，从燃烧室上游施加扰动可以直接采用主

动控制系统中使用的电动气流扬声器。从燃烧室下

游施加扰动，需要考虑到燃烧室出口的高温、高流速

环境，为了不改变燃烧室上游声波传播特性，不宜对

电动气流扬声器作改动，因此采用一路旁通空气和

伺服阀产生压力脉动，通过在燃烧室出口安装旁通

管，将声波扰动引入燃烧室。系统动态响应的测量

采用扫频测量方式得到系统在较宽频率范围内的响

应，扫频范围 40~500Hz，扫描时间 20s以上，以保证得

到比较稳定的系统响应特性。采集燃烧室不同位置

处的三路动态压力信号，采用多麦克风测量方法［14］

计算参考位置处的 f和 g。

采用上游电动气流扬声器进行扰动，测量得到

传递函数 Hdown及其拟合结果如图 9所示。拟合过程

中需要考虑传递函数的阶数，由于同时对幅值和相

位进行拟合，要获得十分精确的传递函数需要的阶

数可能非常高，不便于后续分析和控制系统设计，本

文研究中考虑在 4阶至 14阶范围内尝试进行拟合，

Hdown的测量结果采用 9阶传递函数形式可以得到较

理想的结果，能够较好的体现幅值的极大极小值，以

及相应相位变化。

为了验证参考位置下游传递函数的线性性，实

验还测量了不同扰动幅值下的 Hdown结果，如图 10所
示。可以看到在较大的扰动幅值变化范围内，Hdown的

幅值和相位都几乎没有变化，则也验证了本文模型

中的假设：火焰动力学的非线性不会对参考位置下

游传递函数 Hdown产生影响，只需要考虑线性的 Hdown
即可。

描述函数包含依赖于幅值的非线性部分和不依

赖于幅值的线性部分，实验中分别进行测量。图 11

为 Hup的线性部分传递函数 Lup及其拟合结果。比较

Lup和 Hdown的实验结果发现，二者幅值出现峰值的频

率范围和峰值数量基本一致，Lup的幅值较大，在多个

频率范围内 Lup幅值都超过 1，也即向上游传播的声波

幅值在火焰影响下可能被放大，因此包含火焰动力

学特性的环节可能是不稳定的。Lup和 Hdown的相位变

化规律差别较大，Lup的相位变化较平缓，并且在低频

范围内可能出现持续的相位增加过程。对于无温度

梯度条件下的声学边界条件和声波传播过程，一般

都存在延时过程，因此其传递函数表现为相位的持

续减小，Lup的相位变化特征可能与上游存在较大的

温度梯度以及火焰动态过程有关。

通过燃烧室出口伺服阀对燃烧室施加单频扰

动，改变扰动强度，测量描述函数 Hup的非线性部分

Nup（|g|）。以测量 Lup的工况为参考，将不同扰动幅值

下测得结果进行无量纲化得到 Nup，如图 12所示。实

验测量了 60，90，120Hz三个扰动频率下的 Nup，实验

结果都具有相似的变化趋势：随着扰动幅值的增大，

Nup逐渐减小，这样的变化趋势表明：随着扰动的增

强，火焰动态响应过程对声波扰动的放大作用逐渐

减弱，也即放热率脉动和压力脉动都将趋于饱和，这

也体现了非线性火焰动力学过程对声波传播过程的

产生显著影响。图 12中将三个扰动频率下的实验结

Fig. 9 Experimental and fitting results of Hdown

Fig. 10 Experimental result of Hdown under different

perturbation amplitudes

Fig. 11 Experimental and fitting results of L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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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综合考虑，采用指数函数形式进行拟合，得到拟合

结果为

N up ( | g | ) = 0.2178 + 1.3218 × 0.9833|g| （5）
理论上，不同扰动强度下，火焰放热率脉动响应

的相位可能略有变化，但对于较低频的脉动而言，其

影响较小。实验结果表明 Nup的相位随扰动幅值变化

不明显，也不存在明显的增大或者减小的趋势，故对

Nup的拟合过程仅考虑其幅值随扰动强度的变化。

执行机构作用环节 Hac的线性部分 Lac实验测量

结果和传递函数拟合结果如图 13所示。两个空气流

量下，执行机构的幅值响应特性类似，都表现出明显

的低通特性，在 150Hz以上频率范围内的响应都较

弱。电动气流扬声器输出的扰动量大小和气体流速

的平方成正比，实验选取工况下的空气流量较小，此

时执行机构对 200Hz以上频率的输入信号响应十分

微弱，这可能限制执行机构对中高频振荡的抑制能

力。对于本文研究中采用的燃烧系统，热声不稳定

主要表现为 80~100Hz内的主频振荡，因此 Hac的测量

分析中也主要关注该频率范围内的响应特性。从实

验结果可以看出，在较低频段 Hac（Lac）的幅频响应特

性规律较为复杂，这主要是与采用的扰动执行机构

有关［15］。图 13中 Lac拟合分析结果以不稳定特征频率

附近的相位值拟合精度为主要考虑因素，一方面是

考虑其较复杂的低频段幅值特性精确拟合需要高阶

次传递函数，但这会带来非物理的不稳定频率特征，

另一方面是考虑到实际控制过程中，扰动幅值的可

通过功率放大器较为容易地调节。

Hac环节由于涉及执行机构、旋流喷嘴、火焰等多

个环节，其非线性环节 Nac的幅值和相位随扰动强度

变化都比较明显。采用上述实验中得到的 Lac作为参

考值，对测得的传递函数进行无量纲化，得到 Nac与执

行机构输入信号电压幅值的关系如图 14所示。在

60~100Hz内，Nac变化规律基本一致，其幅值和相位

都可以采用线性函数进行拟合，以 60Hz为例，拟合结

果为

| Nac | = 8.99 + 0.62 | e |
∠Nac = 125.84 - 88.00 | e | （6）

式中‘ | |’表示传递函数的幅值，‘∠’表示传递函

数的相位。

从式（6）结果可以看出，Nac的幅值 60Hz附近拟

合结果近似是电压信号幅值的一次函数，也即电动

气流扬声器产生的声波幅值与输入电压信号的幅值

是二次函数关系，这主要是由执行机构的响应特性

决定的。

另外一个线性环节 Hnoise的实验测量和拟合结果

Fig. 12 Experimental and fitting results of Nup

Fig. 13 Experimental and fitting results of Lac

Fig. 14 Experimental and fitting results of Nac at forcing frequency 6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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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5所示。由于模型中 Hnoise的输入是白噪声，因

此 Hnoise的相位信息对系统特性没有显著影响，故图

11中只给出了 Hnoise的幅值信息。实验结果可以看出

Hnoise幅值较小，且主要表现为低频段的带通特性，考

虑到发生燃烧振荡时产生的压力脉动都在 kPa量级，

Hnoise只对振荡刚开始形成的过程有一定影响，而对系

统振荡最终形态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

3.4 基于描述函数模型的仿真分析

通过上节中测量的实验结果，可以建立用于主

动控制的热声耦合系统仿真模型，尤其是能够提供

一种用于时域仿真分析的手段，以检验主动控制理

论算法的可靠性。利用上述测量得到的描述函数模

型 Hup和 Hac进行时域分析，需要知道任意时刻输入的

扰动量幅值 |g|和 |e|，考虑到热声系统自激振荡的主频

特征明显，因此可以考虑采用周期均方根值的方法

对脉动量的幅值进行描述［16］，即

| g | = RMS (g ( t ) )| t + τ/2t - τ/2 = ( 1τ ∫-τ/2τ/2
g ( t )2dt)

1/2

| e | = RMS (e ( t ) )| t + τ/2t - τ/2 = ( 1τ ∫-τ/2τ/2
e ( t )2dt)

1/2 （7）

式中 RMS表示周期均方根值，τ为根据自激振荡

特征频率计算的时间周期。

根据上述非线性模型，对图 6所示热声耦合系统

自激振荡过程进行仿真分析，结果如图 16所示。可

以看到，通过实验测量得到的描述函数模型，能够较

好模拟热声耦合的发展过程。在压力脉动幅值增长

的过程中，影响热声耦合过程的描述函数非线性函

数部分 Nup也逐渐减小。从图 6和式（2）可以看出，Nup
直接影响热声耦合正反馈过程响应幅值，因此 Nup数

值越大，系统越不稳定，当其数值大于某个临界值

时，系统振荡幅值将持续增长；而从图 12可以看出，

随着压力脉动幅值增加 Nup将逐渐减小，因此当振荡

过程发展到一定程度后，Nup也减小到仅能维持有限

的振荡幅值，而不再继续增长，这一特征与热声耦合

的物理过程一致。

通过对数值仿真得到的时域压力脉动结果进行

FFT分析，结果表明系统自激振荡的频率为 72Hz，与

图 2中实验结果吻合较好。需要注意的是，该模型仿

真计算中对于非线性部分的描述是基于式（4）所示

的在特征频率 ωx 附近近似计算的结果，因此对于主

频在 ωx 附近的振荡特性描述可信度较高，若仿真中

出现显著偏离该频率的振荡现象，则需要慎重考虑

描述函数计算中选取的基准值（ωx，| g0 |）及其适用范

围。针对如图 2所示的燃烧振荡现象，其频谱离散特

征较强，可认为采用本文提出的描述函数模型进行

时域仿真分析是合理的。

4 结 论

基于声学模型分析方法，本文提出了一种通过

实验测量建立热声耦合系统的描述函数模型的方

法，通过试验测量、建模和仿真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将包含火焰动力学环节和不含火焰动力学

的环节分开，可对非线性环节进行单独测量，并且采

用在燃烧室上游和下游分别施加扰动，这样可以避

免在燃烧振荡发生的条件下进行系统辨识的困难。

（2）包含火焰动力学过程的声波传播过程具有

较强的非线性特征。对比火焰上游和下游声波传播

过程描述函数测量结果 Hup和 Hdown，可以看到前者随

压力脉动强度的增加而减小，后者几乎不受压力脉

动大小的影响。

（3）描述函数模型能够描述火焰动力学特性导

致的非线性特征，通过时域仿真分析结果表明，前者

能够用于预测自激振荡发展过程中压力脉动幅值逐

渐增长，直至达到“极限环”振荡的过程。

本文研究中采用电动气流扬声器对燃烧室热声

耦合模型进行辨识，从模型辨识测量的结果可以看

出，这种执行机构的输入输出过程存在较强的非线

性，通过本文提出的描述函数建模方法，也可以对这

Fig. 15 Experimental and fitting results of Hnoise

Fig. 16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ally measured

nonlinear thermoacoustic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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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非线性的影响进行测量。描述函数模型能够提

供一种用于热声耦合系统时域仿真分析的手段，为

进一步研究主动控制方法在非线性热声耦合系统中

应用提供较好的仿真验证平台。通过这种基于实验

测量得到的系统模型进行主动控制仿真，对于带反

馈的主动控制技术实际应用效果评估具有重要意

义，这将是下一步重点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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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矢量偏转对二元塞式矢量喷管红外辐射特征的影响，通过喷管缩比模型的红外辐

射特征试验，获得矢量偏转对喷管缩比模型红外辐射特征影响的试验数据及规律，并验证了红外辐射特

征数值计算方法的计算精度。采用经过验证的计算方法对全尺寸二元塞式矢量喷管在发动机地面工作状

态下的流场特性与红外辐射特征进行了数值仿真。研究结果表明：当矢量偏转角由 0°增加到 20°，塞锥

壁面温度分布基本不变，但喷管偏转压力侧壁面温度逐渐升高，最大增幅达到38.5%，喷管偏转吸力侧

壁面温度逐渐下降，最大降低 15.4%。塞锥是二元塞式矢量喷管最主要的红外辐射源，在尾向-20°~20°
方向，塞锥的平均贡献≥63.6%，最大高达91.0%。随着偏转角增加，喷管在水平探测面内的红外辐射强

度逐渐减小，其中正尾向上的降幅最大，达到33.6%；在铅锤探测面内，辐射峰值方向朝矢量偏转方向

偏移，但偏移角度小于矢量偏转角度。全尺寸模型仿真获得的矢量偏转对喷管红外辐射特征分布的影响

规律与缩比模型试验的结论一致。

关键词：二元塞式矢量喷管；矢量偏转；塞锥；红外特征；涡扇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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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Vectoring Deflection on Infrared Signature of
Two-Dimensional Wedge Vectoring Nozz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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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vectoring deflection on the infrared（IR）signatures of Two-
Dimensional Wedge Vectoring Nozzle（2-D WVN），firstly，an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with a subscale 2-D
WVN to obtain experimental data and change laws of IR signatures effected by vectoring deflection，and validate
the accuracy of the numerical method used in this paper. Then，numerical analysis of full-scale model in ground
state was further taken for the flow and infrared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s exhibit that，the wall temperature of
wedge cone was almost unchanged while the vectoring deflection angle altered within the range of 0° ~ 20°. How⁃
ever，it had a great impact on both the temperature on pressure side and suction side of the nozzle，which c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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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an increase up to 38.5% and a reduction down to 15.4%，respectively. The wedge cone was the dominating
IR source for 2-D WVN. In the range of -20° ~ 20° for tail deflection angles，the average infrared intensity of the
wedge cone accounted for a ratio over 63.6% to the total，which can even be up to 91.0%. With the increase of de⁃
flection angles，the infrared radiation intensity of 2-D WVN decreased gradually from the horizontal detection
view. The maximum drop reached 33.6% when the detection angle was 0°. In the vertical detection plane，the di⁃
rection of the radiation peak shifted towards the vectoring deflection direction，and the offset angle was smaller
than the vectoring deflection angle. Furthermore，conclusions about change laws of IR signatures achieved by
full-scale model’s numerical analysi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explored by subscale model’s experimental mea⁃
surement.

Key words：Two dimensional wedge vectoring nozzle；Vectoring deflection；Wedge cone；Infrared signa⁃
ture；Turbofan engine

1 引 言

矢量喷管技术是未来作战飞行器实现具备短距

起降与超机动性能的必备技术［1-3］，发动机的排气喷

管是飞行器尾向最主要的中波红外辐射源，因此为

了适应未来复杂的空中作战环境，增强飞行器战斗

力和生成率，针对具备推力矢量能力的喷管的红外

辐射特征研究愈发受到重视［4］。

二元塞式矢量喷管是一种典型的具备推力矢量

能力的喷管结构形式。美国的 NASA从 20世纪 70年
代开始就进行了多种形式喷管的气动性能以及推力

矢量技术的研究，其中就包括轴对称塞式喷管［5-6］与

二元塞式喷管。关于二元塞式喷管的研究多以气动

性能为主［7-10］，尤其关注推力矢量性能［11-14］，而对二

元塞式喷管红外辐射特征的相关研究较少。Hiley
等［15］研究表明，与基准轴对称喷管相比，二元塞式喷

管尾向的红外辐射强度减少 90%。陈俊等［16］对二元

塞式喷管的红外特征及塞锥降温的红外抑制效果进

行了数值研究，结果表明，在塞锥壁面降温 300K的条

件下，能够使二元塞式喷管尾向红外辐射强度降低

57%。由此可见，二元塞式喷管在红外隐身性能方面

具备一定优势，而具备矢量推力能力的二元塞式矢

量喷管的红外辐射特征如何，矢量偏转状态又会对

喷管的红外辐射特征产生什么影响，值得开展深入

研究。

本文通过数值模拟与模型试验相结合的方法，

研究矢量偏转对二元塞式矢量喷管的流场和红外辐

射特性的影响。发动机设计单位最关注的是全尺寸

喷管在真实发动机工作状态下的红外辐射特征，而

发动机整机的红外辐射特征试验周期长、花费大，所

以本文首先利用模拟试验台开展喷管缩比模型的红

外辐射特征测试，验证本文所采用的红外辐射特征

数值计算方法的计算精度，同时获得矢量偏转对喷

管缩比模型在试验状态下的红外辐射特征的影响规

律；然后采用经过试验验证的数值计算方法，计算全

尺寸二元塞式矢量喷管在发动机地面工作状态下的

红外辐射特征，获得矢量偏转对喷管壁面温度分布、

喷流核心区、红外辐射强度空间分布以及各部件红

外辐射贡献的影响。

2 计算方法介绍

排气系统的红外辐射特征计算分为流场计算与

红外辐射特征计算两部分。

流场计算采用的是商业 CFD软件 Fluent，湍流模

型选用 SST k-ω模型，流动与传热控制方程采用二阶

迎风差分格式，燃气与壁面辐射换热选用离散坐标

（DO）模型，同时加入了组分输运模型用于确定燃气

组分浓度分布。

为了真实反映喷流在喷管及喷管下游区域的流

动特性，流场计算域的尺寸应足够大，包括喷管内流

域与半圆柱形外流域，如图 1所示。喷管外流域直径

为 35D，长为 60D，其中 D为喷管出口当量直径。当

喷管发生矢量偏转后，在喷管出口下游区域的外流

域也发生相应的偏折。计算域采用六面体结构化网

格，通过网格独立性实验，最终确定网格总量为 450
万，其中内流区域网格占总网格量 60%左右。

Fig. 1 Computational domain of flowfield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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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地面状态下排气系统的流场计算边界条

件如下：排气系统内涵进口截面总压为 420kPa，总温

为 1140K；外 涵 进 口 截 面 总 压 为 415kPa，总 温 为

475K。喷管外流域的边界采用压力远场边界，压力

为 101.325kPa，温度为 300K。假设燃油完全燃烧，内

涵进口气体主要为 CO2，H2O，O2与 N2，质量分数分别

为 0.066，0.027，0.145和 0.762；外涵气流与外流域空

气的组分为 O2与 N2，质量分数分别为 23%与 77%。

红外辐射特征计算采用的是课题组自编软件

NUAA-IR，其求解辐射传输方程的基本方法是反方

向蒙特卡洛法，基本思想是由探测器向目标对探测

器所张的立体角内发射若干射线，通过追踪射线的

归宿，最终计算得到该方向上目标的红外辐射特征，

详细的计算方法及计算过程介绍参见文献［18］。软

件具备部件辐射贡献分析能力，部件辐射贡献反映

的是部件自身辐射与反射辐射之和，即部件有效辐

射，其中自身辐射是归宿为该部件的射线，反射辐射

是经过该部件但归宿不是该部件的射线。此外，该

软件以流场计算获得的排气系统固体壁温、气体组

分浓度、温度等作为计算输入条件，气体辐射特性数

据库选择的是 NASA3080数据库。

由于红外辐射特征计算软件是自编软件，本文

通过喷管缩比模型辐射特性试验对该计算方法的计

算精度进行检验。

3 缩比模型红外辐射特性试验及数值计算方

法验证
3.1 全尺寸模型与缩比模型试验件

3.1.1 全尺寸二元塞式矢量喷管模型

图 2（a）是未偏转（δ=0°）状态的全尺寸二元塞式

矢量喷管几何模型，该二元塞式喷管包括中心锥、支

板、混合器、火焰稳定器、圆转矩过渡段（等面积超椭

圆过渡）、喷管收扩段内壁面以及塞锥。定义喷管的

轴线与发动机轴线之间的夹角为矢量偏转角 δ。喷

管进口的外涵道外径为 1050mm，内涵道的外径为

900mm；塞锥前部角为 60°，后部角为 40°，塞锥的高

度为内涵道的外径的 0.5倍，塞锥与喷管壁面共同组

成了上下两个单独的流道 A与流道 B；喷管出口宽为

984mm，宽高比为 3。矢量偏转是喷管的收扩段整体

偏转，且几何喉道面积保持不变，如图 2（b）所示。

3.1.2 缩比模型试验件

根据图 2中的全尺寸二元塞式矢量喷管模型，按

照 3：1的缩放比例，设计加工了二元塞式矢量喷管的

缩比模型试验件，图 3所示为 0°和 20°偏转状态下的

喷管缩比模型试验件照片。

3.2 试验状态与测量方法

3.2.1 试验状态

受试验条件的限制，实验室中不能模拟真实的

发动机地面状态，缩比模型的试验状态最终定为：内

涵进口气流总温 823K，质量流量 0.75kg/s；外涵进口

气流总温 384K，质量流量 0.225kg/s。
3.2.2 测量方法

（1）红外辐射特征测量喷管的红外辐射测量系

Fig. 3 Photographs of 2-D wedge vectoring nozzle test section

Fig. 2 Structure of 2-D wedge vectoring nozz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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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如图 4所示，包含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辐射计、数

据采集电脑和标准黑体。试验选择在晴朗无风的夜

间进行，且被测目标四周设有常温背景板，以减小太

阳辐射、环境辐射和复杂背景辐射对测试的影响。

本试验的试验台、红外测试系统、测试方法、测

量流程以及测试人员与文献［19-20］中的相同，文献

［19］和文献［20］分别对此红外辐射特征模拟试验测

试系统的测量不确定度进行了分析，得到的测试误

差分别为 10.7%和 11.5%，基本认为本文的红外辐射

特征试验的测试误差在 11%左右，详细的分析过程

参见文献［19-20］。

（2）测试方位角图 5给出了二元塞式矢量喷管

红外辐射测试方位角示意图。根据喷管模型的对

称性，矢量偏转角为 0°时，水平探测面内的方位角

为 α=0°~90°，铅垂探测面内的方位角为 β=0°~90°；
当矢量偏转角为 10°和 20°时，水平探测面内的方位角

为 α=0°~90°，铅垂探测面内的方位角为 β=-90°~90°。
测量方位角的具体分布为 0°，5°，10°，20°，30°，45°，
60°，75°与 90°。
3.3 试验结果分析及数值计算方法验证

3.3.1 矢量偏转对喷管缩比模型红外辐射强度空间

分布的影响

图 6（a）和（b）分别给出了试验状态下喷管缩比

Fig. 4 Measurement system of infrared radiation

Fig. 5 Distribution of infrared measurement directions

Fig. 6 Infrared signature distributions of scaled tes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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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在水平和铅锤探测面上的红外辐射特征测试结

果。水平探测面内，除 0°方位角外，红外辐射强度

随喷管矢量偏转角增加而逐渐减小，这是因为喷管

发生矢量偏转，喷管出口截面在水平探测面内的投

影面积会逐渐减小（如图 3和图 5所示），即进入光

谱仪探测器的辐射源面积在逐渐减小，所以喷管的

红外辐射强度不断下降。而 0°方位角上的红外辐

射强度随矢量偏转角增加的变化规律比较特殊，呈

现出先升高后下降的现象。铅垂探测面内，矢量偏

转使得喷管在铅垂面内不再具有几何对称性，因而

其红外辐射特征分布的对称性也随之消失；此外，辐

射峰值方向会随矢量偏转发生同向偏移，且随着喷

管向下的矢量偏转角增大，上方探测面内的红外辐

射强度逐渐降低，下方探测面内的红外辐射强度逐

渐升高。

3.3.2 红外辐射特征数值计算方法验证

以矢量偏转角 20°为例，利用数值计算的方法计

算得到缩比模型在试验状态下的红外辐射强度，并

与试验测试数据进行对比，结果如图 7所示。水平探

测面内，二元塞式矢量喷管红外辐射强度的数值计

算结果与试验测试结果吻合度很高，各方向上的红

外辐射强度的计算值与试验值的误差基本不超过

8%，仅在 60°方向上误差达到了 39%。铅垂探测面

内，喷管红外辐射强度分布的数值计算结果与试验

测试结果同样十分接近，各方向上的红外辐射强度

的计算值与试验值的误差基本都低于 15%，仅在

60°，±90°超过了 15%，最大误差出现在 60°方向，达到

27.1%。

上述分析可见，数值计算结果与试验测试结果

的最大误差出现在 60°观测方向上，并且 60°及以上

方位角上的相对误差值相比于 45°及以下方位角整

体偏大。这一现象可以解释为，本试验中喷管缩比

模型在尾向 60°及以上方位角上的红外辐射强度的

数值较小，基本不超过 20W/sr，因此试验过程中由一

些偶然因素引起的红外辐射强度测试结果的小波动

可能会引起较大的相对误差。

总体而言，数值计算结果与试验测试结果在绝

大多数观测方位角上的误差不超过 15%，基本认为本

文采用的红外辐射特征计算方法的计算误差优于

15%，满足工程计算需求。

4 全尺寸模型地面状态下的红外辐射特性数

值仿真
4.1 流场计算结果与分析

4.1.1 矢量偏转对壁面温度分布的影响

图 8给出二元塞式矢量喷管在典型矢量偏转角

下喷管收扩段和塞锥壁面的无量纲温度分布，无量

纲温度表示为

Θ=(T-T0)/(Tmax-T0) （1）
式中 T0为环境温度，Tmax为最高燃气温度。

由壁面温度分布可以看出，喷管矢量偏转对塞

锥壁面的无量纲温度分布基本没有影响，对喷管收

扩段壁面的温度影响较大。随着偏转角的增加，喷

管上侧壁面温度逐渐增加，其中壁面中心区域温度

上升最大，增幅达到 38.5%；而喷管下侧壁面温度逐

渐减小，降幅约为 15.4%。分析原因可知，喷管的偏

转不会造成喷流核心区温度的改变，所以处于喷流

核心区中塞锥的壁面温度没有改变；而喷管向下偏

转，喷管上侧壁面受喷流的直接冲击作用增强，下侧

壁面受喷流的冲击作用减弱，因此喷管上侧壁面温

度逐渐升高，而下侧壁面温度则逐渐下降。

Fig. 7 Comparison of CFD results and test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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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矢量偏转对喷流温度及组分浓度分布的影响

高温排气喷流的红外辐射与喷流的温度以及喷

流中的辐射参与性介质组分浓度等有关。图 9所示

为二元塞式矢量喷管对称面上无量纲温度分布，从

图中可以发现，喷管向下偏转，喷管出口下游喷流的

温度核心区也朝着相同方向偏转，但核心区的长度

无明显变化。图 10所示为喷管对称面上的 CO2浓度

分布结果，其随矢量偏转角的变化规律与温度的变

化规律相同。

4.2 红外辐射特征计算结果与分析

通过数值计算，获得矢量偏转状态下二元塞式

矢量喷管的红外积分辐射强度以及各部件的红外辐

射贡献大小。图 11和图 12分别是喷管在 0°，10°及
20°三种矢量偏转状态下的相对红外积分辐射强度

I/Imax的空间分布和各部件的相对红外辐射贡献的空

间分布仿真结果，其中 Imax表示喷管在整个探测面内

Fig. 10 Mass fraction distributions of CO2 on symmetry

plane

Fig. 8 Wall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s of 2-D vectoring

wedge nozzle at different deflection angles

Fig. 9 Dimensionless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s of exhaust

flow on symmetry p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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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辐射强度最大值，由最终红外辐射特征计算结

果可知，Imax为喷管在 20°矢量偏转状态下，β=-10°方
位角上的积分辐射强度。

4.2.1 矢量偏转对红外辐射强度分布的影响

由图 11可知，在水平探测面内，喷管的红外辐射

特征分布具有对称性。除 0°方位角外，红外辐射强

度随喷管矢量偏转角增加而逐渐减小，当偏转角 δ=
20°时，方位角-20°<α<20°的平均辐射下降超过 30%，

其中正尾向降幅最大，达到 33.6%。在 α=0°方位角

上，矢量喷管矢量偏转角由 0°增加到 20°时，喷管积

分辐射强度呈现先增后降的变化规律。结合图 12
（a），（c），（e）展示的部件辐射贡献计算结果可知，这

一现象是由喷管上游的内部高温部件（如末级涡轮、

中心锥、隔热屏等）的辐射贡献随矢量偏转先上升后

下降而引起的。

在铅垂探测面内，喷管的矢量偏转使得喷管红

外辐射特征分布不再具有对称性。喷管红外辐射

强度峰值的方向跟随矢量偏转而偏移，偏转方向相

同，但偏移角度小于矢量偏转角。随着偏转角的增

加，喷管在 β=5°~90°方位角内的红外辐射强度逐渐

减小，在 β=-10°~-90°方位角内的红外辐射强度逐

渐增强。在 β=-90°方位角上，随着矢量偏转角的增

加，喷管积分辐射强度的增幅最大，到达 69.2%，结

合图 12（b），（d），（f）展示的部件辐射贡献计算结果

可知，这主要是因为喷管在非矢量状态（δ=0°）时，-
90°方位角上仅有来自尾喷流的红外辐射，而随着

下俯矢量偏转角的增加，在-90°方位角上，除了尾

喷流，部分固体部件也能被观测到，这部分固体部

件的辐射贡献是引起总红外辐射的增强的关键。

4.2.2 矢量偏转对各部件红外辐射贡献的影响

由图 12可知，在水平探测面内，各矢量状态下

喷管部件的红外辐射强度均呈对称分布；且随着偏

转角增大，固体部件辐射逐渐降低，其原因是矢量

偏转使得固体部件在水平探测方向上的投影面积

（即有效辐射面积）逐渐减小；而气体辐射则基本保

持不变，这是因为矢量偏转仅使得喷流方向发生了

偏转，对喷流温度核心区长度、辐射参与性气体浓

度分布等影响不大。喷管矢量偏转角由 0°增大至

20°，方位角 α=-20°~20°内，固体部件的红外辐射贡

献总体上呈单调下降趋势，从 91.4% 逐渐降低至

75.8%。但部件自身的辐射贡献变化规律各有不

同 ，其 中 塞 锥 的 辐 射 贡 献 由 91.0% 单 调 递 减 至

63.6%；而喷管收扩段壁面的辐射贡献呈上升趋势，

由 0.33%单调递增至 11.4%；喷管上游内部高温部

件的辐射贡献则是先由 0% 上升至 10.2%，后又降

低至 0.84%。

在铅垂探测面内，塞锥与喷流的红外辐射强度

分布随矢量偏转同步偏转，仍然保持着对称性；喷管

收扩段内壁面的红外辐射强度分布也随矢量偏转而

偏转，但分布的对称性消失。这一现象可以通过矢

量偏转对固体部件的温度分布影响结果来解释。由

图 8可知，矢量偏转对塞锥表面温度分布几乎不产

生影响，因此塞锥在铅垂面内的辐射强度仍关于喷

管轴线呈对称分布；而喷管收扩段内壁面的温度则

Fig. 11 Dimensionless infrared signature distributions of 2-D vectoring wedge nozzle at different deflection an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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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 矢 量 偏 转 变 化 为 上 侧 壁 面 温 度 高 下 侧 壁 面

低，造成了喷管收扩段内壁面在铅垂面内的辐射

强度关于喷管轴线呈上方低下方高的分布规律。

各 部 件 的 红 外 辐 射 分 布 虽 有 较 大 变 化 ，但 辐 射

强 度 峰 值 的 变 化 较 小 。 矢 量 偏 转 角 为 0°，10°和
20°时，喷管总红外辐射强度的峰值方向分别出现

Fig. 12 Dimensionless infrared signature distributions of components at different deflection an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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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0°和 -10°，喷管总红外辐射是塞锥、喷管收

扩段壁面、喷管上游内部高温部件和尾喷流辐射贡

献的综合结果，结合图 12（b），（d）和（f）进行分析可

知，总辐射峰值受到了喷管上游内部高温部件辐射

贡献的影响，其方向与喷管上游内部高温部件的辐

射峰值方向相同。与传统喷管相比，由于塞锥的遮

挡作用，中心锥、涡轮等内部高温部件仅在个别方向

上对二元塞式矢量喷管有辐射贡献，而这些方向恰

好成为了二元塞式矢量喷管的辐射峰值方向。因

此，对于二元塞式矢量喷管红外隐身设计而言，通过

合理的塞锥、喷管收扩段型面设计，彻底消除排气系

统内部高温部件对喷管尾向的红外辐射贡献，可以

有效降低喷管的红外辐射峰值，是一个值得研究的

方向。

4.3 全尺寸模型数值仿真结果与缩比模型试验结果

的对比

喷管全尺寸模型的数值仿真与缩比模型的试验

在喷管模型的尺寸、排气系统进口状态两个方面都

存在较大差别，所以两者的红外辐射特征的数值大

小相差甚远且没有相似性。但对比图 6和图 11的结

果可以发现，全尺寸模型数值仿真所揭示的二元塞

式矢量喷管红外辐射强度的空间分布随矢量偏转角

的变化趋势，与缩比模型在实验室状态下的试验获

得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5 结 论

通过本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全尺寸喷管的矢量偏转对塞锥表面温度以

及喷流核心区长度无明显影响。随下俯矢量偏转角

的增大，喷管上侧壁面的温度逐渐升高，最大升高

38.5%；下侧壁面的温度逐渐下降，最大降低 15.4%。

（2）塞锥是二元塞式矢量喷管中最主要的红外

辐射源，就本文的仿真研究结果来看，任一矢量状

态下，塞锥对喷管尾向-20°~20°方向范围的平均辐

射贡献不低于 63.6%，最大为 91.0%。因此，塞锥的

红 外 抑 制 是 二 元 塞 式 矢 量 喷 管 红 外 隐 身 的 核 心

问题。

（3）与常规轴对称矢量排气系统不同，末级涡轮

与中心锥等排气系统内部高温部件对二元塞式矢量

喷管的红外辐射贡献较小，仅在个别方向上有辐射

贡献，且不超过总辐射的 20%。

（4）就本文的喷管模型而言，喷管的总辐射峰值

方向与喷管内部高温部件（除塞锥、喷管收扩段外）

的辐射峰值方向相同，因此，通过塞式喷管的型面设

计彻底消除内部高温部件对喷管尾向的红外辐射贡

献，可以有效减小喷管的峰值辐射，是低红外特征二

元塞式矢量喷管设计的一个重要需求。

（5）随着喷管的矢量偏转，喷管红外辐射强度的

峰值方向也随之同向偏移，但偏移角度小于矢量偏

转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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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八角桁架点阵结构，提出了一种新的涡轮压气机叶轮轻量化设计方法。在保证点阵轮

具有可加工性的同时，为了提高打印成功率，基于有限单元法，对点阵轮不同激光功率、激光走速、激

光宽度、铺粉层厚和支撑切割高度下的增材制造过程进行模拟，分析了不同打印参数下点阵轮打印过程

的最大残余变形及最大残余应力。结果表明，激光打印参数（如激光功率、激光走速和激光宽度）对叶

轮残余变形和残余应力幅值有较大影响，而铺粉层厚对残余变形和残余应力幅值的影响相对较小，通过

降低激光功率、提高激光速度和增加激光宽度，可以降低叶轮的残余应力。对于填充率为11.4%的晶格

单元，点阵轮相对于原始轮质量可降低 23.5%。加工完成后点阵轮的残余变形和残余应力均小于原始

轮，本文工况下，点阵轮加工完成后的最大残余应力和变形可分别比设计轮最大降低 8.72%和 20.19%。

这意味着采用点阵轮的设计方式在降低叶轮质量的同时，还将具有更接近于原始设计且更不容易在加工

中损坏的优良加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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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Printing Process Design and Printing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Lattice Structure Compressor Impeller

ZHANG Yuan1，LI Fan-chun1，JIA De-jun1，XUE Yong-guang2
（1. School of Ship and Ocean Engineering，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Dalian 116026，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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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octagonal truss lattice structure，a new lightweight design method for compressor
impeller was propose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machinability of the lattice impeller and improve the printing suc⁃
cess rate，based on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the additive manufacturing process of the lattice impeller under
different laser power，laser speed，laser width，powder layer thickness and support cutting height was simulated，
and the maximum residual deformation and stress of the lattice impeller printing process under different printing
parameter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aser printing parameters（such as laser power，laser speed
and laser width）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residual deformation and residual stress amplitude of the imp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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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e thickness of the powder layer has a relatively small influence on the residual deformation and residual
stress amplitude. By reducing the laser power，increasing the laser speed and laser width，the residual stress of
the impeller can be reduced. For the lattice element with 11.4% filling rate，the mass of lattice impeller can be re⁃
duced by 23.5%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impeller. After machining，the residual deformation and stress of lat⁃
tice impeller are smaller than those of the original impeller. In this paper，the maximum residual stress and defor⁃
mation of the lattice impeller can be reduced by 8.72% and 20.19%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design impel⁃
ler. This means that the design method of lattice impeller will not only reduce the mass of impeller，but also have
the excellent machinability which is closer to the original design and less likely to be damaged in machining.

Key words：3D printing；Lattice structure；Compressor impeller；Numerical simulation；Surface fitting

1 引 言

计算机辅助设计（CAD）技术已在航空航天领域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2］。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和工业需求的不断增加，传统的产品设计和 CAD技

术已经不能满足这些需求，减小飞行器的结构质量

可以提高飞行器的有效载重量，增加飞行器的航行

距离，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提高飞行器的性能［3-5］。

点阵结构的应用可以实现飞行器结构的轻量化设

计。在压气机叶轮轻量化设计中应用点阵结构，不

仅可以降低飞行器的总体结构质量，而且可以降低

叶轮的起动转矩。然而，传统工艺无法实现点阵结

构的加工。3D打印技术作为一项新技术，正逐渐被

广泛应用于医疗［6］、航天［7-10］等领域。

目前，已经有部分研究者对采用金属 3D打印方

法制作叶轮结构进行了部分探索，Eun-Hee Kim等［11］

采用选择性激光烧结（SLS）技术和粘结剂喷射打印

（BJP）技术分别制备了叶轮叶片用芯，并证明了 SLS
制备的铁心比 BJP制备的陶瓷心具有更高的强度。

与 BJP相比，SLS制备的芯样具有较低的热膨胀系数，

说明 SLS制备的芯样更适用于精密铸造。此外，浇铸

后的芯在 NaOH溶液中完全洗脱。实际叶轮叶片的

铸造非常成功，产品精度优良。为了提高核电站主

泵性能试验用缩比叶轮的制造质量，陈兴江等［12］采

用选择性激光熔融（SLM）金属 3D打印技术，开展了

利用金属 3D打印技术进行试验叶轮制造的研究。通

过试验验证确定出主泵叶轮的 3D打印参数设置，在

此基础上，成功打印出 316L材料的缩比叶轮，通过检

测，证明该叶轮能满足设计要求，并成功缩短了制作

周期。Nishida等［13］采用 3D打印技术，制造了一种与

商用单心室体外循环泵叶轮几何结构相同的叶轮。

将 3D打印叶轮集成到商用泵的泵壳中，形成 3D打印

泵模型。测量了叶轮的表面粗糙度、旋转叶轮的轴

向位移和 3D打印模型的水力性能，并与商用模型进

行了比较。尽管三维打印模型的表面粗糙度明显大

于商用模型，但是两种模型的水力性能几乎一致，证

明了采用 3D打印叶轮代替商用叶轮的可能性。金属

3D打印技术虽然可以实现点阵轮的生产，但在实际

的金属 3D打印操作中，仍然存在许多影响加工精度

和合格率的问题。目前，由于精度控制问题，大量的

有关 3D打印技术在叶轮上的应用的研究都集中在

3D打印模具的制造工艺上［11，14-18］，或者局限于多次试

验尝试的打印［12］，造成高打印成本。

在实际的 3D打印过程中，金属粉末熔池的温度

一般高于金属粉末的温度。这种环境会导致加工零

件快速冷却。金属粉末经激光连续加热，熔化后在

冷却气体中冷却。这一过程造成的时间和空间温差

导致一系列永久性非设计变形和高残余应力［19-20］。

因此，为了满足被加工零件的精度要求，将金属 3D打

印技术直接应用于被加工零件的加工，通常需要对

同一零件进行重复加工，以确保被加工零件的精度

逐渐满足精度要求［21-23］。这种重复的过程是繁琐的，

并导致更高的生产成本。另外，金属 3D打印的冷却

过程不同于传统的锻造和铸造工艺。不同的冷却工

艺导致了不同的晶体结构，而微观组织的差异直接

影响到被加工件的力学性能（如模量和屈服强度）。

预测机械性能（如变形和残余应力），缩短设计和生

产周期，降低加工零件的生产成本，提高产品合格

率，在加工零件（包括金属点阵叶轮）上添加材料时，

需要应用 CAD技术模拟金属 3D打印的生产过程。

目前，一些学者对点阵结构的力学性能［24-27］和 3D打

印过程［28-31］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模拟增材制造

过程的热历史与模拟多道焊过程相似［32-34］。在 3D打

印传热模拟方面，详细研究了增材制造过程中金属

沉积传热分析的有限元建模技术［35］。此外，还提出

了一种混合安静非活性金属沉积的新方法，以加速

计算机的运行。通过数值模拟［36-37］模拟了不同激光

扫描路径和不同扫描单元对打印结果的影响。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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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都是针对简单的模型，但都具有重要的意

义。目前，还鲜有针对叶轮结构打印过程的仿真工

艺研究，更没有针对轻量化点阵压气机叶轮的设计

和研究。

为进一步探究点阵轮的 3D打印过程的残余应力

与残余变形的变化，了解打印参数对叶轮打印过程

产生的影响，实现点阵轮的制造加工和降低生产成

本，本文通过模拟的方式，对点阵轮的加工过程、不

同参数下的打印性能进行研究分析。

2 基于 SLM金属粉末熔融的仿真流程与热

力学理论

金属粉末熔融 3D打印是一个由激光提供能量，

粉末在激光照射下熔融并逐步冷却，逐层堆叠的一

个过程。层与层之间的不同步冷却和温度分布的不

均匀性使层与层之间，条带与条带之间形成较大的

残余应力，进而产生残余变形，影响产品的加工精

度。仿真的目的在于提前预测零件加工过程中的残

余应力与残余变形，预先了解实际打印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开裂、超差等故障，通过合适的改变打印参

数，支撑结构，扫描策略等方式，降低零件残余应力

与残余变形，提高产品成品率。本节将介绍 SLM粉

末熔融的仿真流程，热行为与力学行为，以及描述这

些行为的数值计算方程及计算方法。

2.1 仿真流程

SLM增材制造仿真的主要仿真流程如图 1所示。

有限元网格的划分依据打印铺粉层厚，通过定义仿

真过程的初始条件与边界条件实现热流模型的输

入，体现在打印过程则是通过设置预热温度与激光

参数定义边界与热源。瞬态热分析被用于计算热力

耦合求解的热载荷，从而求解由于热学变量引起的

力学量的变化。增材制造的整个仿真过程是一个基

于生死单元逐层迭代的过程，未激活单元设置为死，

激活单元设置为生，逐层激活。整个过程的残余应

力与残余变形计算是一个逐步叠加的过程。初始参

数的输入可以凭借打印的经验性参数进行多次尝试

求解，材料的物性参数可以通过对材料组分、含量、

模量等量定义获得，也可以插入材料属性文件进行

定义，本文所用材料 TiAl6V4合金的热力学物性参数

如表 1所示，表中 CTE表示热膨胀系数。

2.2 热力学过程

首先，应用 Galerkin方法将物理控制方程转化为

弱形式方程。能量平衡方程为热问题的控制方程，

应力平衡方程为力学问题的控制方程。通过弱形式

控制方程可以导出被加工件节点位移解向量或节点

温度向量 I，残余向量 R。从计算初始 I 0 开始，New⁃
ton-Raphson方法应用于迭代过程的形式为

I i + 1 = I i - é
ë
ê
dR i

dI
ù
û
ú

-1
R i （1）

式中 i和 i+1分别表示前一迭代步和当前步的迭

代步的序数［38］，每一个时间步中，前一时间步的解都

将作为当前时间步的计算初始值。

在工程热力学问题分析中，拉格朗日参考系下，

准 静 态 热 弹 塑 性 过 程 有 限 元 公 式 得 到 了 广 泛 应

用［39-41］。该方法假设热分析是瞬态的，而弹塑性分析

是准静态的。在例如焊接及热辅助成形等许多热弹

塑性工艺分析中，通常假定力学变量与热学变量之

间存在弱耦合关系，即假设温度分布独立于应力和

应变。因此，在进行模拟 3D打印过程的数值计算时，

首先进行传热分析，并将温度分布作为力学分析的

导入载荷。基于材料温度特性与力学性能，热问题

和力学问题都可以被认为是非线性的［35］。

Table 1 Physical parameters of TiAl6V4

Parameter
Young modulus/GPa
Poisson′s ratio

Yield strength/MPa
Shear modulus/GPa

Thermal conductivity/（W/（m·℃））

Specific heat capacity/（J/（g·℃））

Melting point/℃
CTE，linear 20℃/（W/（m·℃））

CTE，linear 250℃/（W/（m·℃））

CTE，linear 500°C/（W/（m·°C））

Value
107
0.323
1350
40.4
6.6

0.5263
1604~1660

8.6
9.2
9.7

Fig. 1 Main steps of simul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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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瞬态热分析［35］

在拉格朗日参考系中，体积域 V内的热平衡方程

具有如下形式

Q (X,t) - dHdt (X,t) - ∇·q (X,t) = 0 （2）
式中 X为空间坐标，t为时间，q为热通量矢量，Q

为体热源，H为焓值。

体积域 V的初始温度为

T (X,t0) = T0 (X) （3）
式中 T0 (X)为规定初始温度。

规定体积域 V的热流边界为 Aq，温度边界为 AT，

方程的边界条件为

T (X,t) = Tp (X,t) （4）
q (X,t) = qp (X,t) （5）

式中 Tp ( )X，t 和 qp ( )X，t 分别表示规定温度和与

规定温度相关的表面热通量。

表面对流换热和表面辐射换热过程对应的表面

热通量的形式为

qp (X,t) = h (T - T∞) + εkB (T 4 - T 4
∞) （6）

式中 h为对流系数，T∞ 为室温，ε为热辐射率，kB
是玻耳兹曼常数。

利用非线性各向同性傅立叶热通量本构关系，

将能量通量 q表示为温度 T的函数，即

q (X,t) = -k (T) ∇T （7）
式中 k为热导率。

焓变率的形式为

dH
dt =

dH
dT

dT
dt = ρcp

dT
dt （8）

式中 ρ为流动体密度，cp为比热容。

联立等式（2），（7），（8）可得

Q (X,t) - ρcp dTdt ∇•[ k (T) ∇T ] = 0 （9）
应用隐式有限差分法，温度和时间具有如下

关系

dTn
dtn ≅

Tn - Tn - 1
tn - tn - 1 （10）

式中 Tn 和 Tn - 1 分别为 tn 时刻与 tn - 1 时刻对应的

温度。

应 用 Galerkin 有 限 元 离 散 方 法 以 及 Newton-
Raphson解格式处理方程（9）和（5）后，可以得到残余

向量 R以及 Jacobian项 dR/dTn

R (T n ) =∑
GVe
{ }BT kBTn - N TQ + N TNρcp

Tn - Tn - 1
tn - tn - 1 WJ +

∑
GAqe

N T qpwj

（11）
dR
dT n

=∑
GVe
{BT kB + BT ∂K∂T BnTN - N T ∂Q∂T N +

}N TNρcp
1

tn - tn - 1 + N TNρ
∂cp
∂T N

T n - T n - 1
tn - tn - 1 WJ +

∑
GAqe

N T ∂q∂T Nwj

（12）
式中 T为节点单元（单元内所有节点）温度向量，

N与 B分别为温度算子与温度梯度算子，GVe 和 GAq
e

分别表示单位体积 V e和单位面 Aqe 上的高斯点，J和 j

分别为体 V e和面 Aqe 上的 Jacobian分量，W和 w则分别

为体和面上的 Gaussian加权。

T = NT （13）
∇T = BT （14）

要求解这些方程，需要有一个初始条件、一个热

输入模型和热边界条件。初始条件设置为基板或建

筑板元件的环境温度或预热温度。热输入模型可以

是应用热流或体积热源模型。边界条件通常设置为

环境温度和基板温度。在本研究中，基板温度为

200℃，环境温度约为 45℃。

2.2.2 力学分析［42］

体积为 V，边界为 A的材料平衡方程可写为

∇·S + b = 0 （15）
式中 S为二阶应力张量，b为体力矢量。

同一材料的边界条件见式（16），（17）。式（16）
为面 Au 的边界条件，式（17）为面 Af的边界条件，

-u表

示表面 Au上的法向位移，
-f是表面 Af上的法向牵引力，

n是垂直于表面 Af向外的单位向量。

u = -u （16）
Sn = -f （17）

利用小变形理论，应变张量 E与位移矢量 u具有

如下关系

E = 12 {∇u + [ ∇u ]
T} （18）

由于对称性，应力张量 S和应变张量 E可以以向

量形式 σ和 ε进行表述。依据小变形假设与热弹塑

性理论，总应变可分解为弹性应变 ε e，塑性应变 εp，以

及热应变 ε t三项，其关系为

ε = ε e + εp + ε t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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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条件为

u = u0 （20）
εp = ε0p
εq = ε0q

式中 εq为等效塑性应变。

应力-应变关系为

σ = Cε e = ε - εp - ε t （21）
式中 C是与温度有关的弹性张量。

同热分析方程类似，应用方程弱形式以及有限

元离散化方法可以获得单元残余项 R。

R (U n) =∑
GVe
[ ]BTσ n - N Tb +∑

GAte
N T -t wj （22）

式中 U为单元位移矢量。

应用离散化方法得到的与时间 t有关的应力可

以描述为

σn = σn - 1 + Δσ （23）
式中 ∆表示由时间 tn - 1~tn的增量。

分别在 tn - 1和 tn两个时刻求解方程（19），并取差

值，得

Δσ = C n [ Δε - Δεp - Δε t ] + ΔC n - 1ε e （24）
其中

Δε = B [U n - U n - 1 ] （25）
Δεp = Δεqa （26）

Δεt = [ ]ε tn - ε tn - 1 j =
{ }an [ ]Tn - T ref - an - 1 [ Tn - 1 - T ref ] j

（27）

j = [ 1 1 1 0 0 0 ] T （28）
式中 a为流向量，α为与温度有关的热膨胀系数，

T ref为参考温度。

线弹性应力预测值 σPV和相应的弹性应变 εPV定

义为

σPV = σn - 1 + C n [ Δε - Δε t ] + ΔC n - 1ε e （29）
εPV = ε en - 1 + Δε - Δε t （30）

使用相关联的 J2弹塑性模型［43］，屈服函数可由

下式给出

f = σm - σY （31）
式中 σm和 σY分别为Mises应力和屈服应力。

当 f ≥ 0时，结构发生主动屈服。在主动屈服情

况下，σPV 和 εPVe 可以简化为 σn 和 ε en，同时，Δεq 可由

径向往返算法［40］计算。

单元刚度矩阵为

dR
dU n

=∑
GVe

é

ë
êê

ù

û
úúBT dσn

dεn B - N T dbdU n

WJ -∑
GAte

N T d -t
dU n

wj

（32）
在非主动屈服情况下，

dσn

dεn 等价于 C n。在主动屈

服情况下

dσn

dεn = λ eff jj
T + 2G effL -1 + é

ë
ê
3GH
3G + H - 3G eff

ù
û
ú ppT（33）

其中

p = 23 L -1α （34）
G eff = G σY

σPVm
（35）

λ eff = 3ℏ - 2G eff3 （36）
L = diag ( 1 1 1 2 2 2 ) （37）

式中 G为剪切模量，ℏ为体积模量，H为各向同性

硬化系数，σPVm 为线弹性应力预测值 σPV 的 Mises应
力，p为流向量 α的一种转换形式。

3 点阵轮仿真可行性验证与打印参数对点阵

轮变形和残余应力的影响

本节将基于有限元方法对点阵轮 3D打印过程进

行数值模拟。首先，基于有限元方法计算点阵轮打

印之后的残余变形，并获得基于残余变形的制造成

形后叶轮外形几何文件。同时，应用金属 3D打印制

造点阵轮，应用 3D扫描仪获得打印点阵轮外形几何

文件。仿真轮的打印机参数与实心轮的打印机参数

保持一致。随后，将设计点阵轮外形、打印点阵轮外

形以及模拟点阵轮外形进行比较，验证数值方法的

可行性。在对数值方法可行进行验证之后，本节将

基于有限元方法计算不同打印参数下的点阵轮残余

变形以及残余应力，并基于计算结果分析打印参数

对点阵轮残余变形与残余应力的影响，对打印的工

艺设计提出参考意见。最后，本节将基于有限元方

法计算具有相同几何外观的实心轮的残余变形以及

残余应力，通过比较实心轮与点阵轮的模拟结果对

两者的可加工性进行优劣评估，以说明点阵轮在具

备轻量化优势的同时，在加工后是否更易接近原设

计外形。

3.1 点阵轮的增材制造及其数值模拟

本文选用的实心轮取自于某型号压气机。图 2（a）
和图 2（b）分别为应用点阵轻量化设计后的叶轮及其

剖面图，表 2为叶轮的部分操作条件。本文叶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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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由 195.3g减少为 149.4g，应用点阵结构对叶轮

进行轻量化设计使叶轮质量减少 45.9g。

3.2 标况下点阵轮的增材制造数值模拟过程

选用 SLM280型激光粉末融床 3D打印机，金属

粉末选择 TiAl6V4合金。打印过程中的一些主要参

数如表 3所示（此时工况定义为标况），部分材料属性

由表 1给出。

经过多次运算，发现网格尺寸为 1mm时，此时减

小网格尺寸对仿真结果影响较小。同时，尺寸为

1mm的网格可以保证仿真时间长度能被接受。因

此，本节中模拟实验网格尺寸设置为 1mm。点阵轮

与支撑配合情况如图 3所示，点阵轮及支撑结构网格

划分结果如图 4所示。此时整个打印部件在竖直方

向网格分为 53层。

图 5（a）为点阵轮相对于原设计的变形情况。为

更清晰观察叶轮变形细节，现将实际变形扩大 5倍进

行显示。图 5（b）为扩大 5倍后的叶轮变形情况，其

中，灰色部分为未变形的设计模型。将设计模型与

变形后结果进行对比，发现叶轮叶面变形方向为叶

面弯曲弧度降低方向，如图 5（c）所示。同时，由于局

部变形过大，叶轮围带一侧会出现微小不规则凸起

或凹陷变形。

3.3 标况下点阵轮实体的增材制造及数值方法的可

行性验证

为验证仿真结果的准确性及仿真方法的实用

性，本节应用 SLM280型 3D打印机打印出点阵轮实

体，并将打印结果与设计模型进行对比，打印过程的

主要参数设置参考表 3。本研究通过模拟和手持式

激光扫描仪分别获得仿真和实际打印模型的表面

Fig. 4 Mesh of impeller and support

Fig. 2 Solid model of compressor impeller

Table 3 Main parameters of impeller 3D-printing process

Parameter
Laser power/W

Laser speed/（m/s）
Powder thickness/mm
Scanning distance/mm
Base plate temperature/℃

Initial deflection angle of laser/（°）
Layer deflection angle/（°）

Value
275
1.1
0.03
0.12
200
15
67

Table 2 Operation condition of the impellers

Parameter
Overall pressure ratio
Rotational/（r/min）
Vane normal
thickness/mm

Vane inlet angle/（°）
Intervanes

Rake angle/（°）
Inlet pressure/Pa
Hub diameter/mm
Shroud diameter/mm

Main vanes
Backsweep angle/（°）

Value
4.5
5×104
8
60
16
30

1.013×105
30
70
16
45

Fig. 3 Impeller and support 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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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L文件。PolyWorks用于调整和比较文件。手持式

激光 3D扫描仪通过测量发射激光与反射激光的时间

差来测量叶轮表面每一激光反射点（即叶轮表面点

集）的空间位置。扫描所得的叶轮上表面点云数据

结果会自动储存在计算机中。图 6为打印的点阵轮

实体模型。图 7为应用手持式激光 3D扫描仪对叶轮

进行扫描作业的过程，以及叶轮表面在扫描界面中

的显示。

由于叶轮表面结构复杂，表面曲率变化大，叶片

与轮毂相互遮挡，3D扫描仪发射的部分激光在叶轮

表面多次反射后返回扫描仪，导致部分扫描结果失

真。由于相互遮挡，部分叶轮表面可能无法扫描。

在这两种情况下，扫描结果中可能存在少量失真，并

且通过扫描获得的点云几何文件中存在一些孔。应

用扫描仪获得的叶轮点云几何文件如图 8（a）所示。

由于上述原因及操作时产生的误差，扫描形成的刻

面化打印点阵轮边缘及光滑曲面存在少量残缺面。

图 8（b）为仿真结果中导出的点阵轮变形模型刻面

体。与实验扫描获得文件不同，仿真刻面体表面没

有残缺。由于大量非残缺区域可以与仿真导出文件

进行比较，因此，点云几何文件的少量残缺不影响两

个结果的比较。由于本文应用的扫描设备只能够获

得叶轮外表面几何数据，因此，本节主要针对两个模

型外表面进行比较。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应用 X-
Ray对叶轮内部点阵进行数据提取，进而与仿真结果

进行比较。

应用曲面拟合方法，将扫描获得的打印轮、仿真

轮与设计轮分别进行拟合比对。打印轮同设计轮的

拟合结果如图 9（a）及图 9（c）所示；仿真轮与设计轮

的拟合结果如图 9（b）及图 9（d）所示，图 9（e）为打印

Fig. 5 Deformation comparison between original model and simulation model

Fig. 6 Solid model of impeller

Fig. 7 Scanning process of hand-held laser 3D sc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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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仿真轮拟合结果。这里，定义叶轮上表面的向外

方向为外法线方向（正方向）。由打印轮-设计轮拟

合俯视图 9（a）可知，打印完成后，打印轮接近围带处

的轮毂边缘和大叶片顶面会产生少量正向位移，叶

片前缘有少量负向位移，这个变形范围普遍在 0.2mm
以内；由打印轮侧视图 9（c）可知，打印完成后，打印

轮叶片围带边缘与叶片根部均存在较大形变。由于

叶片间存在相互遮挡，发射激光在叶片之间存在多

次反射的可能，因此，叶片根部形变较大处存在测量

失真可能。图 9（b），9（d）为仿真所得的叶轮刻面结

果与设计模型的比对。结合图 9（a）与图 9（c）可知，

仿真结果变形与实际模型变形存在相同分布趋势。

将模拟几何文件与扫描实体获得的几何文件进行比

较，二者的最大偏差表明了拟合叶轮之间的相符程

度，色标由人为规定上下限，不同的颜色分布表明拟

合部位的偏差范围，单位为 mm。打印轮与仿真轮的

变形拟合结果如图 9（e）所示，二者的最大偏差小于

0.125mm。结果表明，实际打印变形与仿真变形存

在偏差分布和偏差幅值上均存在良好的一致性，数

值方法能较好地模拟打印过程，可以认为本文数值

方法在模拟叶轮打印作业过程中是有效的。打印过

程 中 激 光 扫 描 路 径 见 图 10（扫 描 顺 序 为 红 、橙 、

黄、绿）。

3.4 打印参数对点阵轮变形和残余应力的影响

本节将计算不同工况下打印作业过程中点阵轮

的残余变形以及残余应力。当打印机的激光功率改

Fig. 9 Comparison of results after surface fitting

Fig. 8 Impeller faceting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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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时，表 3的其他参数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基

板和支撑尚未移除。这里，层数是网格层数，而不是

粉末层数。

3.4.1 激光功率

从图 11（a）中可以看出，在叶轮打印过程中，层

变形随着堆叠层的增加而增加，并且最大层变形与

层数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叶轮变形主要增加在前

30层（刚完成点阵结构打印）；在前 12层打印（支撑结

构打印完成前），叶轮变形增加最快；当叶轮打印在

31~41层时，叶轮的变形几乎没有变化。此外，从图

11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激光功率下，叶轮在打印过程

中的最大变形趋势是相似的，但幅度不同。由于基

准点选择的不同，叶轮和支撑板的去除后，叶轮的最

大残余变形幅度略有增加。图 11（b）描述了在不同

激光功率下材料堆积过程中叶轮的最大应力变化。

从图 11（b）中可以看出，打印过程中的层应力幅值会

随激光功率增大而增大，且增幅较小，本文工况下，

最大功率与最小功率最大应力幅值相差小于 75MPa。
在材料堆叠过程中，叶轮应力变化最大主要发生在

前 5层的材料堆叠过程中，并且随着激光功率的增

大，第一层堆叠结构出现的最大应力也随之增大。

在 9种不同的激光功率下，叶轮应力变化具有相类似

的趋势，即叶轮应力最大值会快速增大，然后趋于

稳定。

3.4.2 激光走速

只改变激光走速、保持表 3其它参数不变与只改

变打印机的激光功率的情况类似，叶轮打印过程中，

层变形随层数的增加而增加，如图 12（a）所示。此

Fig. 10 Some partial laser scanning path

Fig. 11 Maximum residual deformation and stress of the printed layer during the printing process at different laser p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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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最大层变形与层数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叶轮

变形主要增加在前 30层（刚完成点阵结构打印）；在

前 12层打印叶轮（未完成支撑结构打印工序）中，叶

轮变形增加最快。当叶轮印在 31~41层时，叶轮的变

形几乎不变。另外，在不同的激光速度下，叶轮在打

印过程中的最大变形趋势相似，但幅值不同。随着

激光速度的增加，压气机叶轮残余变形幅度总体趋

势减小。图 11（b）描述了在不同激光速度下材料堆

积过程中叶轮的最大应力变化。图 12（b）描述了不

同激光走速下材料堆叠过程中的叶轮最大应力变

化。由图可知，各层应力幅值会随激光走速的增加

而有较少降低，最大走速与最小走速应力幅差小于

150MPa。在材料堆叠过程中，叶轮应力变化最大主

要发生在前 4层的材料堆叠过程中，并且，随着激光

走速的增高，第一层堆叠结构出现的最大应力也随

之增大。在 9种不同的激光功率下，叶轮应力变化具

有相类似的趋势，即叶轮应力最大值会快速增大，然

后趋于稳定。由图 12（b）可知，当激光走速增加时，

叶轮完成打印后的最终残余应力幅值将随之减少，

这是由于高激光走速引起局部加热时间降低从而产

生较低的加工温差的影响。此外，基板与支撑的移

除使得叶轮的残余应力降低。

3.4.3 激光宽度

从图 13中可以看出，层变形随着堆叠层数的

增加而增加，并且在最大层变形和层的数量之间存

在相似的非线性关系，层变形幅值随激光宽度的等

差增大而呈非线性降低，降幅减慢。叶轮的应力变

化趋势相似，叶轮最大应力迅速增大，然后趋于

稳定。

3.4.4 铺粉厚度

保持表 3其他参数不变，改变打印机的单层材

料铺粉厚度，此时基板和支撑未被移除。此时的铺

粉层厚与前文提到的网格层厚为两个不同的概念。

与不同激光参数的打印条件相比，小范围内粉末层

厚度的变化对打印过程中残余变形和应力的时域

幅值影响不大，如图 14所示。此时打印过程中被

打印件的残余变形幅值与残余应力幅值仍具有与

不 同 激 光 参 数 下 打 印 作 业 中 的 相 应 幅 值 类 似 的

关系。

图 15（a）和（b）分别示出了在以铺粉层厚、激光

功率、激光宽度、基板切割高度和激光走速作为单一

变量，其他参数与表 2保持一致条件下打印件的最大

Fig. 12 Maximum residual deformation and stress of the printed piece during the printing process at different laser speed

Fig. 13 Maximum residual deformation and stress of the printed piece during the printing process at different laser wid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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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余应力和残余变形，其中各变量参数的对应值如

表 4所示，序数记作 SN。在这里，叶轮的基板和支撑

结构已被拆除。如图 15（a）所示，当激光功率增大

时，叶轮打印后的最终残余应力幅值增大，这是由于

激光功率增大导致加工温差增大所致。在这种情况

下，由于基板和支撑结构的拆除，叶轮的应力得到一

定程度的释放，因此叶轮的应力幅值低于基板和支

撑拆除前的应力幅值。在不同激光速度下，当激光

速度增大时，打印后叶轮的最终残余应力幅值相应

减小。这是因为激光速度高导致局部加热时间较

短，从而导致加工温差较低。此外，基板和支撑的拆

除降低了叶轮的残余应力。增加激光宽度使打印部

件更均匀地加热，并且最大应力随着激光宽度的增

加而减小。

3.5 支撑和基板移除后参数对残余变形与残余应力

的影响

此时，叶轮的基板和支撑结构均已移除。对比

图 15（a）和 15（b）中的残余应力和残余变形随粉末层

厚的变化，发现改变粉末层厚度对支撑拆除后叶轮

残余变形和残余应力幅值的影响明显弱于改变激光

参数。从图 15（a）和（b）可以看出，基板和支撑的切

割高度影响叶轮的残余变形，对残余应力的影响在

0.01~0.1MPa。合理的基板切割高度决定了叶轮的最

终形状，但不影响叶轮结构的最终安全性。因此，在

选择切割高度时，可以以叶轮的最终形状为目标，而

不考虑叶轮的结构安全性。

3.6 实心压气机叶轮与点阵轮打印结果比较

在本节中，计算了不同工况下，点阵轮和实心轮

在完成打印操作和去掉基板和支撑后的残余变形和

应力。根据比较结果，对打印工艺的设计提出了一

些建议。图 16显示了在不同的打印条件下去除基板

和支撑件后打印部件的最大残余变形和残余应力。

表 5为不同打印工况下的打印参数，表 6显示了点阵

轮和实心轮在各工况下残余变形和残余应力相对于

原始设计叶轮的相对偏差，其中相对偏差可通过式

（38）计算。

相对偏差 = 实心轮测量值 - 点阵轮测量值

实心轮测量值
× 100%

（38）
通过比较不同打印条件下实心轮和点阵轮的残

Fig. 14 Maximum residual deformation and stress of the printed piece during the printing process at different powder

thickness

Fig. 15 Maximum residual deformation and maximum residual stress of impeller after removal of baseplate and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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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应力和变形幅值以及分布，发现在相同的打印参

数下，点阵轮的残余应力和变形小于实心叶轮。在

目前的研究中，点阵式压气机叶轮的残余变形比实

心压气机叶轮最多可减少 20.19%。这意味着点阵

轮比实心轮加工后更容易接近原始设计叶轮。因

此，点阵轮的气动性能比实心叶轮更接近于原设计。

另外，点阵轮的残余应力小于实心轮。在目前研究

的 情 况 下 ，点 阵 轮 的 残 余 应 力 比 实 心 轮 降 低 了

8.72%。这意味着实心轮在完成叶轮加工后比点阵

轮更容易受到损坏。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可能原因

是，点阵叶轮结构在打印过程中更容易散热。这一

猜想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加以验证，并可以探索

导致上述现象的其他可能原因。另外，点阵轮在保

证叶轮结构安全的前提下，比实心轮更实用。点阵

轮的结构安全性和稳定性可以通过后续研究进行

研究。

4 结 论

通过本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采用点阵结构代替轮毂内的实心区后，叶轮

的质量相对于原始轮可降低 23.5%。采用计算机辅

助技术模拟点阵轮的打印过程是可行的。通过对不

同参数下点阵轮与实心轮的模拟分析，发现点阵轮

的变形分布在空间上与实心轮的变形分布趋势一

致，仅在振幅上存在差异。点阵轮的仿真结果与实

际打印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在本文打印工况

下，与实心轮相比，点阵轮的残余变形最多可减少

20.19%，这意味着点阵叶轮加工后更容易达到原设

计。另外，点阵叶轮的残余应力均小于实心叶轮的

残余应力，最大残余应力可降低 8.72%。

（2）打印参数的变化对点阵轮的层变形幅值与

应力幅值受激光功率、激光走速和激光宽度影响较

大，而受铺粉层厚的影响相对较小。基板与支撑结

构未移除时，最大残余变形和最大残余应力随激光

Fig. 16 Maximum residual deformation and maximum re‐

sidual stress of impeller at different work case (after removal

of base plate and support)

Table 4 Corresponding value of each variable parameter

Variable parameter
Powder layer thickness/µm

Laser power/W
Laser width/mm
Cutting height/mm
Laser speed/（m/s）

SN1
10
100
0.10
0
0.7

SN2
15
125
0.11
0.5
0.8

SN3
20
150
0.12
1
0.9

SN4
25
175
0.13
1.5
1

SN5
30
200
0.14
2
1.1

SN6
35
225
0.15
2.5
1.2

SN7
40
250
0.16
3
1.3

SN8
45
275
0.17
3.5
1.4

SN9
50
300
0.18
4
1.5

Table 5 Printing parameters at different printing conditions

Work
case
1
2
3
4
5

Laser
power/W
275
300
275
275
275

Laser
speed/（m/s）

1.1
1.1
1.1
1.1
1.5

Powder layer
thickness/µm

30
30
30
50
30

Laser
width/mm
0.12
0.12
0.15
0.12
0.12

Table 6 Relative deviation of residual deformation and

residual stress of lattice and solid compressor impellers

Work
case
1
2
3
4
5

Relative deviation of
residual deformation/%

4.91
20.19
2.73
14.83
3.32

Relative deviation of
residual stress/%

6.87
0.61
6.91
8.47
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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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和激光走速的增大而非线性减小，减速逐渐降

低，激光宽度 0.10mm和 0.18mm间的最大残余变形相

差约 0.25mm，最大残余应力相差 102.5MPa，激光走速

0.7m/s和 1.5m/s间的最大残余变形相差约 0.22mm，最

大残余应力相差 90.57MPa；最大残余变形随功率增

大而呈线性趋势增加，而最大残余应力则随功率增

大而呈非线性增大趋势，增速逐渐增大；激光功率

125W和激光功率 325W间的最大残余变形约相差

0.18mm，最大残余应力相差 75.57MPa；铺粉层厚对最

大残余应力与最大残余变形的影响较小，本文工况

下，不同铺粉层厚造成的变形波动小于 0.02mm，而造

成的应力波动也小于 5MPa。为降低点阵轮打印过程

中的最大残余变形及应力，可以根据需要，适当降低

激光功率，增大激光走速和激光宽度。此外，需要注

意的是，在 3D打印过程中，金属粉末需要熔化。用上

述方法控制叶轮残余应力和变形时，应考虑加热温

度是否能达到粉末熔点，加热时间是否能保证金属

粉末吸收足够的热量熔化。

（3）在不同的打印参数下，叶轮在打印过程中的

变形和最大应力的趋势是相似的，但幅值不同。移

除支撑和基板可释放部分残余应力，零件基板和支

撑的切除，由于内部应力的释放，会使零件的最大残

余变形增大，最大残余应力降低，在本文标准工况

下，基板和支撑的去除能使最大残余变形增长约

0.55mm，最大残余应力则降低了 163.23MPa。
此外，在三维金属打印的热力学问题计算中，假

设热分析与力学分析之间存在弱耦合关系。但在实

际打印过程中，由于金属的热膨胀，其外边界会发生

变化。下一次迭代的边界条件也会相应地改变。输

入热量的变化会引起结构温度变化的差异，进而影响

结构的变形。对于小变形问题，影响相对较小。但对

于大尺寸、大变形结构，这种弱耦合是不准确的，需要

建立完整的热力耦合模型来模拟大尺寸、大变形结

构。在验证三维打印轮可加工性的过程中，用拟合方

法验证了数值模拟变形的可行性。然而，测量相应的

应力也非常重要。叶轮应力的测量可以在以后的研

究中进行。本文主要研究叶轮的可加工性。同时，叶

轮的转子动力学特性也同样重要。本研究证明了点

阵式叶轮具有优良的可加工性，因此，在今后的研究

中，可以以叶轮的转子动力学特性为目标，设计出满

足具体要求的点阵轮。另外，针对打印产生的变形，

可以对打印补偿设计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致 谢：感谢教育部“双一流”学科建设基金的资助，感

谢张君杰同学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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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高压转子试验模型的动力学相似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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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获得能够替代航空发动机转子原型进行动力学试验的模型，提出了发动机转子系统试

验模型的动力学相似设计方法。采用相似理论推导了转子系统缩比模型的动力学相似准则，继而建立缩

比模型与原型的动力学相似关系。通过动力学优化方法对转子缩比模型的动力学等效模型进行修正，目

标函数由固有频率、临界转速和振型组成。以双转子发动机高压转子系统的动力学相似设计为例，通过

有限元仿真对设计方法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在设计转速范围内，动力学相似模型与原型的

前两阶临界转速相似误差分别为3.92%和0.86%，对应振型的相关性均>0.98，且模型与原型的模态应变

能分布基本一致。通过该方法获得的动力学相似模型能够较好地预测原型的动力学特性，并有效降低模

型试验的成本和难度。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转子系统；动力学相似；模型试验；相似准则；模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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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Similarity Design for Experimental Model of
Aero Engine High-Pressure Rotor

MIAO Hui，ZANG Chao-ping，WANG Xiao-wei，ZHANG Gen-bei
（Key Laboratory of Aero-Engine Thermal Environment and Structure，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obtain a model that can replace the prototype of the aero engine rotor for dynamic
test，a dynamic similarity design method for the experimental model of the engine rotor system is presented. First⁃
ly，the dynamic similarity criterions for the reduced-scale model of the rotor system were derived by similitude
theory. Then，the dynamic similarity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reduced-scale model and the prototype were estab⁃
lished. Finally，the dynamic equivalent model of the reduced-scale model of the rotor system was updated by dy⁃
namic optimization. The objective function was formulated by the natural frequencies，critical speeds and the
mode shapes. Taking the dynamic similarity design for the high-pressure rotor system of the dual-rotor engine as
an example，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ethod was validated by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imilarity errors between the dynamic similarity model and the prototype for the first two critical speeds
were respectively 3.92% and 0.86%，and the corresponding modal assurance criterion values were all above
0.98，and the distributions of the modal strain energy between the two models were in good agreement. The 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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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ic similarity model obtained by this method can well predict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totype with⁃
in the design operation speed，and effectively reduce the costs and difficulties of the model test.

Key words：Aero engine；Rotor system；Dynamic similarity；Model test；Similarity criterion；Model
updating

1 引 言

随着现代航空工业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先

进航空发动机需要工作在高温、高压和高转速的环

境下，受到诸如气动载荷、机械载荷以及热载荷等多

种载荷作用，由此而产生的振动问题十分突出［1］。由

于实际发动机结构的复杂性，准确获得其动力性特

性非常不易。一方面，理论建模和仿真在模型精度、

计算能力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2］，导致分析结

果与实际值往往相差较大。另一方面，这类转子通

常结构复杂、体积大、转速高，由于受到制造成本、试

验条件，试验周期、数据分析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对

其开展动力学试验研究仍然存在很大困难。

对此，工程中通常采用相似理论设计、制造与原

型样机物理相似的模型，通过模型试验再现原型的

物理特征，从而揭示原型的物理本质和规律［3］。运用

相似理论的模型试验，因其成本低、准确性高及可预

测性好等优点，在早期被应用于水力学、热力学、传

热学和空气动力学等诸多工程应用领域［4-5］。比如，

相似理论应用于板、梁、壳等结构的动力学相似问题

研究［6-7］，解决了包括海洋结构、土建结构及动力装备

结构等诸多动力学相似试验模型的设计问题［8-10］。

近年来，相似理论也被应用到转子动力学领域

的研究。Wu［11］采用量纲理论建立了转子系统的完全

几何相似模型，并通过转子模型预测了原型的振动

特性，其研究表明，完全相似模型与原型的频率和振

动响应具有明确的比例关系。Young［12］推导了自适

应复合材料船用燃机转子缩比模型和原型的动力学

相似关系，并对相似缩比模型的尺寸效应进行了研

究。Baxi等［13］建立了反应堆燃气涡轮转子的几何畸

变相似模型，使相似模型在工作转速范围内的临界

转速的个数与数值与原型一致。Motley等［14］研究了

自适应复合材料船用螺旋桨转子的水弹性响应和潜

在失效机理的动力学相似关系。殷杰等［15］研究了燃

气轮机拉杆转子的动力学相似问题，建立了畸变补偿

模型与原型的动力学相似准则。罗忠等［16］在考虑轴

承刚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与转子原型固有特性一致的

几何畸变相似模型。王永亮等［17］推导了考虑陀螺力

矩的转子-简单支撑系统的相似准则，通过仿真验证

了相似转速下缩尺模型与原型临界转速的相似性。

通常，几何相似是物理现象相似的先决条件，但

对于复杂的转子系统而言，若按照几何等比例缩比

进行完全几何相似设计，转子模型的临界转速反而

增加，这给高转速驱动和动平衡带来很大难度，且完

全几何相似得到的模型仍然结构复杂，不利于结构

设计、制造及试验。尤其对于航空发动机这类复杂

高速转子系统的动力学相似设计问题，至今仍然缺

乏有效且实用的解决方法。

本文提出一种航空发动机转子系统的动力学相

似设计方法，在运用相似理论获得缩比模型的基础

上，结合动力学等效建模以及模型修正方法，在满足

模型相似的前提下，进一步对模型的几何结构进行

修正，最终获得满足工程应用的动力学相似模型。

本文在确定发动机转子系统动力学相似模型的设计

原则的基础上，提出实现复杂转子系统动力学相似

模型的设计策略；对设计方法及相关理论进行介绍，

包括缩比模型相似关系的建立、动力学等效建模及

修正，以及动力学相似模型的评价方法；以双转子发

动机高压转子系统为例，详细介绍动力学相似模型

的设计过程，并通过有限元仿真对设计方法的有效

性进行验证。

2 转子系统动力学相似设计方法

2.1 设计策略

模型试验的动力学相似，主要考虑模型和原型

在工作状态下的动力学固有特性、模态振型、及响应

行为等，在一定范围内一致或成固定比例关系。而

对于转子系统而言，动力学相似必须具备两个最基

本的原则：一是临界转速相似；二是振型相似。在满

足动力学相似的前提下，应该有效降低模型的试验

转速和几何尺寸，使模型结构简单、制作材料容易获

得，易于制造、装配和试验操作。

对此，提出了复杂转子系统动力学相似模型的

设计策略，如图 1所示，主要分为两步：第一步是通过

相似理论获得转子系统的相似缩比模型，包含转子

系统动力学相似准则的推导，动力学相似关系的建

立，以及模型畸变率的确定等环节，以便选择合理的

模型畸变率对几何尺寸和临界转速进行缩比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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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为动力学相似模型的等效建模及修正，主要

包括动力学等效建模、动力学相似分析、修正参数的

选择、动力学模型修正和修正结果的验证等子步骤，

从而通过动力学等效及模型修正对模型结构进行简

化。在整个设计过程中，每一步设计获得的模型与

参考原型都是动力学相似的，从而保证最终获得的

模型与原型的动力学相似。

2.2 缩比模型相似关系的建立

以图 2中带支承的简单变截面转子系统为例，建

立转子系统设计参数的动力学相似关系。在空间直

角坐标系 O-xyz中，取转子轴向微元 dx为研究对象，

微元横向变形 z表达成复数形式 z = u + jv，u和 v分别

为微元沿坐标轴 Oy和 Oz方向的变形。基于欧拉-伯
努利梁理论［18］，转子运动方程表达为

EI
∂4 z
∂x4 + ρA

∂2 z
∂t2 - Jd [

∂4 z
∂x2∂t2 - 2iω

∂3 z
∂x2∂t ] = ρAω

2Reiωt
（1）

式中 E为弹性模量，I为截面惯性矩，ρ为密度，A

为截面积，t为时间，ω为频率，Jd 为单位长度质量的

直径转动惯量，R为不平衡质量偏心距。

由 Buckingham Π定理可知，一个用 N个基本变

量表示的具有 n个变量 v1，v2，…，vn的物理方程，可表

达为 Φ（Π1，Π2，…，Πi，…，Πn-N）=0，其中Πi为独立的

无量纲量，Πi = ai vb11 vb22 ⋯vbnn（bn为有理数）。由相似第

三定理，即相似的充分条件，可知，缩比模型和原型

相似必须满足单值条件相似，且由单值条件组成的

同名相似准则的数值相同，即（Πi）m=（Πi）p，m和 p分
别表示模型和原型。因此，方程（1）还必须补充单值

条件以保证相似准则在数值上相等。对转子系统，

补充的单值条件意味着转子系统的边界条件相似，

即支承位置一致，且支承作用于转子系统的力保持

相似。若支承质量为 mb，支承刚度为 kb，转子作用于

支承的谐波激振力的幅值为 f，则支承的运动方程为

m b z̈ + kb z = f sin (ωt ) （2）
采用相似变换法推导式（1），（2），得到转子系统

相似的Π群

ì

í

î

ïï
ïï

Π 1 = ωt, Π 2 = EIz/ ( x4 ρAω2R )
Π 3 = ρAx2 /Jd , Π 4 = ρAz/t2
Π 5 = m bω2 z/f, Π 6 = kb / (m bω2 )

（3）

基于量纲理论，分析方程（3）中变量的因次，得

到如下关系式

ì

í

î

ïï
ïï

[ t ] = [ ω-1 ] , [ I ] = [ r4 ] , [ A ] = [ r2 ]
[ G ] = [ ρgr2 x ] , [ R ] = [ z ]
[ Jd ] = [ Jp x-1 ] , [ m b ] = [ ρr2 x ]

（4）

式中［］表示变量的因次，r为转轴半径，G表示重

力，Jp表示极转动惯量，g表示重力加速度。

将式（4）中变量的因次代入式（3），对式（3）中转

子系统相似的Π群进行变换，得到

ì

í

î

ïï
ïï

Π 1 = ωt, Π 2 = Er2 / ( ρx4ω2 )
Π 3 = Jp / ( ρr2 x3 ), Π 4 = g/ ( zω2 )
Π 5 = ρgr2 x/f, Π 6 = kb x3 / (Er4 )

（5）

选择弹性模量 E，转轴半径 r，轴向长度 x和密度 ρ

作为基本变量，则其余设计参数的相似关系通过相似

准则推导获得。定义模型和原型设计参数的相似比为

Cε = εm /εp （6）
式中 Cε为设计参数 ε的相似比。

将式（6）代入式（5），由相似的充分条件，方程

（5）中每个 Π项的数值必须相等，即（Πi）m=（Πi）p，则

设计变量的相似比为

ì

í

î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
ï

Cm = CρC 2r Cx

Cω = (Cr CE /Cρ ) /C 2x
Cr = CρC 4x / (CEC 2r )
CJ = CρC 2r C 3x
C f = CρCgC 2r Cx

Ck = CEC 4r /C 3x

（7）

Fig. 1 Design strategy for dynamic similarity model of

complex rotor system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rotor-bear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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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ω，Cr，Cx，CE，Cρ，CJ，Cm，Cf，Cg和 Ck分别为

频率、转轴半径、轴向长度、杨氏模量、密度、极转动

惯量、质量、外载荷、重力加速度和支承刚度的相

似比。

当转子模型与原型的轴向尺寸和径向尺寸按同

一比例缩比，称模型为几何完全相似的缩比模型，反

之，则称为几何畸变的相似缩比模型。在此，定义转

子相似缩比模型的畸变率为

η = Cx /Cr （8）
将式（8）代入式（7），得到转子相似缩比模型与

原型的频率相似关系为

Cω = CE / (ηCx Cρ ) （9）
假设模型的材料与原型一致，即 CE = Cρ = 1，则

得到 Cω = 1/ (ηCx )。当模型缩比不发生几何畸变，即

η = 1，则 Cω = 1/Cx。可知，模型的几何尺寸按同一比

例缩小后，频率升高。对转子系统而言，频率升高意

味着试验转速升高，这将对转子结构制造和装配精

度提出更高的要求，给试验研究带来困难。因此，通

过调整模型畸变率对转子进行缩比设计，能够有效

降低转子的试验转速，从而减小试验难度。考虑模

型的畸变后，相似缩比模型与原型设计参数的相似

比如表 1所示。

2.3 动力学等效建模及修正

由于发动机转子结构的复杂性，第一步设计得

到的相似缩比模型在结构上仍然十分复杂，对其进

行制造和试验将耗费大量时间和成本。为了降低制

造成本和试验难度，在缩比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动力

学等效建模方法建立能够模拟原型动力学特性且结

构简化的动力学相似模型开展试验研究。动力学等

效建模的原则主要包括：（1）质量和转动惯量分布相

似，等效模型与缩比模型的质量沿转子轴向分布一

致，转动惯量空间分布一致，且质心始终在轴线

上；（2）刚度分布相似，主要考虑等效模型与缩比

模 型 的 转 轴 抗 弯 刚 度 分 布 一 致 ；（3）边 界 条 件 相

似，即等效模型与缩比模型的支承刚度和支点位

置保持一致。

实际上，从结构设计角度来看，动力学等效建模

主要是在动力学相似的基础上进行结构的几何特征

设计。由于动力学等效建模对实际结构进行了大量

简化，因而无法建立与原型动力学特性完全相似的

简化模型，等效模型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定的误差。

在这种情况下，可在初始等效模型的基础上，采用优

化方法对其进行修正，从而获得满足预测精度较高

的动力学相似模型。因此，动力学等效建模工作可

进一步转化为动力学优化问题进行处理，其数学形

式为

ì

í

î

ïï
ïï

min g ( x ) =  W ( )fp - fm ( x ) 2

2
s.t. x l ≤ x ≤ xu

s lm ( x ) ≤ sm ( x ) ≤ sum ( x )
（10）

式中 g（x）为目标函数，W为加权系数矩阵，fp与

fm分别为原型参考向量和模型预测向量，主要由临界

转速和振型组成，x=［Di，Do，Dd，Td，Ld］T为待修正的设

计变量，对应转子系统的结构参数，Di和 Do分别为轴

的内径和外径，Dd，Td和 Ld分别为盘的直径、厚度及位

置，sm（x）对应模型设计变量的状态函数，通过约束状

态函数的变化范围提高最优解的收敛效率，上角标 u
和 l分别表示变量的上界和下界。

采用子问题逼近法［19］将式（10）中约束的优化问

题转换为无约束的优化问题，目标函数表达为

F ( x,qk ) = g ( x ) + g0 qk{∑
i = 1

n

P ( xi ) +∑
i = 1

m

Q ( si )}（11）
式中 P为设计变量的罚函数，Q为状态变量的

罚函数，g0 为设计变量为初始值时参考目标函数

值，F（x，qk）为无约束的目标函数，是设计变量 x和

响应面参数 qk的函数。设计变量的每次迭代都采用

序列无约束极小化方法对方程进行求解，并通过调

整响应面参数 qk获得满足目标函数收敛公差的收

敛解。

2.4 动力学相似模型的评价

通过模型修正进行动力学等效建模，还需要进

一步判定修正后的模型与原型的动力学相似程度。

对于转子系统，主要是临界转速和振型相似性的

评价。

Table 1 Similarity ratios of design parameters for

reduced-scale similarity model (RSM) considering distortion

Design parameter
Axial length
Radius

Elastic modulus
Density
Frequency
Critical speed

Moment of inertia
Mass

Support stiffness
Excitation force

Variable
Cx
Cr
CE
Cρ
Cω
CΩ
CJ
Cm
Ck
Cf

Similarity ratio
β

β/η
1
1

1/（βη）
1/（βη）
β5/η2
β3/η2
β/η4
β3/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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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转速的相似程度采用相似误差进行评价，

通过相似关系对转子相似模型的临界转速进行换

算，得到转子原型的临界转速预测值，并与原型的参

考值进行对比。相似误差定义为

E s = || Ω m·CΩ - Ω p
Ω p

× 100% （12）
式中 Es为相似误差，CΩ为临界转速的相似比，Ωm

为动力学相似模型的临界转速，Ωp 为原型的临界

转速。

转子振型的相似程度采用模态置信准则（Modal
assurance criterion，MAC，量符号记为 Cmac）进行评价，

评估转子系统相似模型振型与原型振型的相似程

度。MAC定义［20］为

Cmac = || ϕH
p, iϕ m, j

2

(ϕH
p, iϕ p, i ) (ϕH

m, jϕ m, j ) （13）
式中 ϕp，i为原型第 i阶振型向量，ϕm，j为模型第 j

阶振型向量，H表示厄米特转置。Cmac=1表示模型与

参考原型振型完全相关，Cmac=0表示不相关，MAC的

值越接近 1，两者的相关性越好。

3 发动机高压转子动力学相似设计

3.1 原型的动力学特性分析

以双转子航空发动机高压转子系统为参考原

型，采用本文方法对其动力学相似模型进行设计。

设计目标为：（1）在设计转速范围内，模型与原型的

临界转速成固定比例关系。（2）模型的振型分布与原

型一致，并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发动机高压转子系统如图 3所示，主要由 9级压

气机转子、1级涡轮转子和支承系统组成。转子主要

由轮盘、叶片和转轴组成，结构形式上表现为鼓筒式

转子；支承系统共包含 2个支点，每个支点主要由轴

承、弹性支承和机匣等静子部件组成。根据制造厂

家提供的高压转子的质量和刚度分布特征，以及支

承刚度等参数，采用有限元建模与仿真获得高压转

子系统的动力学特性。

为了提高分析效率，采有限元一维模型建立高

压转子系统的动力学模型，该建模的简化有：（1）转

轴用梁单元模拟，考虑转动惯量、陀螺力矩和连续质

量的影响。（2）盘用集中质量单元模拟，其质量和转

动惯量通过盘的密度与形状换算。（3）支承用弹簧阻

尼单元模拟，主要考虑支承的刚度，忽略阻尼的影

响。由于主要考虑高压转子的横向振动特性，因而

约束其有限元模型沿轴向和绕轴向的转动自由度，

支承接地端作全约束处理。通过动力学分析得到图

4所示的高压转子的 Campbell图，可知，前两阶临界

转速分别为 7161r/min和 14462r/min，由于前两阶临

界转速对高压转子在工作转速范围内的振动特性影

响较大，因而动力学相似模型主要对这两阶临界转

速进行设计。图 5给出了这两阶临界转速对应的振

型，可见，第一阶振型为平动振型，第二阶振型为俯

仰振型。

3.2 相似缩比模型的建立

动力学相似设计的第一步是建立发动机高压转

子系统的相似缩比模型，设计的目的是为了降低试

验模型的尺寸规模及临界转速，从而降低模型试验

的成本和难度。设定相似缩比模型选用的材料与原

型材料相同，则材料密度相似比 Cρ = 1，弹性模量相

似比 CE = 1。轴向长度相似比 Cx = 4/5，固有频率相

似比 Cω和临界转速相似比 CΩ都为 1/2，则转子模型的

Fig. 3 High-pressure rotor system of aero engine

Fig. 4 Campbell diagram of high-pressure rotor system

Fig. 5 First two mode shapes of high-pressure roto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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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变率 η=10/4。其余设计参数的相似比，可通过表 1
中的相似关系换算获得，则高压转子相似缩比模型

的设计参数如表 2所示，由表 2可知，缩比设计后支

承刚度为原先的 64/3125，表 3给出了原型和相似缩

比模型的支承刚度值，可知，缩比后两个支承的刚度

分别为 1020N/mm和 5120N/mm，虽然刚度降低较为

明显，但仍然能够满足工程需求，可通过鼠笼弹性支

承实现支承的设计。

通过有限元仿真对相似缩比模型的设计结果进

行验证。由表 2中设计参数的相似比建立相似缩比

模型，在此基础上，建立相似缩比模型的有限元一维

模型，如图 6所示，并对其进行动力学分析，以获得固

有频率、临界转速和振型。

表 4给出了相似缩比模型与原型的动力学特

性对比，可知，按照动力学相似关系缩比后，缩比模

型与原型的临界转速相似比接近 1/2，与理论推导

结果基本一致。其中临界转速的最大相似误差为

5.67%，平均相似误差为 4.51%，产生的误差主要由

于缩比模型的畸变导致，在本例中，设计误差在可

接受的范围。缩比模型与原型的 MAC值都接近于

1，具有很高的相关性。因此，缩比模型与原型具有

较好的动力学相似性，通过相似关系获得的缩比模

型基本满足动力学相似设计要求。在这一步设计

中，相似缩比模型的畸变率对相似误差有一定的影

响 ，因 此 在 设 计 时 可 通 过 仿 真 对 其 合 理 性 进 行

检验。

3.3 动力学等效模型的建立及修正

第二步是建立发动机高压转子系统的动力学等

效模型，主要考虑保持动力学相似和结构的尽量简

化。基于动力学等效原则，对相似缩比模型的主要

几何特征进行动力学等效建模。注意到，此处的参

考原型为高压转子的相似缩比模型。对于等效模型

的转轴，通过调整其内、外轴径实现与相似缩比模型

抗弯刚度分布的一致；对于等效模型的轮盘，通过调

整其形状和位置实现与相似缩比模型质量和转动惯

量的分布相似；而对于叶片的等效，将其质量和转动

惯量等效到轮盘；对于支承系统，通过保持支承方案

一致，即等效模型与相似缩比模型的支承刚度和支

点位置保持一致。由于连接件的动力学特性非常复

杂，为了简化和近似，等效模型设计采用刚性连接方

式对其进行处理。

因此，动力学等效模型的结构简化方案设定为：

（1）鼓筒式转子结构等效为盘-轴式转子结构；忽略

叶片结构，将其质量、转动惯量等效到轮盘；压气机

盘由 9个缩减为 2个，涡轮盘个数为 1个。（2）支承边

界条件一致，即等效模型与原型的支承方案一致，等

效模型不采用机匣结构，而实际结构中机匣组件对

支承刚度的贡献等效到弹性支承的刚度。（3）转轴的

材料采用 30CrMnSi，盘的材料采用 45钢。

Table 2 Similarity ratios of design parameters for RSM of

high-pressure rotor system considering distortion

Design parameter
Axial length
Radius

Elastic modulus
Density
Frequency
Critical speed

Moment of inertia
Mass

Support stiffness
Excitation force

Variable
Cx
Cr
CE
Cρ
Cω
CΩ
CJ
Cm
Ck
Cf

Similarity ratio
4/5
8/25
1
1
1/2
1/2

4096/78125
256/3125
64/3125
64/3125

Table 3 Support stiffness of RSM and prototype (N/mm)

Support stiffness
Support 1
Support 2

Prototype
5×104
2.5×105

RSM
1.02×103
5.12×103

Fig. 6 One-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RSM

Table 4 Comparison of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RSM and prototype

Item

Static
state

Rotating
state

Modal order
Frequency of prototype/Hz
Frequency of RSM/Hz
Similarity ratio

Cmac
Critical speed of
prototype/（r/min）
Critical speed of
RSM/（r/min）
Similarity ratio

Cmac
Similarity error/%

1
115.01
59.29
0.52
0.99
7161

3700
0.52
0.99
3.34

2
226.75
117.56
0.52
0.99
14462

7641
0.53
0.99
5.67

2345



推 进 技 术 2021 年

在图 6所示的相似缩比模型的基础上，通过结构

简化方案实现动力学等效建模，建立了简化的动力

学相似模型，如图 7所示。这里，动力学相似模型等

效为 3个盘，以便接近原型的刚度、质量和转动惯量

分布规律，使相似模型具有较高的精度。在实际应

用中，参考原型的等效方案，动力学相似模型的简化

程度，主要根据工程精度的需求而定。由于模型的

简化，导致动力学相似模型与原型存在一定的误差。

对此，可通过调整动力学等效模型的结构参数实现动

力学相似模型的修正，以提高动力学相似模型的预测

精度。建立动力学等效模型的参数化有限元一维模

型，并基于子问题逼近的优化算法实现对动力学相似

模型的修正，修正的目标函数表达为如下形式

ì

í

î

ï
ï
ïï

ï
ï
ïï

min g ( x ) =∑
i = 1

2
wi (1 - Ci

mac )2 +∑
j = 1

2
wj ( 12 -

Ω j
m

Ω j
p
)2 +

∑
k = 1

2
wk ( 12 -

ω k
m
ω k
p
)2

s.t. x l ≤ x ≤ x u

（14）

式中，设计变量 x主要由转轴半径和盘的半径、

厚度以及位置组成，目标函数 g（x）表达为MAC值、临

界转速 Ω和固有频率 ω的函数，设定动力学相似模型

修正目标为：前两阶固有频率和临界转速都为原型

的 1/2，且对应的振型相关性设为 1。 i，j和 k表示阶

次，加权系数 wi，wj和 wk都设为 1，目标函数 g（x）的收

敛公差 τ设为 0.01。

表 5给出了修正后动力学相似模型与原型的动

力学特性对比。由表 5可知，修正前模型与原型的前

两阶固有频率的相似比分别为 0.48和 0.57，固有频率

的最大相似误差为 14.19%，平均相似误差为 8.68%；

前两阶临界转速的相似比分别为 0.48和 0.57，临界转

速 的 最 大 相 似 误 差 为 13.05%，平 均 相 似 误 差 为

8.47%。修正后前两阶固有频率的相似比分别为 0.49
和 0.52，其最大相似误差从 14.19%降到 3.84%；前两

阶临界转速的相似比分别为 0.48和 0.50，其最大相似

误差从 13.05%降到 0.86%。修正后模型与原型的第

二阶振型的相关性得到了较大改善，修正后的固有

振型和临界转速主振型的相关性均>0.96。由以上结

果可知，修正后动力学相似模型的预测精度明显提

高，这也说明动力学等效建模的方案是可行的。通

过等效建模与修正能够得到与原型动力学相似的简

化模型，基于该模型进行试验研究能够有效降低成

本和提高效率。

3.4 动力学相似模型的验证

为了对发动机转子系统动力学相似设计方法的

有效性进行检验，通过动力学相似模型的频率及其

相似关系对发动机高压转子原型的 Campbell图进行

预测。图 8给出了动力学相似模型预测值与原型参

考值的对比，可见，动力学相似模型预测的进动频率

曲线与原型的基本吻合，这说明通过修正获得的动

力学相似模型能够有效预测原型的临界转速，且临

界转速基本满足 1/2的相似关系。

图 9对比了动力学相似模型（m）与原型（p）的模

Fig. 7 Dynamic equivalent model of reduced-scale

similarity model

Table 5 Comparison of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updated dynamic similarity model and prototype

Mode

Frequency/Hz

Critical speed/(r/min)

Order
1
2
1
2

Prototype
115.01
226.75
7161
14462

Initial
55.69
129.46
3441
8175

Updated
55.99
117.73
3440
7293

Similarity ratio
Initial
0.48
0.57
0.48
0.57

Updated
0.49
0.52
0.48
0.50

Similarity error/%
Initial
3.16
14.19
3.89
13.05

Updated
2.63
3.84
3.92
0.86

Cmac
Initial
0.96
0.80
0.96
0.84

Updated
0.99
0.96
0.99
0.98

Fig. 8 Comparison of Campbell diagrams between

dynamic similarity model and prot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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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应变能分布，由图 9可知，高压转子系统第一阶临

界转速的应变能主要集中在支承 1处，原型与模型

的应变能在整个转子系统中的占比分别为 73.81%
和 76.58%，而第二阶临界转速的应变能主要分布在

支承 2处，原型与模型的应变能占比分别为 65.33%
和 58.77%。此外，原型和模型在第一阶临界转速时

转子上的应变能占比分别为 16.52%和 11.88%，在第

二阶临界转速时分别为 23%和 21.67%。由仿真分

析结果可知，动力学相似模型能够有效预测原型的

应变能分布，达到了较好的效果，而产生的误差主要

由模型的简化所致，进一步改进结构简化方案进行

设计能够使得动力学相似模型的预测结果与原型更

为接近。

4 结 论

本文对航空发动机转子系统的动力学相似设计

方法进行了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1）采用本文的动力学相似设计方法能够得到

发动机高压转子系统的动力学相似模型，该模型结

构简单，尺寸和质量缩减明显，能够有效预测原型的

临界转速、振型和模态应变能分布，其中前两阶临界

转速相似误差分别为 3.92%和 0.86%，对应振型的相

关性均>0.98。
（2）在相似缩比模型设计时，应考虑畸变率对模

型精度和支承刚度工程实现的影响，若模型畸变产

生的误差较大，可在动力学等效建模的基础上，对动

力学相似模型进行适当修正。

（3）在动力学相似模型的等效建模中，动力学相

似模型的精度取决于对参考原型几何结构的简化程

度，本文采用的等效方案是可行的，在实际应用中，

模型的简化程度视实际工程精度的需求而定。

由于航空发动机结构的复杂性，原型发动机结

构本身的动力学建模研究，动力学的准确分析和确

定的认识，对动力学的相似设计起重要作用。在实

际工程设计应用中还需要明确原型需求，以完善动

力学相似性前提，进而建立关联机制，实现有效的

设计。

致 谢：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国工程物理

研究院联合基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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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爆震轴向载荷对双半内圈球
轴承疲劳寿命的影响 *

李胜远，郑龙席

（西北工业大学 动力与能源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9）

摘 要：针对脉冲爆震涡轮发动机 （PDTE） 中的周期性、强非定常轴向载荷可能导致滚珠轴承可

靠性降低的问题，应用损伤力学理论和有限元法建立了PDTE中双半内圈球轴承的疲劳寿命预测模型，

研究了在脉冲爆震燃烧室 （PDC） 引入的周期性、强非定常轴向载荷作用下双半内圈球轴承的疲劳寿

命。研究结果表明，双半内圈球轴承的两个半内圈均在接触区次表面最大切应力位置处萌生裂纹，随后

裂纹逐渐扩展至表面导致轴承疲劳失效。在PDC爆震阶段，由于引起第一半内圈疲劳损伤的切应力范围

较小，因此第一半内圈的疲劳寿命较高；而在PDC填充和排放阶段，由于接触摩擦作用以及滚珠滚过第

二半内圈时产生较大的切应力范围，从而导致第二半内圈的疲劳寿命较低。在对PDC爆震阶段引入的峰

值轴向载荷进行合理设计后，PDTE中双半内圈球轴承的疲劳寿命主要由第二半内圈的接触状态和轴承

的润滑条件决定。

关键词：脉冲爆震涡轮发动机；非定常轴向载荷；双半内圈球轴承；损伤力学理论；疲劳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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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ulse Detonation Axial Load on Fatigue Life of
Split Inner Ring Ball Bearing

LI Sheng-yuan，ZHENG Long-xi
（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710129，China）

Abstract：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periodic and strong unsteady axial load in pulse detonation turbine en⁃
gine（PDTE）may reduc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ball bearing，a fatigue life prediction model for a split inner ring
ball bearing was established by using damage mechanics theory and finite element method. The fatigue life of the
split inner ring ball bearing under the periodic and strong unsteady axial load introduced by pulse detonation com⁃
bustor（PDC）wa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wo half inner rings initiate cracks at the position of the maxi⁃
mum shear stress on the subsurface of the contact zone and then the cracks gradually spread to the surface，which
leads to the fatigue failure of the bearing. In the PDC detonation process，the fatigue life of the first half inner ring
is higher because the shear stress range that causes fatigue damage is smaller. In the fill and purge process，the
fatigue life of the second half inner ring is lower due to the contact friction effect and larger shear stress range
caused by the balls roll through the second half inner ring. After the reasonable design of the peak value of ax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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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 introduced in the detonation process of PDC，the fatigue life of the split inner ring ball bearing in PDTE is
mainly determined by the contact state of the second half inner ring and the lubrication condition of the bearing.

Key words：Pulse detonation turbine engine；Unsteady axial load；Split inner ring ball bearing；Damage
mechanics theory；Fatigue life

1 引 言

与传统航空发动机主燃烧室中的等压燃烧相

比，脉冲爆震燃烧具有接近等容燃烧、火焰传播速度

快 和 自 增 压 等 优 点［1-3］。 脉 冲 爆 震 涡 轮 发 动 机

（PDTE）是利用脉冲爆震燃烧室（PDC）替换传统航空

发 动 机 中 等 压 燃 烧 室 的 新 概 念 航 空 发 动 机［4-5］。

PDTE主要由进气道、压气机、PDC、涡轮和尾喷管组

成，PDC的燃烧产物驱动涡轮后由尾喷管高速排出以

产生推力。由于 PDC的工作过程包括新鲜反应物的

填充、爆震波的起始与传播、燃烧产物的排出，因此

与受到准稳态轴向载荷的传统航空发动机涡轮转子

相比，PDTE的涡轮转子将受到 PDC引入的周期性、

强非定常轴向载荷的作用，这使得 PDTE转子系统中

滚珠轴承上的轴向载荷不断变向，严重影响了滚珠

轴承的可靠性［6］。

目前，滚动轴承疲劳寿命的预测方法主要包括

基于统计学的寿命预测、基于经验的寿命预测和基

于力学的寿命预测［7-8］。其中基于统计学的寿命预测

采用Weibuill分布来反映典型工况下滚动轴承疲劳

寿命的离散性，但对复杂工况下轴承寿命的预测具

有不确定性［9］。基于经验的寿命预测方法通过提取

寿命特征参数来识别轴承的疲劳寿命，研究表明该

类方法在建模时未考虑滚动轴承的失效机理且预测

精度受多个因素的影响［10］。基于力学的寿命预测方

法又分为断裂力学方法和损伤力学方法，断裂力学

方法预测了从裂纹萌生阶段至轴承表面剥落阶段的

疲劳寿命，由于从结构完整至裂纹萌生阶段的寿命

在轴承的生命周期中占了很大比重，因此可以模拟

整个生命周期的损伤力学更适合预测滚动轴承的疲

劳寿命［11-12］。Xu等［13］应用损伤力学理论分析了表面

凹痕对滚子轴承表面裂纹的萌生和扩展的影响。Ra⁃
je等［14］建立了基于损伤力学理论的滚子轴承疲劳寿

命预测模型，研究了轴承表面的疲劳剥落机理以及轴

承材料的微观拓扑结构对次表面切应力的影响。

Slack等［15］利用损伤力学理论建立了显式有限元模型，

追踪了滚子轴承次表面的裂纹萌生和扩展过程。

Jalalahmadi等［16］基于损伤力学理论和 Voronoi有限元

法分析了轴承材料的拓扑随机性对滚子轴承疲劳寿

命的影响。在国内，牛蔺楷等［17-18］在通过静力平衡方

程获得滚珠轴承各滚珠接触状态的条件下，采用损

伤力学理论构建了考虑塑性变形的滚珠轴承疲劳寿

命预测模型。张杰毅等［19］和谢阶栋［20］建立了滚珠轴

承接触疲劳的损伤演化有限元模型，并通过实验验证

了损伤力学理论预测滚珠轴承疲劳寿命的有效性。

本 文 提 出 用 三 点 接 触 双 半 内 圈 球 轴 承 解 决

PDTE转子系统中轴向载荷不断变向的问题，针对此

方案，应用损伤力学理论和有限元法建立双半内圈

球轴承的疲劳寿命预测模型，研究在周期性、强非定

常脉冲爆震轴向载荷作用下双半内圈球轴承的疲劳

寿命。

2 寿命预估的损伤力学-有限元法

2.1 双半内圈球轴承的结构和接触状态

图 1为三点接触双半内圈球轴承的几何结构和

接触状态示意图。由于双半内圈球轴承的内圈由两

个轴向可分离的半套圈组成，因此可以承受双向轴

向载荷。图中 X轴为轴承的轴线，Ob为滚珠中心，db
为滚珠直径，Oi为第一半内圈的沟曲率中心，Oe为外

圈的沟曲率中心，Oh为接触椭圆中心，α为接触角，Fa
为作用在轴承上的轴向载荷。

由 Hertz接触理论可知滚珠与内外滚道之间的法

向接触载荷为［21］

Q i (e ),c = {K i (e ),c ( )δ i (e )
1.5 ( δ i (e ) > 0 )

0 ( δ i (e ) ≤ 0 )
（1）

式中 K i (e )，c为滚珠与滚道接触的载荷变形常量，i

Fig. 1 Geometric structure and contact state of the split

inner ring ball b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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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分别表示内外滚道，δ i (e )为滚珠与滚道之间的弹

性趋近量，由下式确定

δ i (e ) = | g i (e ) | - ( f i (e ) - 0.5) db （2）
式中 g i (e ) 为滚珠中心相对于滚道的位置矢量，

f i (e ) = r i (e ) /db为滚道曲率半径系数，r i (e )为沟曲率半径。

Hertz接触理论认为当轴承表面的摩擦力较小

时，滚珠与内外滚道之间的接触压力呈椭圆形分布，

且接触中心处的最大接触压力 p i (e )，max为［22］

p i (e ), max = 3Q i (e )
2πa i (e )b i (e ) （3）

式中 a i (e ) 为接触椭圆的长轴，b i (e ) 为接触椭圆的

短轴，二者分别由下式确定。

a i (e ) = m 3
a

3Q i (e )

2∑ρ i (e )
( )1 - ν21
E 1

+ 1 - ν22
E 2

（4）

b i (e ) = m 3
b

3Q i (e )

2∑ρ i (e )
( )1 - ν21
E 1

+ 1 - ν22
E 2

（5）

式中∑ρ i (e )为滚珠与滚道的曲率和；E 1，E 2，ν1和

ν2 分别为滚珠与滚道的弹性模量和泊松比；m a 和 m b
是与椭圆偏心率有关的参数。

椭圆接触区内任意一点的接触压力满足

p i (e ) (ζ1 ,η 1) = p i (e ), max 1 - ( )ζ1
a i (e )

2

- ( )η 1
b i (e )

2

（6）

式中 ζ1和 η 1为局部坐标系{ζ，O h，η}内的坐标。

滚珠与内外滚道接触时不仅在轴承表面产生接

触压力，也在接触区次表面产生切应力，最大切应力

的 大 小 为 τ i (e )，max = α i (e ) p i (e )，max，对 应 的 深 度 为 z i (e ) =
β i (e )b i (e )，α i (e )和 β i (e )均为与 γ i (e ) = b i (e ) /a i (e )有关的参数。

2.2 滚动轴承的损伤力学理论

轴承材料的力学性能在滚珠与内外滚道接触的

作用下会逐渐衰退。损伤力学理论将损伤变量 D

耦合到材料的应力-应变本构方程中，对材料的微

观失效机制进行建模。轴承材料的应力-应变本构

方程为［17］

σ ij = C ijkl (Iklmn - D klmn) εmn （7）
式中 σ ij，C ijkl，Iklmn，D klmn和 εmn分别为应力张量、刚

度张量、单位张量、损伤张量和应变张量。

四阶刚度张量 C ijkl 由弹性模量 E和泊松比 v定

义为

C ijkl = E
1 + ν

é
ë
ê
1
2 (δik δ jl + δil δ jk) +

ν
1 - 2ν δij δkl

ù
û
ú （8）

在材料各向同性损伤的假设下，式（7）被简化为

σij = C ijkl (1 - D) εkl （9）
式中 0 ≤ D ≤ 1。D = 0表示材料未损伤；D = 1

表示材料完全损伤失效。

在发动机正常工作情况下，轴承接触载荷引起

的等效应力小于材料的屈服应力，所以轴承的疲劳

失效属于高周疲劳（载荷循环次数通常>107）。因高

周载荷循环而失效的材料遵循准脆性损伤机制［23］。

dD
dN =

é

ë
êê

Δσ
σ r ( )1 - D

ù

û
úú

m

（10）

式中 N为载荷循环的次数，
dD
dN 为每次载荷循环

引起的损伤量，Δσ为引起损伤的应力范围，由材料对

接触载荷的响应确定，σ r为变形抗力，表征了材料抵

抗损伤积累的能力，σ r 和 m 是与轴承材料有关的

参数。

研究表明，在轴承表面光洁度较高且润滑良好

的情况下，接触区内的正应力有利于抑制裂纹产生，

而次表面的交变切应力是轴承疲劳失效的主要原

因［24］。因此，对于滚动轴承式（10）被改写为

dD
dN =

é

ë
êê

Δτ
σ r ( )1 - D

ù

û
úú

m

（11）
式中 Δτ是引起材料损伤的切应力范围。

因材料的扭转疲劳也是由切应力引起的，与滚

动轴承的损伤机理相似，因此可以用轴承材料的扭转

疲劳实验数据确定参数 σ r和 m。对于 GCr15轴承钢，

σ r=5979MPa，m=11.1［11］。由于滚珠与滚道之间的接

触疲劳属于高周疲劳，如果计算每次载荷循环引起

的材料损伤量，直至轴承疲劳失效，则计算效率较

低，因此本文采用半解耦的建模方法［15-16，19］。半解耦

方法假设在第 I段循环内，在切应力最大单元的损伤

度增加 ΔD的过程中，轴承的应力和应变场保持不

变。本文选取损伤度增量 ΔD=0.001，则在第 I段循环

内切应力最大单元的损伤度增加 ΔD所需要的载荷

循环次数为

ΔNI = ΔD/ (dD/dN) I, max （12）
式 中 ΔNI 表 示 第 I 段 循 环 的 载 荷 循 环 次 数 ，

(dD/dN)
I，max 表示切应力最大的单元在每次载荷循环

作用下的损伤度增量。

从式（11）中可以看出当单元的损伤度接近 1时，

每次载荷循环引起的损伤度增量较大，这将导致载

荷循环次数 ΔNI<1，从而低估了轴承的疲劳寿命，因

此 需 设 定 每 段 循 环 的 最 小 载 荷 循 环 次 数 ΔN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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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则式（12）被改写为［25］

ΔNI = max
æ

è

ç

ç

ç

ç
ççç
ç

ö

ø

÷

÷

÷

÷
÷÷÷
÷ΔD

( )dD
dN

I, max

,ΔNmin （13）

则在第 I段循环内，各个单元的总损伤度增量为

ΔDJ
I = ΔNI (dD/dN) JI （14）

式中 (dD/dN) J
I
表示在第 I段循环中每次载荷循

环引起的第 J个单元的损伤度增量；ΔDJ
I 表示在第 I

段循环中第 J个单元的总损伤度增量。

则在第 I段循环后，第 J个单元的损伤度累积为

DJ
I = DJ

I - 1 + ΔDJ
I （15）

累积的载荷循环次数为

N J
I = N J

I - 1 + ΔN J
I （16）

根据单元损伤度的累积，单元的弹性模量更新为

EJ
I = E 0 (1 - DJ

I ) （17）
式中 E0表示结构未损伤时材料的弹性模量，EJ

I

表示第 I段循环后第 J个单元的弹性模量。

根据更新后的单元弹性模量重新计算损伤条件

下的应力-应变场。重复上述过程，直至轴承表面出

现损伤度为 1的单元，此时累积的载荷循环次数即为

滚动轴承的疲劳寿命。基于损伤力学理论和有限元

法的滚动轴承疲劳寿命预测流程如图 2所示。

3 结果与分析

3.1 滚珠与滚道的接触状态

以图 1所示的三点接触双半内圈球轴承为研究

对象，详细结构参数如表 1所示。

利用爆震理论对一推力级 PDTE的压气机和涡

轮结构进行气动分析后，确定当 PDC的工作频率为

20Hz时，作用在压气机转子上的轴向载荷为 3.0kN，
方向向前，作用在涡轮转子上向后的轴向载荷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与传统航空发动机涡轮转

子受到准稳态的轴向载荷不同，在 PDC填充和排放

阶段，涡轮转子受到 0.4kN的轴向载荷，由于压气机

转子的轴向载荷大于涡轮转子，因此作用在转子系

统上的轴向载荷方向向前；而在 PDC爆震阶段，涡轮

转子瞬间受到 15.6kN的轴向载荷，此时作用在转子

系统上的轴向载荷方向向后。因此，在 PDTE工作过

程中，滚珠轴承受到 PDC爆震阶段引入的高峰值轴

向载荷的持续冲击作用，导致滚珠轴承上的轴向载

荷不断变向，影响了转子系统的可靠性。

在 PDC填充和排放阶段，第二半内圈和外圈左

侧承载转子系统的轴向载荷，经计算每个滚珠与滚

道之间的法向载荷为 603.9N。而在 PDC爆震阶段，

第一半内圈和外圈右侧承载爆震峰值轴向载荷，此Fig. 2 Life prediction process of rolling bearings

Table 1 Geometric parameters of the split inner ring ball

bearings

Parameter
Bearing inner diameter/mm
Bearing outer diameter/mm

Inner ring groove curvature radius/mm
Outer ring groove curvature radius/mm

Ball diameter/mm
Ball number

Contact angle/（°）

Value
32
60
4.905
4.953
9.525
10
25.5

Fig. 3 Axial force on the turbine in PD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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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每个滚珠与滚道之间的法向载荷为 2926.75N。根

据 Hertz接触理论可进一步确定在 PDC不同工作阶

段滚珠与内外滚道的接触状态。接触椭圆的长轴 a、

短轴 b、表面最大接触应力 pmax、次表面最大切应力

τmax及所在深度 z的计算结果如表 2所示。

3.2 次表面的切应力范围

从表 2中可以看出，在 PDC不同工作阶段，两个

半内圈的表面最大接触应力和次表面最大切应力均

大于相对应的外圈，同时由于内圈带动滚珠旋转而

外圈固定，所以内圈单位时间内承受的载荷循环次

数最多，最可能发生疲劳失效。根据表 2中两个半内

圈的接触状态构造二维平面应力有限元模型，通过

接触椭圆短轴的径向剖截面将计算域截断为宽度为

15b、高度为 7b的矩形域。两个内圈承受的外载以

Hertz接触压力等效，滚珠与第一半内圈仅在 PDC爆

震阶段产生接触，由于二者接触时间较短，所以表面

摩擦对第一半内圈疲劳寿命的影响被忽略。将爆震

阶段产生的接触压力施加到二维模型的中间区域，

如图 4（a）所示，接触压力的分布服从式（18）。

p = pmax 1 - ( )x/b 2
（18）

在 PDC填充和排放阶段，滚珠与第二半内圈接

触。为确定第二半内圈的接触状态，构建如图 4（b）
所示的二维平面应力模型，将 Hertz接触压力施加

在-2b~2b的 23个离散位置处，以模拟滚珠滚过第二

半内圈的行为，其中接触压力的分布服从下式

p (x) = pmax 1 - ( )x - x c
b

2
（19）

式中 xc为接触压力中心的坐标。

在 PDC填充和排放阶段，需考虑滚珠与第二半

内圈之间摩擦的影响，二者之间的摩擦力为

f (x) = μp (x) （20）
式中 μ为摩擦系数，在轴承润滑良好的情况下，μ

位于 1.5×10-3~2.2×10-3［26］。
在 ANSYS中建立如图 4（a）所示的二维平面应力

模型，如图 5所示，在模型中间位置施加服从式（18）
的接触压力。以 8节点的 Plane 183单元划分网格，因

轴承材料的晶粒尺寸为 5～15µm，所以本文四边形

单 元 的 边 长 取 10µm，轴 承 材 料 的 弹 性 模 量 E=
207GPa，泊松比 ν=0.3。为避免模型出现刚体位移而

导致计算不收敛，约束底边上节点的所有自由度。

在 PDC爆震阶段引入的峰值轴向载荷作用下，

第一半内圈的切应力分布如图 6（a）所示。从图中可

以看出，在接触区次表面出现了两个大小相等、方向

相反的切应力区，最大切应力 τxy=753.725MPa，最大

切应力单元对应的深度为 0.10mm，与表 2中 Hertz理

Table 2 Contact state of the split inner ring ball bearings

a/mm
b/mm
z/mm

pmax/MPa
τmax/MPa

First half inner ring
2.2479
0.2059
0.1020
3018.8
751.68

Right side of outer ring
1.9357
0.2636
0.1298
2738.2
679.90

Second half inner ring
1.3283
0.1217
0.0603
1783.9
444.19

Left side of outer ring
1.1439
0.1558
0.0767
1618.1
401.77

Fig. 4 Two-dimensional plane stress model of two half

inner rings

Fig. 5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first half inner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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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解的相对误差分别为 0.27%和 1.96%。因在 PDC
填充和排放阶段第一半内圈和滚珠无接触，而在 PDC
爆震阶段，接触区次表面的最大切应力为 τmax。因此，

仅在 PDC爆震阶段会导致第一半内圈疲劳损伤，且

引起损伤的切应力范围为 0~τmax，即 Δτ = τmax。

对于第二半内圈，按照图 4（b）所示，在-2b~2b的
23个不同位置处施加接触压力，当压力中心分别位

于-2b，0和 2b时，第二半内圈次表面切应力 τxy的分布

如图 6（b）~6（d）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滚珠滚过第

二半内圈时，接触区内的单元受到交变的切应力，且

位于-b~b内的单元经历了切应力的变向。图 7显示了

在 23个不同位置处，位于 x=0且 0，0.5b和 b深度处的

三个单元切应力的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三个单

元的切应力 τxy均发生了变向，因此引起第二半内圈疲

劳损伤的切应力范围为-τmax~τmax，即 Δτ = 2τmax。

3.3 疲劳寿命的预估

图 8显示了第一半内圈的损伤演化示意图及所

对应的载荷循环累积次数。蓝色表示单元无损伤，

颜色越深单元损伤越大，红色表示单元完全失效即

失去了承载能力。从图中可以看出，第一半内圈的

初始裂纹在次表面最大切应力单元处萌生，继续作

用载荷循环后，裂纹同时向内部和表面扩展，当裂纹

扩展至轴承表面时所累积的载荷循环次数即为第一

半内圈的疲劳寿命。经计算，在本文的研究工况下，

第一半内圈的疲劳寿命为 2.3402×109次，即可承受

2.3402×109次爆震峰值轴向载荷的冲击，当 PDC的工

作频率为 20Hz时，对应的使用时长为 32502.78h。
假设滚珠与第二半内圈之间的摩擦系数 μ =

0.002，设滚珠朝着 x轴正向运动，则摩擦力的方向指

向 x轴负向。第二半内圈的损伤演化如图 9所示，从

图中可以看出第二半内圈的损伤演化模式与第一半

内圈不同，由于 x轴负向的摩擦力增大了左侧单元次

表面的切应力，因此裂纹首先在左侧最大切应力单

元处萌生，并在摩擦力和接触压力的载荷循环作用

下逐渐传播至轴承表面导致第二半内圈疲劳失效。

经计算，第二半内圈的接触疲劳寿命为 3.824×108次。

当转子转速为 5000r/min时，由载荷循环次数与转速

之 间 的 关 系 可 知［24］，第 二 半 内 圈 的 使 用 时 长 为

214.79h，远小于第一半内圈的疲劳寿命。这是由于

在 PDC爆震阶段引起第一半内圈疲劳损伤的切应力

范围小于在接触摩擦作用下滚珠滚过第二半内圈时

所引起的切应力范围，因此由式（11）可得第一半内

Fig. 7 Shear stress of elements at different depths

Fig. 6 Distribution of shear stress for two half inner 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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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具有较小的损伤演化速率即较大的疲劳寿命。对

于近似受到定常轴向载荷的第二半内圈，由 Lund⁃
berg-Palmgren理论［27］可得其疲劳寿命为 3.101×108次，

与损伤演化有限元模型的计算结果相差 7.23×107次，

从而验证了本文双半内圈球轴承疲劳寿命预测模型

的有效性。

图 10显示了两个半内圈最大切应力单元的损伤

度和弹性模量随载荷循环次数的变化。从图中可以

看出最大切应力单元损伤度的累积和弹性模量的衰

减均随着载荷循环次数非线性变化。当单元损伤度

累积为 1或弹性模量减小为 0时，该单元失效即失去

了承载能力。从图中可以进一步看出轴承单元的疲

Fig. 9 Schematic diagram of damage evolution of the second half inner ring

Fig. 8 Schematic diagram of damage evolution of the first half inner ring

Fig. 10 Damage accumulation and elastic modulus vary with the load cy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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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寿命主要集中在 0~0.5的损伤度范围内。当轴承

单元的损伤度超过 0.5时，继续作用载荷循环会导致

轴承迅速失效。图 11分别给出了爆震峰值载荷的大

小和摩擦系数对两个半内圈疲劳寿命的影响。从图

11（a）中可以看出，增加爆震峰值载荷会增大次表面

单元的切应力，从而降低了第一半内圈的疲劳寿命，

但即使爆震峰值载荷为 20kN，第一半内圈的疲劳寿

命也为 8.025×108 次，即使用时长为 11145.83h。因

此，在对 PDC爆震阶段引入的峰值轴向载荷进行合

理设计后，PDTE中双半内圈球轴承的疲劳寿命主要

取决于压气机和 PDC填充、排放阶段的轴向载荷。

从图 11（b）中可以看出，增大摩擦系数会显著减小第

二半内圈的接触疲劳寿命，因此必须保证双半内圈

球轴承在工作过程中被良好的润滑。

4 结 论

通过本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三点接触双半内圈球轴承可承受较大的双

向轴向载荷，可将其应用于 PDTE中，以解决转子系

统轴向载荷不断变向所引起的滚珠轴承可靠性降低

的问题。

（2）在 PDTE中周期性、强非定常轴向载荷的作

用下，双半内圈球轴承的两个半内圈均在接触区次

表面最大切应力位置处萌生裂纹，随后裂纹逐渐扩

展至表面导致轴承疲劳失效。

（3）在 PDC爆震阶段，由于引起第一半内圈疲劳

损伤的切应力范围较小，因此第一半内圈的疲劳寿

命较高；而在 PDC填充和排放阶段，由于接触摩擦作

用以及滚珠滚过第二半内圈时产生较大的切应力范

围，从而导致第二半内圈的疲劳寿命较低。

（4）在对 PDC爆震阶段引入的峰值轴向载荷进

行合理设计后，PDTE中双半内圈球轴承的疲劳寿命

主要由第二半内圈的接触状态和轴承的润滑条件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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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毛细管法高温气态环己烷黏度测量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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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探索双毛细管法在碳氢燃料高温气态黏度测量中的应用，采用双毛细管法测量了亚临

界压力下环己烷的高温气态黏度。测量温度为 301.9~567.1K（间隔约 10K）；压力为 0.5~4.0MPa（间隔

1.0MPa）。考虑螺旋管圈的二次流效应，使用基于雷诺数Re或迪恩数De的函数关系式对黏度测量结果进

行离心修正。在测量参数条件下，气态环己烷的雷诺数Re≤1984.5。研究表明：双毛细管法测量环己烷

液态和气态黏度时，螺旋管圈的二次流效应具有显著差别；液态环己烷的离心修正系数<4.32%，气态

环己烷的离心修正系数最高达到 49%；离心力二次流效应是影响环己烷气态黏度测量精度的最重要因

素；离心修正关系式的准确度对环己烷气态黏度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产生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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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develop the application of two-capillary method on the viscosity measurement of gas
hydrocarbon fuel at high temperature，the viscosities of gas cyclohexane were measured by the two-capillary vis⁃
cometer at high temperature and subcritical conditions. The temperature ranged from 301.9K to 567.1K（about
10K intervals）and pressure ranged from 0.5MPa to 4.0MPa（1.0MPa intervals）. Considering the secondary flow
of fluid in the coils，the viscosity measurement results were modified by centrifugal correction coefficient as a
function of Reynolds number（Re）or Dean number（De），and the Reynolds numbers（Re）of the gas cyclohex⁃
ane were below 1984.5 in the measurements. The research indicated that the secondary flow effect in the coils dif⁃
fers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viscosity measurement of liquid and gas cyclohexane by two-capillary method. The
centrifugal correction coefficients for viscosity measurements of liquid cyclohexane was less than 4.32%，for vis⁃
cosity measurements of gas cyclohexane was up to 49%.Therefore，the second flow effect that results from centrif⁃
ugal force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measurement accuracy of the viscosity of gas cyclohexane，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centrifugal correction func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determining the uncertainties of
measurement results of viscosity of gas cyclohex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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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新型高超声速飞行器中，再生冷却技术是很

有前景的热防护方法［1］。再生冷却系统运行时，碳氢

燃料既是推进剂也是冷却剂。燃料流过布置在燃烧

室壁面内的冷却通道，作为冷却剂带走多余的热量，

然后喷入燃烧室燃烧［2］。在冷却通道内，随着燃料温

度升高，燃料的物性（动力黏度等）发生剧烈变化，表

现为沿着冷却通道的方向，雷诺数不断变化。

再生冷却技术的发展使得获得高温碳氢燃料的

热物性数据成为需要。碳氢燃料往往是组分复杂的

混合物，由正构烷烃、异构烷烃、环烷烃和芳香烃等

烃类化合物组成［3］。除了实验测量外，获得碳氢燃料

的物性还可以用替代模型来计算，有学者提出单组

元、三组元、四组元和六组元等替代模型［4］。环己烷

分子具有简单、典型的环状结构，是一种实用的环烷

烃代替分子。环己烷动力黏度（以下简称黏度）测量

方法研究可起到以下作用：（1）为碳氢燃料黏度测量

提供方法；（2）丰富环己烷黏度数据库；（3）为碳氢燃

料热物性计算提供数据。

2014年，Tariq等［5］总结了环己烷黏度测量的历

史文献，共 186篇文献含 1427个数据点，用于发展

环己烷黏度预测关联式。其中 88.7% 的文献只测

量了大气压下、室温附近的液态环己烷黏度。测量

温度最低为 288K，最高为 673K，测量压力最高到

110MPa。这些数据主要分布在 0.1~100MPa的液态

区 ，气 态 区 仅 有 Grachev 等［6］（473~673K，0.1~
60MPa）和 Vogel等［7］（298~632K，0~0.3MPa）测量的

两组数据。所有数据中，测量温度高于 423K的仅

有 3组。本文采用双毛细管法对高温环己烷的黏

度 进 行 测 量 ，测 量 压 力 从 0.5~4MPa（接 近 临 界 压

力），测量温度从 301.9~567.1K（临界温度附近），测

量范围内的相态既有液态也有气态，本文重点研究

二次流效应对双毛细管法环己烷气态黏度测量的

影响。

常温气体、高温液体的黏度测量，毛细管法的测

量精度很高。 2005年，Berg［8］使用毛细管法测量了

He，N2和 Ar等气体在常温下（298.15K）的黏度，和文

献测量值偏差仅 0.162%。近年来，Liu等［9］将双毛细

管法应用于碳氢燃料高温液态黏度测量。对于高温

气体的黏度测量，毛细管法的应用也非常广泛，但测

量精度有所下降［10-11］。文献［12-14］使用毛细管法得

到了大量的过热水蒸汽黏度数据，使用的毛细管内

径约 0.2~0.5mm，长度约 300~500mm，测量不确定度

约 3%~4%。

本文使用双毛细管法测量了高温气态环己烷的

黏度，因碳氢燃料在高温下易发生裂解、产生结焦，

因此使用 1.6mm内径毛细管。由于内径增加，需要采

用更长的毛细管来测量阻力，为了方便将测量试验

段放置于加热炉中，将毛细管制成了螺旋管圈。螺

旋管圈二次流效应对环己烷高温气态黏度测量的影

响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2 双毛细管法黏度测量原理

2.1 基本方程

在泊肃叶流动中，定常不可压缩牛顿流体在长

直圆管内作无滑移层流，流体的质量流量 Qm和管内

压力梯度 Δp/L关系为

Qm = πD
4

128
Δp
L
ρ
η

（1）
式中 η为流体黏度，ρ为流体密度，L为管长，D为

管内径。

定义毛细管结构系数 Z，有如下关系

Qm = Z ⋅ Δp ρη （2）
在双毛细管法中，两段毛细管串联，上游为对比

段，下游为实验段。实验段维持恒温 T，对比段维持

恒温 T0。可得实验段与对比段内流体的黏度比 rη如

式（3）所示［9］。

rη = ηT, pM
ηT0 , pR

= ΔpM, TΔpR, T0
ρT, pM
ρT0 , pR

ZM, T
ZR, T0

（3）
式中下标M表示实验段，下标 R表示对比段。

在常温常压下标定毛细管结构系数：实验段和

对比段维持恒温 T0。可得双毛细管结构系数之比，如

式（4）所示，下标 cal表示标定实验。

ZM, T0
ZR, T0

= ( ΔpR, T0ΔpM, T0
ρT0 , pR
ρT0 , pM

ηT0 , pM
ηT0 , pR ) cal （4）

考虑高温测量时，热膨胀对高温毛细管结构系

数的影响［9］，假设管材各向同性，α为毛细管金属材

料的线膨胀系数，则有

ZM, T
ZM, T0

= ( L + ΔL
L

)3 = (1 + αΔT)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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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ΔT为实验段测量时相对结构系数标定时的

温升，ΔT=T-T0。用 rρ 表示式（3）中的密度比，将式

（4）、（5）代入式（3），可得高、低温流体的黏度比为

rη = rρ ΔpM, TΔpR, T0 ( ΔpR, T0ΔpM, T0
ρT0 , pR
ρT0 , pM

ηT0 , pM
ηT0 , pR ) cal·(1 + αΔT) 3（6）

根据式（6），已知流体密度和对比状态下流体的

黏度，可得到测量状态下流体的黏度。

2.2 离心修正

毛细管内径为 D，螺旋管圈盘绕直径为 Dcurve。相

同流量下，螺旋管内压降必然大于直管内压降，直毛

细管的压降 Δps乘以一个系数即可得到螺旋毛细管

的压降 Δpc，即
Δp c = fcent (De )Δp s （7）

式中 fcent为二次流效应修正系数，与迪恩数 De有

关。其中，De=Reδ0.5，曲率 δ=D/Dcurve。

Dean［15］研究小曲率弯管时，将弯管内流动 N-S
方程简化为 Dean方程，使用微扰法得到速度分布

的近似解。在横截面上积分轴向速 度 得 到 体 积

流 量 ，之 后 在 相 同 压 力 梯 度 下 与 直 管 内的体积

流量比较［16］。转换和计算后易知 fcent（De），适用于

De<16.7［17］。
White［18］实验测量了曲率（内径 /mm），分别为

1/15（10.3），1/50（6.3），1/2050（3）三种弯管的阻力，在

相同雷诺数下与直管内的阻力比较得到 fcent-Re图，拟

合后得到 fcent（De）。Hasson［19］将White的实验数据重

新整理，认为在 De较大时（30<De<2000），fcent和 De0.5

成正比，即

fcent = 0.0969De0.5 + 0.556 （8）
Van Dyke［17］在 Dean的基础上进一步求解，结果

显示当 De较大时（De>30）时 fcent与 De0.25成正比，如式

（9）所示。这与White等的实验结果矛盾，但是数值

计算的结果［20］表明，当 De<100时，Van Dyke的关系式

仍足够精确。

fcent = é
ë
êê1 + 16 ( De

40.58 )
4ù

û
úú

1 16

（9）
本文选用 Van Dyke公式（De<100）和 Hasson公式

（30<De<2000）来分段确定 fcent，因两个公式有重合的

部分，选取分段点为 De=60，使曲线尽量平滑，当 De≤
60时使用式（9），当 De>60时使用式（8）。

在本文的实验中，曲率 δ=1/100，根据 Adler［21］的
实验可知，该曲率下弯管内的临界雷诺数向后推移

至 4730，由此得到分段 fcent-Re关系，如图 1所示。测

量参数在 0<Re<100时，二次流效应带来的阻力增加

几乎可以忽略。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离心修正关系式中包含待

测量黏度，所以离心修正的过程采用迭代计算。

2.3 双毛细管的结构参数

设计毛细管黏度计时，确定毛细管尺寸主要考

虑以下两因素：（1）合适的压降范围；（2）黏度计内的

流体须保证层流。

当流体的质量流量一定且毛细管的结构确定

时，毛细管内的压降与流体的运动黏度（η /ρ）成正

比（文中出现的“黏度”均指动力黏度 η，此处“运动

黏度”指动力黏度和密度之比 η /ρ），如式（10）所示。

定压条件下随着温度的升高，流体的运动黏度逐渐

降低直到相变点达到最低，气化点运动黏度突然增

加，气化后随温度升高而逐渐增加，如图 2所示为

不同压力下水的运动黏度变化规律。由此可知，定

压（接近临界压力）条件下，当流体为饱和液时，该

压降约为实验工况的最小压降，必须满足压差表的

分辨率。

Δp = η
ρ
128L
πD4 Qm = 32LD3

η2

ρ
Re （10）

综上所述，根据 Tariq等［5］推荐的计算值，环己烷

Fig. 2 Kinematic viscosity ν of water as a function of

temperature T along isobars

Fig. 1 Centrifugal correction fcent as a function of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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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42.15K时，饱和压力为 3.53MPa。此时环己烷饱

和液的黏度为 61.19µPa∙s，密度为 413.74kg/m3，可以

认为是测量工况内的压降最小点。同时调节流量使

得 Re≤100。若要此时毛细管内的压降易于测量且不

被 零 点 漂 移 干 扰 ，采 用 Rosemount 压 差 表（量 程

0.7kPa）进行压差测量，该压降至少要>0.02kPa，则毛

细管的结构必须满足

L
D3 = ρ

η2
Δp
32Re > 1.73 × 109 （11）

当毛细管内径为 1.6mm，可得毛细管长度至少需

2.83m，取整为 3m。另外，从以上计算中也可以看出，

流体气化后，雷诺数会剧增。流量一定且已经很小

的情况下，此时想要使毛细管内的 Re<100非常困难。

3 实验装置与实验方法

3.1 实验样品

实验样品为环己烷，CAS登录号 110-82-7，样品

来源为阿拉丁，纯度≥95.5%（质量分数）。Zhou等［22］

给出：环己烷的三相点温度为 279.86K，三相点压力

为 5.3487kPa；临界温度为 553.6±0.3K，临界压力为

4.0805±0.04MPa。
3.2 实验系统

实验系统示意图如图 3所示。实验系统包括恒

流柱塞泵（0~9.9ml/min）、水浴恒温槽、空气浴恒温

槽、上下游毛细管、压力压差和温度测量装置、过滤

器和背压阀等。

双毛细管黏度测量试验段主要包括对比段和实

验段两个毛细管螺旋盘管。对比段和实验段毛细管

均采用 316不锈钢管。对比段毛细管内径 250µm，盘

绕直径为 57.5mm，长 1.220m；实验段内径 1.6mm，盘

绕直径为 160mm，长 3.000m。上游对比段毛细管通

过水浴（去离子水）维持恒温；下游实验段毛细管通

过空气浴维持恒温。实验段毛细管前布置预热盘

管，将测量工质加热到测量温度。

3.3 测量仪表及其不确定度

采用 Rosemount 3051CD压差表测量对比段压差

ΔpR，T0和实验段压降 ΔpM，T，采用瑞士 Huba公司的压力

表测量对比段出口压力 pR和实验段入口压力 pM，采用

Omega标配 K型铠装热电偶分别测量水浴温度 T0、实

验段进口温度 Tin和出口温度 Tout。

测量仪表的参考精度和测量值的标准不确定度

见表 1。其中 Omega出厂的 K型铠装热电偶的误差

范围为 2.2℃或 0.75%，以较大者为准。取 k=2，按正

态分布求得标准不确定度为 1.1℃或 0.375%Nreading，其

中 Nreading表示读数。

3.4 实验步骤

首先标定双毛细管的结构系数。将上、下游毛

细管在恒温容器中保持恒温，约 298K。环己烷在室

温下以 1ml/min的恒定体积流量流进入双毛细管系

统。测量两段毛细管的压降，重复多次实验取平均

值，代入式（4）得到结构系数之比。标定结束后，上

游毛细管恒温为约 298.5K，将下游毛细管升温并维

持在测量温度，调节系统压力后测量两段毛细管的

压降。将压降测量值代入式（6），可得上、下游毛细

管的高、低温流体黏度比，已知参考黏度和密度比可

得高温黏度。最后，考虑二次流效应，应用公式（7）、

（8）和（9），对黏度测量值进行修正，得到修正后的黏

度测量结果。

4 结果与讨论

4.1 环己烷的黏度测量结果

环己烷黏度测量参数范围：压力为 0.5~4.0MPa，
温度为 301.9~567.1K。测量数据点分布如图 4所示。

在测量参数范围内，流体处于液态和气态，以气液饱

和线为界分布在两侧。由图 4知，文献［6，9，23-25］
中对环己烷的黏度测量主要集中在液态区。

为了得到环己烷在温度 T和压力 pM下的黏度，需

要环己烷在温度 T0和压力 pR下的参考黏度数据。本

文从文献中选取了 12个黏度数据来建立在 T0和 pR附

近的局部黏度关联式（12），选取数据时考虑了它们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xperimental appar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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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量范围和测量不确定度［6，24-26］，如表 2所示。这

些黏度数据的温度处于 288.69～308.15K，压力小于

10MPa，不确定度≤2%。

拟合局部黏度关联式时采取了如下的形式［27］，

各物理量的单位与表 2相同。

lnη = a + bT + cp （12）
式（12）中的参数见表 3，关联式的相对偏差的绝

对值平均（AAD）为 0.3%，最大值（MAD）为 0.66%。

计 算 所 需 的 密 度 比 rρ 来 自 美 国 国 家 标 准 局

（NIST）的 REFPROP软件（版本 10.0）。由软件说明可

知，温度<500K时，密度的不确定度为 0.1%，温度大

于 500K时，为 0.2%。

表 4给出了环己烷的黏度测量结果，共获得了

140个黏度数据。测量温度 T取实验段入口和出口温

度的平均值，测量压力取实验段入口压力 pM。

4.2 结果分析

4.2.1 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分析

不考虑离心修正公式误差的情况下，由测量过

程的不确定度和读数过程的标准差计算可得，环己

烷黏度测量结果的标准不确定度一般为 2%~3%，最

大为 3.8%。表 4中的每个环己烷黏度测点的相对标

准不确定度如图 5所示，其中，大部分气态黏度的相

对标准不确定度约 2%~2.5%，大部分液态黏度的相

对标准不确定度约 2.5%~3%。液态黏度不确定度大

于气态黏度不确定度的原因是液态低温黏度对温度

变化更敏感，此时热电偶误差引起的温度测量不确

定度会导致较大的黏度测量不确定度。

不确定度的传递公式如式（13）所示。第 1个

Table 2 Literature viscosity data η of cyclohexane at

temperatures T and pressures p together with relative

uncertainties ur(η)

Reference
［26］

［25］

［24］

［6］

T/ K
298.15
288.69
298.23
298.41
308.99
298.15
298.15
298.15
298.15
308.15
308.15
308.15

p/ MPa
0.1
0.1
0.1
0.1
0.1
0.1
6.2
0.1
10.0
0.1
5.0
10.0

η/（µPa∙s）
896.1
1056.8
893.8
889.4
749.4
891.8
970.2
894.2
1022.3
753.8
808.4
855.1

ur（η）/%
2.0

0.3

2.0

-

Fig. 4 Distribution of viscosity data η of cyclohexane at

temperatures T and pressures p

Table 1 Accuracy of transmitters and type B evaluation of standard uncertainty u

Transmitter
K type Thermocouple
Pressure transmitter①
Pressure transmitter②

Differential pressure transmitter①
Differential pressure transmitter②

Range
-200~1250℃
0~25MPa
0~16MPa
0~248kPa
0~745Pa

Accuracy
2.2℃ or 0.75%Nreading

0.3%
0.3%
0.04%
0.1%

Measurement result
T0，Tin，Tout

pR
pM

ΔpR，T0
ΔpM，T

u

1.1℃ or 0.375%Nreading
0.038MPa
0.024MPa
0.05kPa
0.4Pa

Table 3 Parameters in equation (12)

a

11.9105
b

0.01715
c

0.01311
AAD/%
0.3

MAD/%
0.66

Fig. 5 Estimated standard relative uncertainties ur(η) of

individual viscosity measurements η as a function of

temperatur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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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Experimental viscosity ratios rη and derived viscosities η of cyclohexane*

T/K
pM=0.5MPa

302.0
319.8
327.4
335.1
345.7
360.7
368.2
376.5
391.7
398.1
405.5
416.6
423.5
427.5
430.9
446.9
456.6
466.1
477.7
486.1
498.5
505.1
519.0
528.5
538.7
549.1
558.0
566.9

pM=1.0MPa
302.0
319.8
327.5
335.1
345.5
360.9
368.2
376.4
391.6
398.0
405.5
416.5
422.5
430.9
436.9
446.3
456.7
462.8
476.8

rρ

0.9957
0.9737
0.9641
0.9544
0.9408
0.9211
0.9111
0.8998
0.8785
0.8693
0.8584
0.0170
0.0165
0.0162
0.0165
0.0158
0.0151
0.0148
0.0151
0.0139
0.0135
0.0128
0.0131
0.0129
0.0126
0.0120
0.0118
0.0112

0.9957
0.9737
0.9642
0.9546
0.9413
0.9213
0.9116
0.9005
0.8794
0.8704
0.8594
0.8430
0.8338
0.8204
0.8105
0.7947
0.7759
0.0352
0.0346

rη

0.9407
0.7075
0.6353
0.5774
0.5031
0.4287
0.3953
0.3634
0.3144
0.2923
0.2762
0.0013
0.0085
0.0033
0.0057
0.0073
0.0081
0.0085
0.0089
0.0097
0.0105
0.0106
0.0105
0.0102
0.0104
0.0108
0.0114
0.0114

0.9417
0.7066
0.6357
0.5772
0.5053
0.4291
0.3958
0.3654
0.3176
0.2918
0.2761
0.2530
0.2453
0.2317
0.2180
0.2005
0.1841
0.0116
0.0070

ηmeaT，pM/（µPa∙s）

842.6
634.5
569.7
517.9
451.1
384.3
354.4
325.8
282.2
262.4
247.9
1.14
7.63
2.96
5.14
6.56
7.23
7.65
8.00
8.68
9.40
9.47
9.42
9.16
9.36
9.67
10.25
10.21

850.0
638.0
574.2
521.5
456.4
387.4
357.6
330.1
287.3
263.9
249.5
228.7
221.8
209.4
196.9
181.2
166.3
10.46
6.37

T/K
485.0
497.4
505.5
517.4
528.3
538.8
549.7
556.7
566.2

pM=2.0MPa
302.0
319.8
327.6
335.3
345.5
361.0
368.2
376.4
391.8
398.0
405.6
416.6
422.5
430.7
436.7
446.2
456.5
465.0
476.3
485.1
497.3
503.9
516.3
526.4
537.0
548.4
556.9
566.1

pM=3.0MPa
302.0
319.8
327.7
335.6
345.4
361.1
368.2
376.4
391.8
398.0

rρ

0.0327
0.0322
0.0317
0.0295
0.0305
0.0288
0.0268
0.0268
0.0268

0.9958
0.9740
0.9643
0.9548
0.9418
0.9220
0.9125
0.9016
0.8806
0.8718
0.8611
0.8449
0.8362
0.8234
0.8140
0.7982
0.7804
0.7648
0.7425
0.7231
0.6930
0.0748
0.0724
0.0659
0.0654
0.0631
0.0603
0.0577

0.9958
0.9742
0.9646
0.9548
0.9425
0.9226
0.9134
0.9026
0.8819
0.8734

rη

0.0092
0.0097
0.0108
0.0110
0.0122
0.0128
0.0129
0.0129
0.0132

0.9400
0.7081
0.6321
0.5771
0.5046
0.4299
0.3962
0.3661
0.3214
0.2924
0.2772
0.2546
0.2468
0.2327
0.2179
0.2021
0.1863
0.1771
0.1633
0.1522
0.1403
0.0998
0.0082
0.0096
0.0109
0.0120
0.0133
0.0129

0.9392
0.7068
0.6319
0.5750
0.5073
0.4292
0.3955
0.3667
0.3236
0.2965

ηmeaT，pM/（µPa∙s）
8.27
8.73
9.76
9.93
11.02
11.55
11.65
11.64
11.93

859.4
647.7
578.0
527.7
461.4
393.3
362.4
334.9
294.3
267.8
253.8
233.1
226.0
213.1
199.5
184.8
170.4
162.1
149.5
139.2
128.5
91.3
7.55
8.79
9.95
10.99
12.20
11.84

869.7
654.8
585.9
532.6
470.4
397.7
366.6
339.8
300.3
275.2

T/K
405.6
416.7
422.5
430.6
436.6
446.2
456.4
465.0
476.1
485.8
496.4
505.6
516.9
527.5
537.8
548.4
555.8
565.9

pM=4.0MPa
302.0
319.8
327.6
335.9
345.1
361.1
368.2
376.3
392.0
398.0
405.6
416.9
422.5
430.6
436.4
446.4
456.3
465.0
476.1
485.3
496.5
505.2
516.6
527.3
537.0
547.8
556.2
567.1

rρ

0.8628
0.8468
0.8384
0.8261
0.8169
0.8015
0.7846
0.7695
0.7483
0.7289
0.7050
0.6820
0.6482
0.6072
0.1194
0.1122
0.0997
0.1000

0.9959
0.9745
0.9650
0.9549
0.9435
0.9233
0.9143
0.9038
0.8830
0.8749
0.8645
0.8485
0.8405
0.8286
0.8196
0.8043
0.7883
0.7734
0.7536
0.7358
0.7130
0.6927
0.6640
0.6305
0.5906
0.5288
0.2071
0.1676

rη

0.2783
0.2544
0.2464
0.2335
0.2182
0.2030
0.1883
0.1787
0.1644
0.1533
0.1393
0.1305
0.1200
0.1039
0.0671
0.1084
0.0181
0.0318

0.9397
0.7065
0.6334
0.5693
0.5096
0.4279
0.3957
0.3679
0.3193
0.3010
0.2783
0.2546
0.2468
0.2349
0.2196
0.2115
0.1898
0.1797
0.1659
0.1557
0.1412
0.1332
0.1223
0.1077
0.1071
0.0922
0.0544
0.0292

ηmeaT，pM/（µPa∙s）
258.2
236.0
228.6
216.7
202.4
188.1
174.5
165.7
152.4
142.0
129.1
121.0
111.3
96.4
62.1
100.4
16.74
29.47

881.5
663.6
594.2
534.4
478.6
401.5
371.5
345.2
300.0
283.0
261.4
239.2
231.8
220.7
206.0
198.5
178.1
168.6
155.7
146.1
132.6
124.9
114.8
101.1
100.4
86.6
51.0
27.41

* The temperature of upstream capillary was set to T0=298.5K，and downstream capillary was set to desired T ±2.2K. The pressure of downstream capillary
was set to desired pM ±0.05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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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 2个中括号表示测量和标定时压差测量带来

的不确定度，第 3个中括号表示热膨胀修正时温

差测量带来的不确定度，第 4个和第 5个中括号表

示测量和标定时引用数据带来的不确定度，第 6
个和第 7个中括号表示温度和压力测量带来的不

确定度。

u2r (ηT,pM ) = [ u2r (ΔpM,T ) + u2r (ΔpR, T0 ) ] +
[ u2r (ΔpM,T0 ) + u2r (ΔpR,T0 ) ] cal +
3[ α ⋅ u ( )ΔT / ( )1 + αΔT ] 2 +
[ u2r ( ρT,pM /ρT0 ,pR ) + u2r (ηT0 ,PR ) ] +
[ u2r ( ρT0 ,pR /ρT0 ,pM ) + ]u2r (ηT0 ,pM /ηT0 ,pR ) cal

+

[ η-1T,pM (∂ηT,pM /∂T )u (T) ]
2 +

[ η-1T,pM (∂ηT,pM /∂pM )u (pM) ]
2

（13）

4.2.2 离心修正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测量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效应包括热膨胀和二

次流等，其中二次流对测量结果的影响最大，修正因

子 fcent如图 6所示。图 7表明，测量值在考虑二次流效

应（进行离心修正）前、后的黏度值变化显著。图 8和
图 9分别为离心修正前后环己烷黏度的修正量 ηafter-
ηbefore和相对修正量（ηafter-ηbefore）/ηbefore。

从图 7，8和 9中看出：（1）环己烷发生相变从液

态变成气态，黏度值发生突变迅速降低。从黏度值

突变的趋势上可以大概判定相变点的位置。（2）液态

下的二次流效应不显著，对黏度测量值的修正较小；

而气态下的二次流效应对黏度测量值产生显著影

响。校核管路内的 De和 Re可知，流体处于液态时实

验 段 内 Re≤117.7，流 体 处 于 气 态 时 实 验 段 内 Re≤
1984.5。（3）流体处于液态时，离心修正前后黏度的修

正量最大为 -2.3µPa∙s，相对修正量 <4.32%。（4）流

体处于气态时，离心修正前后黏度的修正量最大

为-5.98µPa∙s，相对修正量<49%。

因此可以看出，对运动黏度小的流体来说，为了

观测到最小压降，使得毛细管长度大幅增加，盘绕后

引入接近 49%的相对修正量，远远大于测量过程中

的 4%~6%的测量不确定度（k=2）。此时，离心修正的

误差成为测量精度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4.2.3 环己烷的黏度

将本文黏度测量值与流体物性查询软件 REF⁃

Fig. 8 Differences ηafter-ηbefore of the viscosities of

cyclohexane result from centrifugal correction

Fig. 7 Viscosity η of cyclohexane as functions of

temperatures T along isobars

Fig. 6 Centrifugal correction fcent as a function of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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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版本 10.0）预测值对比，图 10（a）和图 10（b）分

别为液态和气态环己烷的测量黏度相对于 REFPROP
预测黏度的相对偏差。

从图中可知：（1）当温度低于 423K时，本文的测

量 结 果 与 REFPROP 预 测 值 一 致 ，平 均 相 对 偏 差

1.4%，最大相对偏差 5%。（2）本文使用的实验装置在

液态区测量准确，结果可靠。（3）当温度高于 423K时，

对于气态环己烷，本文的测量结果比 REFPROP预测

值小，平均相对偏差 20.9%，最大相对偏差 58%。

气态环己烷的黏度之所以小于预测值，是离心

修正的结果。根据测量原理，盘绕弯管导致阻力增

加，因此测得的流体黏度必然偏大，经过离心修正可

得直管阻力和真实黏度。如图 7（a）和（b），修正前相

对预测值偏大，修正后相对预测值偏小。

测量结果与 REFPROP预测值的偏差有两个原

因：（1）REFPROP预测关系式所依据的数据库本身缺

乏高温气态数据，其预测值本身存在偏差。（2）在测

量过程中，离心修正公式存在不确定度。实验结果

表明：离心修正对气态环己烷的黏度测量结果影响

较大。所以，作者接下来的工作将致力于验证该公

式的误差并改进测量方法，使其适合碳氢燃料各个

相态的黏度测量。

5 结 论

采用双毛细管法测量了亚临界压力环己烷的高

温液态和气态黏度，得到以下结论：

（1）双毛细管法得到的环己烷液态黏度测量结

果与 NIST关联式数据吻合良好，平均偏差 1.4%；气

态黏度测量结果与 NIST关联式的平均偏差 20.9%。

（2）气态黏度测量结果偏差较大的原因主要有

两点：其一 NIST使用的关联式本身拟合时缺乏有效

的气态实验数据，导致该关联式的环己烷气态黏度

误差较大；其二是本文采用的双毛细管法在测量时

的不确定度受到二次流效应的显著影响。

（3）双毛细管法测量环己烷液态和气态黏度时，

螺旋管圈引入的离心修正系数值差别较大。流体处

于液态时实验段内 Re≤117.7，相对修正量 <4.32%。

流体处于气态时实验段内 Re≤1984.5，相对修正量小

于 49%。

对于运动黏度较小的流体，比如碳氢燃料，必须

将毛细管盘绕起来，此时测量的精度（气态）取决于

离心修正关系式的准确程度。所以，作者之后的研

究将致力于改进测量方法和进一步确定离心修正关

系式。

致 谢：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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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壁面压力的试验参数分析方法 *

王西耀，赵慧勇，谭 宇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高超声速冲压发动机技术重点实验室，四川 绵阳 621000）

摘 要：为了在冲压发动机试验过程中丰富试验参数类别和提高参数分析速度，针对直连式超燃冲

压发动机，原创性地提出了基于壁面压力测量结果的试验参数分析方法。该方法引入原子流量守恒方程

构建了封闭方程组，在无需任何额外测量仪器的条件下，以壁面压力、来流参数和燃烧室面积变化律为

输入，求解方程组可快速获得超燃冲压发动机的马赫数、温度、速度、组份浓度、燃烧效率等参数。结

合三维数值计算和地面试验，通过两个算例对该方法的可行性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该算法可以获得

较高的精度，在燃烧室出口，速度、温度等误差均在5%以内，组份浓度分布和数值结果非常吻合。

关键词：超燃冲压发动机；试验参数；参数分析方法；燃烧效率；数值计算；壁面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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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 Extracting Method Based on Wall Pressure

WANG Xi-yao，ZHAO Hui-yong，TAN Y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Scramjet Laboratory，China Aerodynamic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Mianyang 621000，China）

Abstract：To enrich the analyzing data and increase the analyzing efficiency in scramjet experiments，a pa⁃
rameter extracting method based on wall pressures for direct connected scramjet was developed. With only tested
wall pressures and no other measured parameters，the method can obtain all important parameters on line such as
Mach number，temperature，velocity，species mass fraction，combustion efficiency and so on by solving a set of
six equations which consists of atom flux conservation equations，state equation of idea gas and energy conserva⁃
tion equation. The method was tested and verified by 3D numerical simulations and experiments of two direct con⁃
nected scramjets. The errors of velocity and temperature at the exit of combustor are both within 5%，and the spe⁃
cies mass fractions agreed well with the CFD results.

Key words：Scramjet；Experimental parameter；Parameter extracting method；Combustion efficiency；
Numerical simulation；Wall pressure

1 引 言

在超燃冲压发动机研制过程中，流道内的气体

流动速度、流动马赫数、温度、组份浓度、燃烧效率等

关键参数的试验测量一直以来都比较困难，严重限

制了发动机的流场分析和优化设计。

高温高速流场对热线风速仪和热电偶的使用造

成了困难。对温度测量来说，燃烧状态下气流总温

接近 3000K，因此虽然热电偶可以测量壁面温度，但

绝对无法长时间测量燃气温度。对速度测量来说，

由于气流速度高，受到结构强度的限制，热线风速仪

的使用较少。

* 收稿日期：2020-02-29；修订日期：2020-04-17。
通讯作者：王西耀，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为超燃发动机数值模拟。

引用格式：王西耀，赵慧勇，谭 宇 . 基于壁面压力的试验参数分析方法［J］. 推进技术，2021，42（10）：2367-2376.
（WANG Xi-yao，ZHAO Hui-yong，TAN Yu. Parameter Extracting Method Based on Wall Pressure［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2021，42（10）：2367-2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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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采样法是测量高温燃气燃烧效率的主要方

法［1-3］。这种方法采用探针对燃烧室出口高温高速气

流进行取样，通过对样品组份进行分析获得未发生

燃烧的燃料质量，再结合总的燃料质量获得燃烧效

率。这种方法虽然可以获得较好的燃烧效率测量结

果，但是测量装置结构复杂，要求采集到的气体组份

快速冻结，为设计带来了一定难度。这种方法会对

流场产生扰动，而且采样件产生的阻力往往与发动

机固联，因此无法同时测量发动机推力和燃烧效率，

无法在飞行试验中使用。

非接触光学测量可以有效回避高温高速带来的

参数测量问题，但是存在一定的技术局限性。可调

谐二级管激光吸收光谱技术（TDLAS技术）、平面激

光诱导激光技术（PLIF技术）、相干反斯托克斯拉曼

散射技术（CARS技术）、以及激光全息技术等［4-5］都是

正在发展的非接触光学测量技术，这些非接触测量

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测量的目的，但必须引入

额外的测量设备，增加了试验成本，而且测量位置受

限，难以获得全流场信息。纹影技术在空气动力学

实验中非常成熟，而且在吸气式高超声速技术领域

应用非常广泛，但是纹影技术无法获得速度、温度、

组份浓度等信息。

三维数值方法基于化学动力学模型来模拟发动

机的释热过程，可以针对任意的试验条件获得较为

准确的性能参数分析结果。这种方法的主要缺点是

计算资源占有量大，计算周期长，在发动机设计和试

验分析过程中难以及时获得相关信息，阻碍了发动

机的性能优化速度。

超燃冲压发动机一维数值模拟具有速度快、流

场信息丰富的特点，因此广泛应用在发动机优化设

计和流场分析中［6］。文献［6-8］通过一维方法进行了

不同发动机模型的计算，计算中为了使方程组封闭，

均采用一定的模型来代替燃烧效率［9-10］。对管道内

燃烧流动的空气来说，燃烧效率是决定流动参数的

主要因素，同时又受到流动参数的强烈影响，因此燃

烧效率模型的准确性是这类一维流动分析方法的关

键所在。虽然以上工作针对具体的构型获得了满意

的结果，但是这些模型往往难以在新的试验模型和

试验条件下使用，利用这种方法进行试验结果分析

存在较大误差。

从一维空气动力学方程组可以发现，壁面压力

是面积变化、摩擦力、释热速率和质量添加等四个因

素对气流共同作用的结果，必然包含了丰富的流场

信息，基于壁面压力的测量结果、一维流动方程和一

定的假设，必定可以开展一定的流动分析工作［9，11］。

壁面压力是超燃冲压发动机的试验过程比较容易测

量的结果，因此这种基于壁面压力的分析方法具有

很强的应用价值。前期已经有学者采用类似方法对

超燃冲压发动机开展了分析。在这些研究中，有的

通过壁面压力获得发动机的推力信息，难以获得温

度、燃烧效率［9］。有的采用一定的燃烧效率假设获得

组份、温度等信息，而燃烧效率的引入必然带来一定

的误差［11］。潘余等［12］、张鹏等［13］详细调研了多种基

于壁面压力测量结果来获取发动机燃烧效率的测量

方法，包括冲量函数法、Reggiori方法［14］和 FPERF模

型［15］和动量差方法［16］。冲量函数法［12］假设流动过程

中气体分子量和比热比不变，无法分析组份浓度和

温度信息。Reggiori方法［14］、FPERF模型［15］以及动量

差方法［16］在试验分析时并不是唯一使用壁面压力，

而是必须结合其它测量方法，难以回避接触测量本

身的技术困难，无法达到简便快捷的效果。

总之，在超燃冲压发动机研制过程中，及时准确

获得燃烧效率、流动速度、流动马赫数等参数仍然具

有一定的困难。对于在线分析来说，基于壁面压力

测量值的流场分析方法以其独特的方便性最具应用

前景。然而现有的分析方法并不能完全做到基于壁

面压力的分析，而是必须引入其它模型假设或辅助

测量手段。为了从理论上对这种方法进一步提升，

本文通过对一维空气动力学方程和燃烧化学反应方

程式进行分析，针对直连式燃烧室模型原创性地提

出 了 基 于 壁 面 压 力 的 流 动 参 数 提 取 算 法 PBPEM
（Pressure based parameters extracting method）。PBPEM
方法不仅数据分析流程简单，而且可以获得丰富的

燃烧室流场信息。

2 方法介绍

将发动机流道按照压力测点进行一维划分，如

图 1所示。

2.1 密度、速度求解方法

每两个测点之间构成一个控制体，考虑 i和 i-1
两个测点，根据连续方程可得

Fig. 1 Separation of scramjet combustor by tested pressure

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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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iui Ai = ρi - 1ui - 1 Ai - 1 + ṁ f （1）
式中下标 i为控制节点数，与试验测点一致；ρ为

密度；u为速度；A为流道面积；ṁ f为控制体内的燃油

喷射流量，如果 i和 i-1点之间无燃料喷射，则 ṁ f=0。
根据动量定理可得

ṁ iui - ṁ i - 1ui - 1 = -pi Ai + pi - 1 Ai - 1 +
( pi + pi - 12 ) (Ai - Ai - 1) -
f
4 ( ṁ iui

Ai
+ ṁ i - 1ui - 1

Ai - 1 ) ( )Cw,i + Cw,i - 1 ( )xi - xi - 1
2

（2）

式中 ṁ为流量，p为节点压力，f为摩擦力，Cw 为

润湿周长，x为流向坐标。壁面压力和摩擦力均采用

了相邻两点压力插值的方法。

由式（1）和（2）可以看出，空气流量、燃油喷射流

量、流道面积、润湿周长、测点流向坐标在试验前均

是已知的，壁面压力由试验测量结果而来，因此只有

密度、速度是未知量。从大量文献的研究结果来看，

摩擦力对分析结果的影响很小，可以认为已知，因此

式（1），（2）组成了两个未知数和两个方程的方程组，

通过求解即可获得密度和速度信息。

2.2 温度、组份浓度求解

碳氢燃料的分子式统一表示成 CxHy，其中 x和 y

分别代表分子式中碳元素和氢元素的个数，如 C0H2
表示氢气，CH4表示甲烷。假设发动机燃烧体系只包

含 CxHy，CO2，H2O，O2和 N2五种组份，且反应过程（未

配平）如式（3）所示，N2不参与反应。很多 CFD算例

中也常常采用只包含这五种组份的化学动力学模

型，因此这五种组份的假设比较合理。

C xH y + O2 → CO2 + H2O （3）
5个组份浓度和温度共构成了 6个需要求解的变

量，因此需要构建 6个独立的方程。

前 4个方程基于原子流量守恒得到，如式（4）~
（7）。碳氢燃料和空气组成的反应系统中只存在氮、

氢、碳和氧等四种元素，定常条件下，每个截面上各

元素的原子流量必然守恒，如式（4）~（7）所示。地面

试验过程中往往需要通过化学加热来使试验气流具

有一定的总温，因此来流经常包含水和 CO2的污染组

份，这些因素的影响都在守恒方程中得到了充分

考虑。

ṁCN2
44 × 2 = ṁ 0CN2,0

44 × 2 （4）
ṁCH2O
18 × 2 + ṁCCxH y

12x + y y =
ṁ 0CH2O,0
18 × 2 + ṁ - ṁ 0

12x + y y（5）

ṁCCO2
44 + ṁCCxH y

12x + y x =
ṁ 0CCO2,0
44 + ṁ - ṁ 0

12x + y x （6）
ṁCCO2
44 × 2 + ṁCH2O18 + ṁCO232 × 2 =

ṁ 0CO2,0
32 × 2 + ṁ 0CH2O,0

18 + ṁ 0CCO2,0
44 × 2

（7）

式（4）~（7）中，不带下标 0的变量代表压力测点

上的值，为待求量，如 CN2，CH2O，CCxH y，CCO2和 CO2分别代

表压力测点上的 N2，H2O，燃料，CO2和 O2的质量分数。

带有下标 0的变量代燃烧室入口参数，均为已知量，

由试验状态而定，如 CN2，0，CH2O，0，CCO2，0 和 CO2，0 分别代

表来流气体中 N2，H2O，CO2和 O2的质量分数。

式（4）~（7）隐含了各组份浓度和为 1.0的信息。

从式（4）可以得到氮气浓度表达式为

CN2 =
ṁ 0
ṁ
CN2,0 （8）

从式（5）可以得到基于水浓度的燃料浓度表达

式为

CCxH y = 1 -
ṁ 0
ṁ
+ 12x + y9y

ṁ 0
ṁ
CH2O,0 - 12x + y9y CH2O（9）

从式（6）和（9）可以得到基于水浓度的二氧化碳

浓度表达式为

CCO2 =
ṁ 0
ṁ
CCO2,0 - 44x9y

ṁ 0
ṁ
CH2O,0 + 44x9y CH2O （10）

从式（7）、（9）和式（10）可以得到基于水浓度的

氧气浓度表达式为

CO2 =
ṁ 0
ṁ
CO2,0 + 8y + 32x9y

ṁ 0
ṁ
CH2O,0 - 32x + 8y9y CH2O

（11）
对于 H2来说，x为 0，式（10）为恒等式，只有式

（8）、式（9）和式（11）存在，其形式如式（12）所示。对

于其它碳氢燃料，只需要将 x和 y代入方程即可获得

相应的表达式。

CN2 =
ṁ 0
ṁ
CN2,0 CH2 = 1 -

ṁ 0
ṁ
+ ṁ 0
9ṁ CH2O,0 -

1
9 CH2O

CO2 =
ṁ 0
ṁ
CO2,0 + 89

ṁ 0
ṁ
CH2O,0 - 89 CH2O

（12）
简单的代数运算表明，式（8）~（11）的表达式之

和为 1。这一点既表明了式（4）~（7）的正确性，也表

明组份浓度和为 1.0这一条件不能用来构建第 5个
方程。

第 5个方程通过总焓守恒条件来获得。对于地

面试验或者发动机坐标系来说，气体流经超燃冲压

发动机的物理过程中，发动机静止不动，气流对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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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功，气体内能转换为气体动能。如果假设发动

机壁面绝热，严格来说，任意截面上，气体总焓流率

（包含动能流率和用静焓流率）、热传导功率和内摩

擦功率三项之和守恒。在高雷诺数条件下，相比气

流总焓，热传导功率和内摩擦功率为小量，可以忽略

不计，因此总焓守恒，如式（13）所示。

ṁH (CCO2 ,CH2O ,CCxH y ,CO2 ,CN2 ,T) + ṁ2 u2 =
ṁ 0 H 0 (CCO2,0 ,CH2O,0 ,CC2H4,0 ,CO2,0 ,CN2,0 ,T0) +
ṁ 0
2 u0 2 + (ṁ - ṁ 0) (H (CCxH y ,T inj) + u inj 22 )

（13）

式（13）中，H代表控制点静焓，T代表节点温度，

H 0，T0，u0，T inj和 u inj分别代表入口气流静焓、温度、速

度、燃料喷射温度和燃料喷射速度，这些参数均为已

知量。

第 6个方程为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如式（14）所

示，其中引入了混合气体分子量的计算方法。

p = ρ é
ë
êê8314 × ( CCO244 + CH2O28 + CCxH y

12x + y +
CO2
32 +

CN2
28 )ùûúúT
（14）

式中 p为试验测量结果，ρ由式（1）和（2）获得，并

没有引入新的变量。

式（4）~（7），（13）~（14）给出了 6个方程，包含 6
个变量，方程数与变量数相同，可以求解。首先，由

于氮气不参与反应，因此式（4）可以直接给出任意控

制点上氮气的质量分数。其次，将式（8）~（11）代入

式（13）和（14），则可以得到关于 CH2O和 T组成的方程

组，如式（15）所示。

f1 (CH2O ,T) = 0
f2 (CH2O ,T) = 0

（15）

通过迭代法求解式（15）便可得到温度和水浓

度，再代入式（8）~（11）可求出其它组份浓度。最后，

其它参数诸如马赫数、燃烧效率、总压等便可按照定

义获取，其中燃烧效率可以按照组份浓度进行求解，

也可以按照放热量进行求解［15］，流道推力和比冲按

照动量定理进行求解。

3 算例验证

3.1 算例1

利用某直连式超燃冲压发动机模型对本文的方

法开展验证。由于试验难以获得发动机温度、组份

浓度等信息，因此采用了间接验证的方法。首先对

该模型开展三维大规模数值模拟，获得发动机壁面

压力。其次对该模型开展地面试验研究，以试验测

量的壁面压力对数值模拟结果进行验证。最后，在

二者获得较好对比的条件下，提取数值模拟结果的

一维温度、速度、马赫数、组份浓度等参数，并用来验

证 PBPEM算法。在运用 PBPEM算法时，设定摩擦力

系数为 0.004。
3.1.1 试验条件

试验在某直连试验台上进行，试验设备和试验

模型示意图分别如图 2和图 3所示。试验模型由前

后两个凹槽组成，上下壁面均布置了测压孔。试验

条件为马赫数 2.0的超声速气流，具体参数如表 1所
示。燃料为煤油，当量比为 1.0。

3.1.2 数值模拟结果

数值模拟采用自行研发的 AHL3D大规模并行软

件，该软件可以模拟二维或三维、定常或非定常、完

全气体或化学非平衡流动。本文采用三维化学反应

控制方程，为了能够准确模拟边界层流动，固壁附近

的网格进行了加密，最小网格为 1µm。计算中对煤

Fig. 2 Direct connectted wind tunnel

Fig. 3 Tested model

Table 1 Incoming flow condition

No.
1
2
3
4
5
6

Contents
Ma

Temperature/K
Pressure/kPa
O2 mass fraction
N2 mass fraction
H2O mass fraction

Value
2.0
658
126.02
0.240
0.677
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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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做气态假设，喷孔处煤油的速度为声速。湍流模

型采用 k-ω TNT双方程模型。无粘格式采用 Steger-
Warming分裂格式。方程采用 LU-SGS方法求解，固

壁边界条件为绝热壁。该软件针对超燃冲压发动机

开展了非常广泛的研究，其可靠性得到了普遍认

证［17-18］。图 4给出了计算所用网格，网格总量约 600
万。计算条件如表 1所示。

以隔离段入口气流压力 p1为参考对壁面压力进

行归一化处理，图 5给出了归一化壁面压力的数值模

拟结果与地面试验结果的对比。从中可以看出，考

虑到试验测点稀疏的原因，二者吻合程度较好，这表

明数值模拟能够较准确地模拟超燃发动机流场，以

此给出的发动机一维参数具有一定的可信性。

3.1.3 结果及分析

3.1.3.1 结果对比

图 6给出了基于上下表面压力测量值的 PBPEM
方法得到的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的对比，分别为速

度 u，温度 T和马赫数Ma。图中 ap（Primary area）代表

原始的流道构型，peu，ped分别代表上壁面和下壁面

压力的试验结果，CFD代表三维数值模拟给出的一维

流量加权结果。以速度 u为例，u_ap_peu和 u_ap_ped
分别代表基于上下壁面压力测量结果的 PBPEM方法

速度分析结果，u_CFD代表数值模拟得到的一维质量

加权平均速度结果，Area代表燃烧室面积分布。马

赫数和温度图中各符号的意思与之相同。从图中可

以看出，速度、温度以及马赫数的分析误差均比较

大。以速度为例，采用上壁面压力的分析结果优于

采用下壁面压力的，其最大误差在第二凹槽出口处，

误差约 30%，燃烧室出口上下壁面压力对应的速度分

别为 887m/s和 851m/s，而数值模拟的结果为 965m/s，
误差分别为 8%和 12%。显然，这些误差无法满足工

程需求，需要进一步对算法进行改进。

3.1.3.2 算法改进

针对 PBPEM方法产生的分析误差，首先排除壁

面压力代替一维平均压力这一因素。以数值模拟得

到的平均压力作为 PBPEM方法的输入条件进行计

Fig. 5 Comparison of the normalized wall pressure

between CFD and experiment

Fig. 6 Velocity, temperature and Ma verification of PBPEM

in case 1

Fig. 4 Grid for C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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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计算结果如图 7所示。图中 pmw表示数值模拟流

量平均压力（Mass weighted），u_ap_pmw，T_ap_pmw和

Ma_ap_pmw分别表示基于原始流道构型 ap和 pmw得

到的速度、温度和马赫数分析结果。从中可以看出，

除了速度计算结果有所改善外，温度和马赫数仍然

有较大差别，与前面的结果相差不大。这表明壁面

压力与平均压力的差别不是造成误差的主要原因。

其次，凹槽漩涡流动造成的实际流通面积减小

是误差产生的重要原因。前面的结果表明误差主要

集中在凹槽区域，图 8给出了凹槽段对称面的马赫数

云图和流线数值模拟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凹槽被

一个完整的漩涡占据，在这种流态下，凹槽内的流体

与主流之间的质量和能量交换速率有限，这部分面

积不会影响流动参数，在分析时应该扣除，需要注意

的是，这句话并不是说凹槽不重要。因此可以说漩

涡形成了一个新的约束主流流体流动的边界，该边

界导致在这一区域流体的实际流通面积与凹槽的几

何面积相差较大，相当于对真实发动机型面进行了

“修型”。在 PBPEM方法中，流通面积是非常重要的

影响参数，因此凹槽的面积“修型”作用是产生分析

误差的原因所在。为了证明这一点，采用修型后的

面积作为输入并再次分析，观察分析结果的改善情

况。利用凹槽前后缘的连线来代替“修型”边界，如

图 9所示。图 9（a）中 True boundary代表几何边界，

Modified boundary代表修型后的边界，图 9（b）给出了

修型前后燃烧室面积变化规律。图 10给出了采用图

9“修型”面积的速度、温度和马赫数分析结果，其中，

am表示修型面积律（Modified area），其它符号的意义

与前面相同，例如 u_am_pmw表示基于修型面积和数

值 模 拟 一 维 平 均 压 力 的 PBPEM 速 度 分 析 结 果 ，

u_am_peu表示基于修型面积和试验上壁面压力的

Fig. 7 Velocity, temperature and Ma verification of PBPEM

in case 1 using mass flux weighted pressure

Fig. 8 Mach contour in cavity

Fig. 9 Modified cavity boundary and scramjet combustor

area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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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PEM速度分析结果，以此类推。在新的面积变化

规律下，其它参数的选取和控制方程的使用与之前

相同，即壁面压力代替平均压力，流量、能量在新的

流通面积下仍然为入口和燃油喷射的参数之和。从

中可以看出，在新的面积变化规律条件下，分析结果

得到了极大改善，这足以说明使用 PBPEM方法时必

须对凹槽进行“修型”。凹槽段分析结果虽然得到了

明显改善，但是误差仍然比较大。这表明，当前的

“修型”方法比较粗糙，仍然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工

作。表 2给出了燃烧室出口相关参数的计算结果与

相对误差，可以看出，采用上壁面（凹槽侧）的压力进

行计算得到的结果误差均在 5%以内，采用下壁面压

力得到的结果产生的误差较大，但仍然小于 10%。这

表明壁面压力的选取对分析结果具有一定的影响。

相比机罩侧，机体侧的壁面压力更能代表流动的平

均压力。因此，在地面试验中，如何设置壁面压力的

测量方式，使其能够代表流动平均压力是需要开展

的研究内容。

图 11给出了 N2，C10H22，CO2，H2O和 O2各种组份

的分析结果。从中可以看出：（1）对氮气组份来说，

由于不存在任何的假设，因此本文方法的结果必然

是严格准确的，数值方法与之存在的差异很小，进一

步表明了数值结果的准确性。（2）除了凹槽区域外，

本方法给出的主要组份浓度与数值模拟结果吻合非

常好，尤其是在燃烧室出口，这与温度的情况类似。

总之，PBPEM方法可以给出较高精度的燃烧室出口

组份浓度。

3.2 算例2

通过类 X51A发动机模型的计算实验结果对 PB⁃
PEM方法再次进行了验证。发动机模型如图 12［19］所
示，燃烧室具体尺寸可参考相关文献，这里不再赘

述。燃烧室入口来流条件与算例一相同，如表 1所
示，燃料为氢气，当量比为 0.185。

图 13，14给出了分析结果。与第一个算例一样，

实验无法获得速度、温度、马赫数和组份浓度等参

数，因此利用数值模拟结果进行间接验证。图 13为
壁面压力的计算与实验结果对比，计算结果整体上

与实验结果吻合较好，但是需要注意在凹槽下游即

x=0.5~0.6处误差较大。图 14中，凹槽段采用与算例

一相同的面积修型方法，CFD代表基于数值模拟结果

的一维流量加权结果，Area代表燃烧室面积，这里给

出的是未修型的面积。可以看出，各种参数误差较

大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两处：其一是凹槽段，这与算例

一的现象相同；其二是 x=0.5~0.6的地方，这主要是由

于壁面压力的计算试验结果不符合造成的，在一定

程度上表示了 PBPEM方法的有效性。表 3给出了燃

烧室出口 5个参数的误差，其中速度和温度给出了

相对误差，分别为 3.0%和 1.1%，其它参数数值小，给

出相对误差没有意义，如氢气浓度为 0.0，任何误差

Fig. 10 Velocity, temperature and Ma verification of

PBPEM in case 1 using modified cavity area

Table 2 Errors at exit of combustor in case 1

Parameter
u/（m/s）
Error/%

Temperature/K
Error/%
Ma

Error/%

CFD
958
—

1752
—

1.20
—

pmw
976
1.8
1659
5.3
1.20
0

peu
974
1.6
1803
2.9
1.15
5

ped
1025
6.9
1863
6.3
1.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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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导致无穷大的相对误差。马赫数、氢气浓度、水

浓度和氧气浓度的绝对误差分别为 0.05，0.0005，
0.001和 0.003。
3.3 凹槽段误差分析

从前面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PBPEM方法的主

要误差集中在凹槽段，其它地方误差较小。分析认

为，这种现象是合理的，主要包含两个可能的机理：

（1）凹槽段数值模拟和 PBPEM方法给出的结果代表

Fig. 12 2nd combustor model

Fig. 11 Mass fractions verification of PBPEM in case 1 using modified cavity area

Fig. 13 Comparison of wall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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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理意义不同。在凹槽段，数值模拟的平均值包

含了凹槽流场的信息，而该算法则只考虑主流信息。

支撑这一结论的一个明显证据是，在扩张段由于没

有凹槽和明显的分离区，该算法和数值模拟平均结

果均包含了流场的全部信息，两者物理意义相同，因

此符合较好。（2）两者的平均算法存在差异。数值模

拟结果采用的是流量加权平均，而该算法的结果类

似于 CMME平均方法［20-21］，对同一个流场，不同的平

均方法给出的结果也具有较大的偏差。

4 结 论

通过本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Table 3 Errors at exit of combustor in case 2

Parameter
Velocity/（m/s）
Temperature/K

Ma

CH2（10-5）
CH2O
CO2

CFD
1231
590.0
2.60
3.75
0.110
0.210

PBPEM
1267
596.5
2.65
50.0
0.109
0.213

Error
3.0%
1.1%
0.05
46.25
0.001
0.003

Fig. 14 Verification of PBPEM in c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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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展了原创性 PBPEM试验分析方法，该方法

无需额外的试验装置，理论推导严格，可获得的信息

量丰富，对地面试验和飞行试验来说均具有潜在的

优势。

（2）通过两个直连式发动机算例对算法进行了

验证，在燃烧室出口，该方法与数值模拟结果的误差

小于 5%，完全可以满足工程需求。

（3）凹槽流场对主流流通面积具有较大的影响，

必须对凹槽段的流通面积进行修型才能满足 PBPEM
方法的需求。

（4）在凹槽段，PBPEM方法与数值模拟存在一定

的差异，从两方面解释了这种差异的形成机制。

根据本文现有的研究结果，后期将在以下三方

面持续开展研究：（1）通过先进的测量手段对方法的

有效性开展验证。（2）开展凹槽回流区修型方法研

究。（3）开展数值模拟加权平均方法对分析结果的影

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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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3航空煤油五组分模拟替代燃料的层流燃烧特性 *

付 意，罗 睿，史鹏宇，夏文博，范 玮

（西北工业大学 动力与能源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9）

摘 要：为了研究一种RP-3航空煤油的五组分模拟替代燃料 （包含摩尔分数为 14%正癸烷、10%
正十二烷、30%异十六烷、36%甲基环己烷和 10%甲苯） 的燃烧特性，在定容燃烧装置中对初始温度

390K，400K和 420K，初始压力 0.1MPa和 0.3MPa，当量比 0.8~1.5的该五组分混合燃料进行了层流燃烧

特性试验。通过对火焰照片进行边界提取和测量，获得了火焰面发展规律、马克斯坦长度和层流燃烧速

率，并将试验结果与RP-3航空煤油的层流燃烧速度进行了对比，得出结论：温度升高会促进球形火焰

面的传播；压力升高或混合气过浓和过稀都不利于五组分混合燃料的火焰传播。在本文的试验工况下，

温度对火焰前锋面不稳定性的影响不明显；随着当量比增加，马克斯坦长度减小，质量扩散的作用逐渐

增强而使火焰面变得不稳定；压力升高使火焰前锋面的不稳定程度明显加剧，表现为初始压力较高时火

焰面破碎情况严重并出现大量细胞状结构。五组分混合燃料层流燃烧速度的峰值出现在当量比1.2左右，

偏离该当量比时，火焰传播速度随着偏离量逐渐减小。通过与RP-3航空煤油的试验数据进行对比，发

现在试验工况下，该五组分混合燃料与RP-3航空煤油的层流燃烧速度基本吻合。

关键词：RP-3航空煤油；替代燃料；层流燃烧速度；马克斯坦长度；火焰面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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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inar 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ive-Component
Surrogate Fuel of RP-3 Kerosene

FU Yi，LUO Rui，SHI Peng-yu，XIA Wen-bo，FAN Wei
（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710129，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laminar 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 five-component surrogate fuel（com⁃
prising the mole fraction of 14% n-decane，10% n-dodecane，30% isohexadecane，36% methylcyclohexane and
10% toluene），laminar combustion experiments have been conducted in a constant volume chamber at initial tem⁃
perature of 390K，400K and 420K，initial pressure of 0.1MPa and 0.3MPa，equivalence ratios of 0.8~1.5.The
propagation law of the flame front，Markstein length and laminar flame speed are obtained by the boundary extrac⁃
tion and measurement of the flame photo.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laminar combustion veloc⁃
ity of RP-3 kerosen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An increase in temperature will accelerate the
propagation of the spherical flame front. The increase in pressure and the over-rich or over-lean of the mixture is
unhelpful to the flame propagation of the five-component mixed fuel. Under the operating condition，the effects of
temperature on the flame front instability are not obvious. The Markstein length is reduc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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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valence ratio，indicating that the enhancement of the mass diffusion results in an instability of the flame front.
The instability degree of the flame front surface obviously increases with the initial pressure increases. The flame
front is broken seriously when the initial pressure is higher and a large number of cell-like structures are present.
When equivalence ratio is near 1.2，the laminar flame speed can be up to the maximum value，and the flame prop⁃
agation speed gradually reduces as the equivalence ratio is deviated from 1.2. Compar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da⁃
ta of RP-3 kerosene，it is found that the laminar combustion velocity of the five-component surrogate fuel is basi⁃
cally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the RP-3 kerosene under test conditions.

Key words：RP-3 kerosene；Surrogate fuel；Laminar combustion velocity；Markstein length；Flame in⁃
stability

1 引 言

航空发动机燃烧室内的燃烧过程受到强烈的湍

流作用，对于这种燃烧与湍流的复杂耦合机制目前

尚未有明确的阐述［1］。同时，燃烧室工作环境的极端

性导致直接通过实验测量燃烧室内实时参数的难度

很大，使得数值仿真成为了航空发动机燃烧室的设

计工作中重要的验证手段。想要合理地组织燃烧过

程、获得可靠的仿真计算结果，就必须充分考虑到湍

流流场与化学反应动力学相互的影响，需要采用可

靠的燃烧反应机理。

模拟替代燃料常用于实验室试验和模拟计算

中，旨在重现真实燃料的各种特性，构建可靠的化学

反应动力学模型，其组分的复杂程度由所考虑的遴

选指标来决定［2］。作为一种石油产品，航空煤油中存

在着包含烷烃、异构烷烃、环烷烃和芳香烃在内的成

百上千种碳氢化合物［3-4］。这样的复杂构成使得目前

还无法直接构造包含其所有组分的详细化学反应机

理，因此一种有效的方法就是从航空煤油的复杂组

成中选取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成分，按照一定的比例

组成与航空煤油物理化学特性相似的混合物［5］作为

航空煤油的模拟替代燃料，便于进一步构造该模拟

替代燃料的化学反应机理。

燃料的层流预混燃烧特性由燃烧工况和燃料本

身的物化特性决定。层流燃烧速度作为层流预混燃

烧特性的重要表征参数之一，常用于化学反应机理

的可靠性验证［1］。同时，层流燃烧速度和马克斯坦长

度又是湍流燃烧模型计算时的重要输入参数，对此

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考虑到在典型的航

空煤油中芳香烃的占比接近 20%，Alekseev等［6］选取

了 80%正癸烷和 20%苯组成的简单混合物作为航空

煤油的替代燃料。为了避免拉伸校正可能带来的误

差，Alekseev采用平面火焰方法（热流量法）来测量初

始温度为 338K和 358K的常压工况下正癸烷和该混

合燃料的层流燃烧速度，并与三种动力学模型的预

测结果进行比较，试验结果与 PoliMi（ver.1412）高温

反应机理［7］的预测结果最为吻合。

Wu等［8］在高压本生灯试验装置中对包含 76.7%
正癸烷、13.2%丙苯和 10.1%丙基环己烷的 Jet-A三

组分模拟替代燃料进行了试验研究。采用 OH自发

光技术和煤油 PLIF技术检测火焰轮廓，获得了温度

400~473K，当量比为 0.7~1.3时压力 0.1~1.0MPa下的

层流燃烧速度，试验结果与煤油骨架机理的预测结

果偏差很小。郑东等［9］提出了一种包含摩尔分数为

40%正癸烷、42%正十二烷、13%乙基环己烷和 5%对

二甲苯的四组分 RP-3航空煤油的模拟替代燃料，通

过试验验证了此替代燃料与真实煤油在理化性质上

的一致性。采用对冲火焰试验装置，测量了四组分

混合燃料的层流燃烧速度，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包

含 168种组分，1089步基元反应的半详细反应动力学

模型。曾文等［10］提出了一种三组分替代燃料，包含

65%正癸烷、10%甲苯和 25%丙基环己烷，并构建了

包含 150种组分和 591步基元反应的化学反应机理。

该机理的预测结果与定容燃烧试验装置中获得的层

流燃烧速度较为吻合，经由敏感性分析方法修正后

的机理与试验数据的偏差小于 5%。此外，颜应文

等［11］和陈登炳等［12］也对多种工况下各类航空煤油的

模拟替代燃料及其燃烧反应机理进行了研究。以上

研究表明，模拟替代燃料可以接近真实燃料理化性

质，但存在一定的偏差。

为了寻找更加接近真实燃料理化性质的模拟替

代燃料，提出一种五组分模拟替代燃料，本文基于此

种新的五组分替代燃料展开研究。为了验证模拟替

代燃料的组分配比，本文采用定容燃烧试验装置，对

曾文等［13］提出的一种包含摩尔分数为 14%正癸烷、

10% 正十二烷、30% 异十六烷、36% 甲基环己烷和

10%甲苯的五组分航空煤油模拟替代燃料（遴选指标

如表 1所示）在初始压力为 0.1~0.3MPa，温度为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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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K，当量比为 0.8~1.5的工况范围内进行了层流燃

烧特性的试验研究，并与相同工况下的 RP-3航空煤

油燃烧特性进行了对比。以验证该模拟替代燃料与

RP-3航空煤油燃烧特性的相似性。

2 试验装置及原理

2.1 试验装置

定容燃烧试验装置如图 1所示，该装置包括定容

燃烧弹、点火系统、加热系统、高速摄像与纹影系统、

数据采集系统等。该定容燃烧弹外观为不锈钢圆柱

体，其内径为 180mm，容积约为 5.5L，弹体结构如图 2
所示。燃烧弹内布置有点火针、燃烧弹外装有压力

传感器、压力变送器、温度传感器、液体燃料注射阀

与进排气阀等。弹体外缠绕热电阻加热带，功率为

2.4kW。为获得高质量火焰图像，燃烧弹两端装有

80mm厚的耐高温高压、透光性良好的石英玻璃窗，

窗口直径 130mm。本试验采用纹影法拍摄燃烧过程

的火焰照片，在摄像机前加装切光刀口，其中所用高

速摄像机的拍摄速度可达 1×104幅/秒。

Burke等［14］研究了圆柱形弹体对球形火焰传播

过程的影响，提出在圆柱形弹体中，由于热膨胀引起

的流动会影响火焰的传播速度。在火焰面接近壁面

时，火焰半径将受到径向的压缩；但在火焰半径小于

壁面半径的 0.3倍时，这种约束效应可以忽略不计。

此外，Bradley等［15］研究了点火能量对火焰传播的影

响，通过大量试验得出结论：当火焰半径大于 6mm
时，点火能量对火焰传播速度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考虑到以上因素，本试验选取半径为 6~25mm的火焰

照片进行边界提取，采用拟合圆的方法对火焰半径

进行测量，如图 3所示。

2.2 试验原理

在球形传播火焰理论中，将火焰半径对时间的

变化率定义为拉伸火焰传播速度 Sn，即

Sn = drdt （1）
式中 r为从火焰照片中获得的火焰半径，t为火焰

发展的时间。

由于火焰面的曲率以及流动不稳定性的影响，

球形的火焰前锋面受到拉伸作用，将火焰前锋面上

任意处的拉伸率定义为无穷小的火焰面积随着时间

的变化率为

α = d ( lnA )dt = dA
Adt （2）

式中 α为火焰面拉伸率，A为面积。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nstant volume combustion reactor

Table 1 Comparison of property targets between the surrogate fuel and RP-3 kerosene[13]

Fuel
RP-3 kerosene
Surrogate fuel

Average molar
mass/（g/mol）
149.05
149.40

Error/%
-
0.23

Carbon hydrogen
ratio
2.04
2.045

Error/%
-
0.25

Cetane
number
41.5
41.52

Error/%
-
0.05

Low heating
value/（MJ/kg）

42.8
44.06

Error/%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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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球体的表面积公式，可以推导出

α = 2 dr
rdt = 2

Sn
r

（3）
Wu等［16］通过试验分析了拉伸率对火焰传播速

度的影响，提出了拉伸火焰传播速度与拉伸率的线

性关系式（4），通过线性外推，可以得到拉伸率为 0时
的火焰传播速度 S l 以及马克斯坦长度 Lb（见图 4中
linear）

S l - Sn = Lbα （4）
当火焰拉伸率 α = 0时，得到的 Sn-α直线在 Sn轴

的截距 S l，定义为无拉伸火焰传播速率，将 Sn-α直线

斜率的相反数定义为马克斯坦长度 Lb，Lb能反映出火

焰前锋面的稳定情况。当火焰前锋面处于稳定状态

时，Lb为正值；当火焰前锋面处于非稳定状态时，Lb为

负值，并随该值的增大火焰不稳定性增强［17-18］。

根据质量守恒定律，火焰前锋面两侧的已燃混

合气与未燃混合气质量守恒，由此可进一步得出未

燃混合气的燃烧速率为

U l = ρbρu S l （5）
虽然式（4）被广泛用于层流燃烧特性试验中火

焰传播速度的计算，但在强不等扩散火焰中，拉伸

率对火焰传播速度的影响非常大，使火焰传播速度

大大偏离无拉伸火焰传播速度，此时拉伸率与火焰

传 播 速 度 无 法 用 线 性 关 系 来 描 述 。 对 此 ，Kelley
等［19］推导出火焰传播速度与拉伸率之间的非线性

外推公式，见式（6），采用该方法的计算结果如图 4
中 Nonlinear 1所示。

( SbS0b )
2
ln ( SbS0b )

2
= - 2LbK

S0b
（6）

此后，针对球形外扩火焰，Chen［20］和 Ju等［14］也提

出了一种非线性外推法，见下式，采用该方法的计算

结果如图 4中 Nonlinear 2所示。

Sn = S l - 2S l Lbr
（7）

从图 4中可以看出，在初始温度 400K，初始压力

0.1MPa时，当量比 Φ=1.5的数据显示线性外推法和

非线性外推法得出结果高度重合，但 Φ=0.8和 1.1的
工况下，Nonlinear 2曲线与试验结果最为接近。可

以认为对于混合气浓度不同的该种五组分混合燃

料，采用 Chen和 Ju等提出的非线性外推法都能获

得更加准确的结果。因此，本文中的无拉伸火焰

传 播 速 度 采 用 Chen和 Ju等提出的外推方法计算

（Nonlinear 2）。

图 5显示了在初始温度 420K，初始压力 0.1MPa
时，本文测量的 RP-3航空煤油层流燃烧速度与其它Fig. 3 Extraction and fitting of flame radius in flame image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nstant volume bomb

Fig. 4 Nonlinear fitting of stretched flame speed of

surrogate f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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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航空煤油的数据的对比结果。在浓混合气一

侧，本文的结果与 Vukadinovic等［21］、Kumar等［22］和刘

宇等［23］的数据较为吻合；而在稀混合气一侧，本文测

量的层流燃烧速度较其他文献中偏低，这可能是由

于在计算燃料的密度比等参数时采用了不同的化学

反应机理导致的。

3 试验结果及分析

3.1 火焰发展特性

拉伸火焰传播速度直观地描述了火焰面的发展

过程：随着反应时间推进，球形火焰面的半径逐渐增

大，火焰半径对时间的变化率即拉伸火焰传播速度。

图 6（a）为初始压力为 0.1MPa时，Φ=1.2的五组分混

合燃料/空气混合气的拉伸火焰传播速度随半径的变

化。在图示工况下，拉伸火焰传播速度随着火焰半

径增大而呈现缓慢增大的趋势，且随着初始温度从

390K升高到 420K，拉伸火焰传播速度逐渐增大。初

始温度为 420K时，拉伸火焰传播速度与半径的关系

更接近线性。

图 6（b）显示了初始压力以及当量比对拉伸火焰

传 播 速 度 的 影 响 。 初 始 温 度 390K 时 ，0.1MPa 和

0.3MPa的初始压力下，不同当量比混合气的拉伸火

焰传播速度随着球形火焰面的发展有增大的趋势。

其中初始压力 0.1MPa，Φ=1.5时与初始压力 0.3MPa，
Φ=1.2时的拉伸火焰传播速度的数值大小和变化趋

势非常接近，均受到球形火焰面发展程度最小的影

响。当火焰面发展到一定程度后（r>12mm），对于

Φ=0.9，1.2和 1.5的三种混合气，压力 0.1MPa时拉伸

火焰传播速度曲线位置都高于压力 0.3MPa时的速

度曲线。由此可知，初始压力的升高抑制了火焰面

的发展。并且可以观察到Φ不大于 1.2的工况下，随

着火焰半径增大，这种抑制作用逐渐增强；在 Φ=1.5

时逐渐减弱。

将上述初始温度和初始压力对模拟替代燃料拉

伸火焰传播速度影响的结果与初始温度和初始压力

对 RP-3航空煤油拉伸火焰传播速度的影响进行对

比，发现结果是一致的［24］。

3.2 火焰稳定性

图 7为初始温度 390K，Φ=1.2和 1.4时，在不同初

始压力下采集的纹影图像（光路调整可能使不同工

况图像存在明暗差异）。初始压力为 0.1MPa时，不同

当量比下的火焰面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光滑，未

出现破碎情况。当初始压力增大至 0.3MPa时，Φ=1.2
和 1.4两种工况下的火焰面均在火焰发展初期就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破碎，其中 Φ=1.2时，火焰面上的裂

纹数量较少，而 Φ=1.4时，火焰面在发展过程中的破

碎程度较为严重，出现了大量的细胞状结构，与此同

时，火焰前锋面已变得十分不稳定。该火焰锋面的

稳定特性与 RP-3航空煤油一致［24］。

为了量化火焰前锋面的不稳定程度，本文对各

试验工况下的马克斯坦长度进行了计算。马克斯坦

长度 Lb是火焰前锋面上由于质量与热量的不等扩散

作用导致的火焰结构改变而引起的火焰前锋面速率

的偏离现象的表征［25］。因此除了层流燃烧速度之

Fig. 6 Influence parameters on stretched flame speed

Fig. 5 Extraction and fitting of flame radius in flame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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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Lb也是燃料燃烧特性的重要表征参数。图 8显示

了温度和压力变化对五组分混合燃料 Lb的影响。如

图所示，在单个工况的曲线中，Lb随着混合气浓度的

增大而减小，火焰面的不稳定程度加剧。这是由于

混合气浓度增大时，混合气中的燃料分子增加，质量

扩散对火焰温度的影响逐渐增大，热量扩散与质量

扩散的不等性更加明显，火焰前锋面的热扩散不稳

定性加剧。此外，在 390~420K内，温度变化对火焰面

稳定性的影响并不明显。

从图 8中还可以看出，在 390K的初始温度下，

0.3MPa时的 Lb远小于 0.1MPa时的，这是由于压力变

化对混合气的热膨胀率和路易斯数的影响较小，但

对火焰厚度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压力增大致使火焰

厚度减小，从而减弱了球形火焰面曲率对火焰面的

稳定作用，使得火焰面的不稳定程度加剧。与此同

时，在压力为 0.3MPa的试验数据中，当量比较大一侧

Lb急剧下降，与图 7中火焰照片呈现的现象一致。可

见，高浓度混合气的火焰稳定性对压力变化更为

敏感。

3.3 层流燃烧速度

无拉伸火焰传播速度由如图 4所示的非线性外

推法经过拉伸校正得出，继而通过公式（7）得到五组

分 混 合 燃 料 的 层 流 燃 烧 速 度 。 图 9 为 初 始 压 力

0.1MPa和 0.3MPa时，不同温度下的五组分混合燃料

的无拉伸火焰传播速度。图中数据显示，初始压力

0.1MPa的工况下，随着 Φ从 0.8增加到 1.5，不同温度

下的无拉伸火焰传播速度均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

势，最大值在 Φ=1.2左右。同时，一个明显的交叉点

出现在 Φ=1.3处，以该点为界，稀混合气一侧的拉伸

火焰传播速度随着初始温度的增大而增大。而在浓

混合气一侧，初始温度为 420K时的曲线的斜率增大，

无拉伸火焰传播速度受当量比变化的影响更加明

显。经推测，Φ=1.3处交叉点可能源自混合燃料中不

同组分的扩散特性和燃烧特性对温度的敏感性差

异，这种现象常在组分的分子量具有较大差距的混

合燃料中出现［26］。

从图 9中还可见，初始温度为 390K时，初始压力

为 0.3MPa时的速率曲线明显低于相同初温下初始压

力 0.1MPa的速率曲线，说明压力增大使无拉伸火焰

传播速度明显降低。同时速率峰值的位置左移，即

增大压力能使混合气在更稀的浓度获得最大的无拉

伸火焰传播速度。

图 10包含了初始温度 390K、初始压力 0.1MPa和
0.3MPa时以及初始温度 420K，初始压力 0.1MPa时的

层流燃烧速度，以及与同工况下 RP-3航空煤油的层

流燃烧速度进行对比的结果。可以看出，随着 Φ增

加，混合燃料的层流燃烧速度先增大后减小。其中，

初始温度对五组分混合燃料的层流燃烧速度的影响

Fig. 7 Flame image (T=390K)

Fig. 8 Markstein length of surrogate fuel

Fig. 9 Unstretched flame speed of surrogate f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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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图 10中初始温度对无拉伸火焰传播速度的影响类

似，同样压力对层流燃烧速度的影响更为明显。虽

然压力的升高会一定程度上增强反应活性，加快未

燃气的消耗速率，但压力增大同时会使气体密度增

大，火焰传播更加困难，这种共同作用最终使得层流

燃烧速度减小。在部分工况下，模拟替代燃料层流

燃烧速度较 RP-3航空煤油层流燃烧速度存在一定

偏差。在低当量比情况下部分工况差异较小，误差

在可接受范围内；但在高压工况下部分差异较大，这

可能是高压下混合燃料的输运特性造成的，也有可

能是因为各种组分的燃烧速度对压力有不同的敏感

性引起的，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的研究。通过图 10
中的对比结果可见，在图示工况下，该五组分模拟替

代燃料的层流燃烧速度与目标燃料 RP-3航空煤油

的层流燃烧速度相似度很高。在初始温度为 420K，
初始压力为 0.1MPa时，五组分混合气在 Φ=1.2的工

况下达到峰值 56.991cm/s，与 RP-3航空煤油在该工

况下的数值 56.971cm/s非常接近。说明在相同试验

工况下，曾文等［13］提出的五组分燃料（包含摩尔分数

为 14%正癸烷、10%正十二烷、30%异十六烷、36%甲

基环己烷和 10%甲苯）与 RP-3航空煤油的层流燃烧

速率基本吻合。

4 结 论

通过本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随着混合气浓度增大，拉伸火焰传播速度先

增大后减小。在混合气当量比相同的工况中，升高

初始压力可以促进球形火焰面的传播；而增大初始

压力不利于火焰面的发展。

（2）随着当量比增加，五组分混合气的马克斯坦

长度减小，火焰前锋面的状态逐渐趋于不稳定。初

始温度从 390K升高到 420K的变化对马克斯坦长度

的影响较小，火焰前锋面的光滑程度相似。当量比

和初始温度相同的工况中，增大初始压力使火焰厚

度减小，使得球形火焰面的曲率不足以稳定火焰前

锋面的变形趋势，马克斯坦长度明显降低，火焰面出

现破碎的现象。其中，高浓度混合气的火焰稳定性

对压力变化更为敏感。

（3）在本文全部试验工况下，无拉伸火焰传播速

度在当量比 0.8~1.5内都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

峰值出现在当量比 1.2左右。初始压力为 0.1MPa时，

混合气中各组分的扩散特性和燃烧特性对温度的敏

感性差异导致不同温度下的无拉伸火焰传播速度在

当量比 1.3处出现了交叉，当量比为 1.3时，初始温度

为 390K，400K和 420K的混合气具有相同的无拉伸

火焰传播速度。另外，增大初始压力时无拉伸火焰

传播速度明显降低，峰值位置对应的混合气当量比

减小。

（4）五组分模拟替代燃料的层流燃烧速度受当

量比、温度和压力的影响与无拉伸火焰传播速度相

似。通过与 RP-3航空煤油的试验数据进行对比，发

现在试验工况下，该五组分混合燃料与 RP-3航空煤

油的层流燃烧速度基本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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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润滑轴承微观界面流场特性的数值模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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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水润滑高分子材料轴承的微观界面的流场特性，以最小膜厚处单个微凹体中的流

场作为研究对象，建立了单个微凹体流动模型。采用多松弛格子玻尔兹曼方法MRT-LBM （Multi-relax⁃
ation time lattice Boltzmann method） 对单个微凹体内的流体流动问题进行数值模拟。研究了流场中速度

的变化规律，以及流场内流线分布随雷诺数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当雷诺数较低时 （模型中 Re=
200），流场处于稳定性流动状态；当雷诺数达到一定程度时 （模型中Re=4000），流场处于周期流动状

态；当雷诺数再升高时，流场处于紊流运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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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f Flow Field Characteristic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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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investigate the flow field characteristics at the microscopic interface of water-lubricated poly⁃
mer bearings，the flow field in a single microscopic dimple at the minimum film thickness was taken as the re⁃
search object，and the flow model in a single microscopic dimple was established. MRT-LBM（multi-relaxation
time lattice Boltzmann method）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fluid flow in the single microscopic dimple. The varia⁃
tions of velocity and streamline distribution with Reynolds number in flow field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when Reynolds number is low（model in this paper Re=200），the flow field is in a stable flow state. When
Reynolds number reaches a certain level（model in this paper Re=4000），the flow field is in a periodic flow state.
When Reynolds number increases further，the flow field is in turbulent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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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水润滑艉轴承作为船舶推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船舶艉轴的关键支撑部件［1］。水润滑轴承的力

学特性对整个轴系的动力学特性和船体结构振动辐

射噪声有重要的影响［2-3］。为了提高减振性能和耐磨

性能，水润滑轴承通常采用高分子复合材料作为轴

瓦衬层［4-6］。和金属材料的轴瓦衬层相比，高分子复

合材料轴瓦衬层的粗糙度较高，在局部微凹凸体中

流体的流动情况较为复杂［7］。

对于水润滑高分子材料轴承润滑性能的研究，

大部分学者采用修正雷诺方程的方式，从宏观上对

轴承的流体润滑特性进行分析。邓枚等［8］采用求

解基于平均流量模型的广义雷诺方程，分析表面粗

糙度对轴承润滑特性的影响。何涛等［9］运用考虑

表面粗糙度的平均雷诺方程，研究了润滑表面形貌

对水润滑轴承的润滑性能的影响。朱少禹等［10］通

过推导修正雷诺方程，提出了适用于粗糙表面径向

滑动轴承湍流润滑分析的随机湍流润滑理论模型，

研究了径向滑动轴承的湍流润滑特性。Quiñonez
等［11］基于小振幅波动和线性叠加假设，采用傅里叶

变换，利用摄动理论求解雷诺方程，探讨了表面粗

糙度对动压润滑的影响。Masjedi等［12］通过求解修

正的雷诺方程，对大量的算例模型进行仿真模拟，

最后拟合了一条考虑表面粗糙度的膜厚计算公式。

还有一部分研究人员采用实验的方法研究轴

承界面润滑特性。段海涛等［13］在摩擦磨损试验机

上试验了赛龙、飞龙、超高分子量聚乙烯三种高分

子复合材料的滑动摩擦磨损性能，并观察检测其

三维表面形貌，探究高分子复合材料的摩擦磨损

机理。马晓峰等［14］研究了赛龙复合材料的表面形

貌以及不同工况条件对其摩擦学性能的影响。杨

宗榕等［15］设计了一种仿生高分子复合水润滑轴承

材料，在摩擦磨损试验机上研究其摩擦磨损机理，

并通过分析复合材料的表面形貌探究其润滑磨损

机理。McKellop等［16］在试验机上测试各种高分子

材 料 和 金 属 接 触 时 的 摩 擦 磨 损 特 性 。 Scaraggi
等［17］测量了两种不同形状的激光表面微结构的摩

擦系数，通过在边界润滑到流体动力润滑的不同

润滑状态下进行试验，得到了不同结构摩擦系数

的变化规律。

以上都是在宏观上对轴承以及材料的润滑摩擦

特性进行研究，然而水润滑高分子材料轴承的微观

界面局部流场特性很少有分析。本文采用多松弛格

子玻尔兹曼方法 MRT-LBM（Multi-relaxation time lat⁃
tice Boltzmann method）［18］对水润滑轴承微观界面上

单个微凹体中的流体流动进行数值模拟。格子玻尔

兹曼方法基于分子动理论，是一种多尺度的计算流

体力学方法，具有物理意义清晰、边界条件处理简

单、程序易于实施、并行性能好等特点［19］。本文采用

MRT-LBM研究微观流场随雷诺数的变化规律，对高

分子材料水润滑轴承的微观润滑机理研究具有指导

意义。

2 数学模型

2.1 格子模型

格子 Boltzmann方法把实际物理区域离散成一

系列的格子节点，把时间离散成一系列的时间步长，

把流体离散成一系列位于格子节点上的粒子。离散

后 的 粒 子 可 以 用 密 度 分 布 函 数 来 表 示 其 演 化 规

律，即

fi (x + ce iΔt,t + Δt) - fi (x,t) = Ωi ( f)
i = 0,1,…,b - 1 （1）

式中 fi (x，t)为 t时刻 x位置处粒子的分布函数，c

为格子速度，e i 为格子离散速度，Δt为格子时间步

长，b为离散速度方向的个数。

粒子的演化过程可以分为两个步骤：碰撞过程

和迁移过程。因此，粒子运动的演化方程可以分

解为

f +i ( )x,t = fi ( )x,t + Ωi ( )f
fi ( )x + ce iΔt,t + δt = f +i ( )x,t （2）

式中 f +i (x，t)表示发生碰撞后的粒子的分布函

数，Ωi ( f)表示碰撞项。

选取 D2Q9模型，即二维速度模型，离散速度方

向的个数 b=9，如图 1所示。其速度配置为

e i =

ì

í

î

ï

ï
ïï

ï

ï
ïï

( )0,0 ( i = 0 )

( )cos é
ë
ê

ù
û
ú( )i - 1 π
2 , sin é

ë
ê

ù
û
ú( )i - 1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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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cos é
ë
ê

ù
û
ú( )i - 5 π

2 +
π
4 , sin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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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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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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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松弛格子玻尔兹曼方法的演化方程为

fi (x + ce iΔt,t + Δt) =
fi (x,t) - (M -1SM)

ik
[ fk (x,t) - f eqk (x,t) ] （4）

式中 fi 和 fk 为格子节点处的分布函数，且 i，k =
0~8；S = diag [ s0，s1，s2，s3，s4，s5，s6，s7，s8 ]，其 中 s0 =
s3 = s5 = 0，s7 = s8 = 1τ，s1 = s2 = s4 = s6 = 1.01，τ =
3ν + 0.5为碰撞因子，ν为运动学粘度；M为碰撞算子

矩阵，是一个 9阶的对角矩阵，是一个正交的变换

矩阵。

矩阵M表示为

M =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ú
ú

ú

ú

ú

ú

1 1 1 1 1 1 1 1 1
-4 -1 -1 -1 -1 2 2 2 2
4 -2 -2 -2 -2 1 1 1 1
0 1 0 -1 0 1 -1 -1 1
0 -2 0 2 0 1 -1 -1 1
0 0 1 0 -1 1 1 -1 -1
0 0 -2 0 2 1 1 -1 -1
0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宏观物理量密度 ρ和速度 u可以表示为

ρ =∑
i

f i （5）
ρu =∑

i

ce i f i （6）
粒子的平衡态分布函数为

f eqi (x,t) = ωi ρ
é

ë

ê
êê
ê1 + 3e i·u

c
+ 9 ( )e i·u 2

2c2 - 3u22c2
ù

û

ú
úú
ú （7）

式中 ω为权重因子，其中 ω 0 = 4/9；ωi = 1/9，i =
1~4；ωi = 1/36，i = 5~8。本文取无量纲格子速度 c = 1。

选取轴承最小膜厚处的单个微凹体作为研究对

象［20］，其边界通常为简谐曲线，计算区域如图 2中放

大部分所示。本文采用 MRT-LBM探究图 2所示流

场中的流体流动特性。

2.2 边界条件

2.2.1 反弹边界条件

对于简谐曲线壁面采用反弹格式边界条件，即

粒子碰撞到边界上反弹回来。如图 3所示，空心圆点

代表流体节点，实心圆点代表固体节点，方形实心点

代表实际物理边界和粒子迁移运动路径的交点。位

于流体节点 x f处的流体粒子以速度 e i运动到边界 xb
处，碰撞后以速度 -e i 反弹回去。文献［21-22］提出

了一种结合反弹格式和空间插值的曲边界处理方

法，其基本思想是利用在弹回方向上用空间插值来

获得固体节点 x s 传递到流体节点 x f 处的分布函数

f-i (x f，t + Δt)。

为了描述边界节点的位置，定义比例系数 q，用

来表示流体节点中离壁面最近的点到实际物理边界

的相对距离，即

q = || x f - xb / || x f - x s (0 ≤ q ≤ 1) （8）
根据比例系数 q的不同，通过线性插值，反弹粒

子的分布函数可以表示为

当 q < 12时，有

Fig. 3 Schematic of the curved wall boundary

Fig. 2 Simplified model of the micro-concave and micro-

convexFig. 1 Two-dimensional nine-velocity (D2Q9)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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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x f ,t + Δt) = 2qf +i (x f ,t) +
(1 - 2q) f +i (x f - ce iΔt,t)

（9）

当 q ≥ 12时，有

f-i (x f ,t + Δt) = 1
2q f +i (x f ,t) +

1 - 2q
2q f-i (x f ,t)（10）

2.2.2 运动边界条件

在微凹体的运动边界处，已知的变量是宏观上

的速度，而运动边界处粒子的分布函数是未知的。

为了把宏观的变量速度转化为微观粒子的分布函

数，本文采用非平衡态外推格式［23］处理微凹体中的

运动边界。如图 4所示，COA是运动边界，节点 G，D

和 H位于流体区域，且运动边界 COA上宏观速度已

知。根据文献［23］中速度边界的处理方法，节点 O点

处的分布函数可以表示为

fi (xO ,t) = f eqi (xO ,t) + [ fi (xD ,t) - f eqi (xD ,t) ] （11）
式中 fi (xO，t)和 fi (xD，t)分别表示节点 O和节点 D

处的粒子的分布函数。

2.3 计算结果验证

为了验证边界条件以及程序的正确性，基于本

文程序模拟了雷诺数 Re=7500的半圆腔顶盖驱动流

动问题。矩形计算区域的网格数为 512 × 256，半圆

形内部区域为流体区域，半圆形边界为固定边界，半

圆区域的顶部为速度边界。提取与文献［24］相同位

置处流体的水平方向无量纲速度随时间步的变化曲

线，如图 5所示，可以看出结果与文献［24］中结果非

常吻合。

3 结果与讨论

微凹体中流场特性主要依赖于雷诺数 Re，本文

主要考虑 Re=200，4000，20000时的微凹体中流体的

运动状态。微凹体流场的雷诺数可以表示为：Re =

umh/ν，其中 um表示流场的运动边界速度，h表示微凹

体的深度，ν表示流场中流体的运动学粘度。本文

采用无量纲分析，矩形计算区域 Nx × Ny 为 640 ×
128，无量纲特征速度 um = 0.2，方向水平向右。基于

此 模 型 探 究 流 场 中 速 度 和 流 线 随 雷 诺 数 的 变 化

规律。

3.1 速度的变化情况

中心线上节点的无量纲流动速度沿着 y轴网格

点的分布曲线如图 6所示，t1和 t2是两不同的时间点。

由于边界条件采用非滑移边界，因此原点处（中心线

最底部）节点速度为 0。当雷诺数 Re=200时，速度沿

y轴的变化曲线比较平滑。流场中水平方向上速度

沿着 y轴方向先变为负，然后变为正，可以看出流场

中存在流体的回流。当雷诺数 Re=4000和 20000时，

速度沿 y轴的变化曲线将不再平滑，出现了明显的波

动，可以看出雷诺数对流场中流体速度有很大的影

响作用。对比图 6（a）和 6（b）可以看出，雷诺数 Re=
200时，x方向速度和 y方向速度在不同时刻均保持不

变。由于 t1和 t2为任意选取的两个不同的时间点，因

此在 Re=200时流体速度不会随着时间变化，处于稳

定状态。而雷诺数 Re=4000和 20000时，流体速度的

整体变化趋势和局部波动情况均发生变化，均随着

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在中心线上及其两边流场中各取一个节点作为

流体速度监测点，分别记为 S1，S2和 S3，其坐标为

（160，100），（320，64）和（480，100）。以这三个监测

点为例，探究雷诺数对流场中速度瞬态变化的影响，

监测点 S1，S2和 S3的无量纲速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如图 7所示。当雷诺数 Re=200时，x方向速度和 y方

向速度随着时间的演化均保持不变，此时流场处于

稳定状态。当雷诺数 Re=4000时，x方向的速度和 y

方向的速度随着时间的演化均发生周期性变化。流

体速度随着时间的变化曲线为简谐曲线，表明流场

Fig. 5 Verification of program

Fig. 4 Schematic of the velocity bou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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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节点速度呈简谐波动规律。当雷诺数 Re=20000
时，x和 y方向速度随着时间的演化均呈无规则变化，

在图 7（a）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现象。此外，通过

对比监测点 S1和 S3的速度随着时间变化的状态，可

以看出中心线左侧节点处的速度波动幅度比右侧节

点的速度波动幅度大，这表明流场中入口区域的流

体振动要比出口区域的振动更为明显。

3.2 流线的分布状态

3.2.1 稳定流动状态

当雷诺数 Re=200时，其流场内流线的分布状态

如图 8所示。图 8（a）和 8（b）分别为不同时刻 t1和 t2的

流线分布，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变化，流场内流线的

分布规律不变。在中心线偏右位置处形成一个中心

涡，其中心坐标为（394.7，85.7），且不随时间发生变

化。雷诺数 Re=200时，流场内各点的速度不随时间

变化，流线分布也处于稳定不变状态，此时流场处于

稳定流动状态。稳定的流场可以使转子运行平稳，

减小轴系振动。稳定的中心涡将阻止润滑剂离开微

凹体，提高润滑作用，降低摩擦功耗，这相当于在微

凹体中存在一个“微轴承”，提高轴承的整体润滑

性能。

3.2.2 周期流动状态

当雷诺数 Re增大为 4000时，其流场内流线的

分布状态如图 9所示。由于此时流场内各点的速

度呈简谐分布，可以看出此时流场处于周期流动状

态。图 9（a）和 9（b）分别为不同时刻 t1和 t2的流线

分布，可以看出流场内流线分布随着时间不断变

化，不同时刻下流场内流线的分布也不同。相较于

稳定流动状态时流场中只有一个中心涡，此时流场

内出现很多大小不同的涡，且进行周期性运动。微

凹体中流体的周期波动频率也将会对轴系振动有

一定的影响，这一规律将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

探究。

3.2.3 紊流状态

当雷诺数 Re=20000时，其流场内流线的分布状

态如图 10所示。由于此时流场内各点的瞬态速度随

时间无规则变化，可以看出此时流场处于紊流状态。

图 10（a）和 10（b）是分别为不同时刻 t1和 t2的流线分

布，可以看出流场内流线分布随着时间不断变化。

可以看出流场内存在很多大小不同且不规则的涡，

在大涡之间还分布着小涡。相对于周期流动状态而

言，此时流场内涡的分布情况更为复杂。尤其在微

Fig. 6 Variation of velocity of center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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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9 Streamline distribution with Re=4000

Fig. 7 Variation of velocity with time steps

Fig. 8 Streamline distribution with Re=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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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体的底部，分布着大量的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

涡，这些涡将会不断地撞击轴承表面。无规则的流

体运动将会产生流体激励力，不仅会引起轴系振动，

还会严重地影响轴承的使用寿命。

4 结 论

本 文 基 于 多 松 弛 格 子 玻 尔 兹 曼 方 法（MRT-
LBM）研究了流场中心线上各点的速度分布，流场

内各点的瞬态速度-时间曲线以及流场内流线的分

布状态随雷诺数的变化规律。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当雷诺数较低时（模型中 Re=200），流场中流

体速度、流线分布均不变，流场处于稳定状态。稳定

的中心涡可以提高水润滑轴承的润滑性能。

（2）当雷诺数达到一个临界值（模型中 Re=4000）
时，流场中的流体速度呈现周期性波动，该波动呈简

谐函数规律。

（3）当雷诺数变得更高时，流场内流体速度呈无

规则变化，此时流场处于紊流运动状态。复杂的流

动状态将会对轴系的稳定性能以及振动辐射噪声带

来很大影响。其对轴系振动辐射噪声的影响在后面

的工作中将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通过对水润滑轴承微观界面流场特性的研究，

为在宏观上分析水润滑轴承摩擦润滑特性以及研究

轴承微观流场对的轴系振动的影响提供一些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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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推力器高效高可靠性屏栅电源设计 *

徐友慧，胡延栋，武 桐，侯天明，王少宁，王先荣，李媛婧，陈丽萍

（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为了进一步提高离子推力器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采用6个电源模块串联输出的方法设计

了高效高可靠性的屏栅电源试验样机，每个模块采用全桥LLC谐振变换器，并对屏栅电源模块的性能、

打火时开关管的瞬态电流应力分别进行了测试研究。结果表明：屏栅电源模块采用全桥LLC谐振变换

器，可以实现零电压开通零电流关断，整个电源的转换效率提高到 96.9%；单个电源模块输出电压为

210V，电源模块内部没有>250V的交流电压峰值，简化了高压绝缘设计的难度；变换器初级较大谐振电

感的限流作用使得推力器出现打火时，开关器件瞬态电流仅为40A。该设计能有效提高屏栅电源的效率

和可靠性，可以应用于小行星探测等深空探测航天器的电推进系统。

关键词：离子体推力器；屏栅电源；高效；高可靠性；谐振变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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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High Efficiency and High Reliability Screen
Supply for Ion Thruster

XU You-hui，HU Yan-dong，WU Tong，HOU Tian-ming，WANG Shao-ning，WANG Xian-rong，
LI Yuan-jing，CHEN Li-ping

（Lanzhou Institute of Physics，Lanzhou 730000，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and service life of the ion thruster，a screen supply test
prototype with high efficiency and reliability was designed by using six power modules in series. Each module ad⁃
opted full bridge LLC resonant converter. And the transient current stress of the switch as well a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creen supply module were tested when the thruster was igni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creen supply
module can be turned on and off with zero voltage and zero current by using full bridge LLC resonant converter，
and the conversion efficiency of the whole power supply can be increased to 96.9%. While the output voltage of a
single power supply module is 210V，the peak value of AC voltage is not more than 250V in the internal power
supply module. This can simplify the difficulty of high-voltage insulation design. In addition，owing to the cur⁃
rent limiting action of the larger primary resonant inductance，the transient current of the switch is only 40A
when the thruster is ignited. This desig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reliability of screen supply，
and can be applied to the electric propulsion system of deep space exploration spacecraft such as asteroid explo⁃
ration.

Key words：Ion thruster；Screen supply；High efficiency；High reliability；Resonant 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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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离子电推进系统中，电源处理单元（Power pro⁃
cessing unit，PPU）是一个相对复杂的二次电源变换设

备，主要功能是为离子推力器提供所需的各种电压

和电流、执行各路输出电源的开关功能，并向卫星平

台提供各电源输出电压和电流的遥测数据及故障保

护功能［1-2］。典型的离子推力器 PPU由屏栅电源、加

速电源、阳极电源、阴极加热电源、阴极点火电源、中

和器阴极加热电源、中和器触持极电源以及中和器

阴极点火电源等组成［3-4］，其中屏栅电源功率占整个

PPU的 80％以上。由于离子推力器固有的结构，推

力器打火是不可完全避免的现象。推力器出现打火

时，导致屏栅电源输出端发生短路，开关管的电流应

力较大，严重影响整个 PPU以及推力器的可靠性以

及使用寿命，所以屏栅电源是高效、高可靠性 PPU设

计的重点。

自美国 NSTAR-30离子推力器在“深空一号”

（DS-1）和黎明号（DAWN）航天器上成功应用以来，

英国、日本和中国等国相继在电推进研究方面取得

较大进展，屏栅电源也经过多次技术突破。美国

NASA格林研究中心（GRC）研制的 NSTAR-30［5-6］离
子推力器 PPU功率等级为 2.3kW，屏栅电源功率占整

个 PPU的 85％，整个屏栅电源包含 4个独立电源模

块，每个电源模块输出 300V，采用非谐振全桥拓扑结

构，由于开关管的导通和关断为硬开关控制，在大功

率应用场合影响 PPU效率。美国 NASA应用于太阳

系探索飞行任务的 NEXT［7-10］离子推力器屏栅电源采

用 6个双全桥拓扑结构的单电源模块组成，单模块的

输出功率达到 1.2kW，采用移相和 PWM混合控制。

在移相控制时，负载电流由 2个桥共同均流，以减小

传导损耗，提高了电路转换效率。PPU输出率大于

2kW以上，NEXT PPU比 NSTAR-30 PPU 效率高，在

输出 6.9kW 时高出 3%。Astrium Germany公司根据

ESA提出的高精准定位（LISA任务）、定点访问（DAR⁃
WIN任务）以及阻力补偿（GOCE任务）或长期持续飞

行（Bepi-Colombo任务）技术要求，采用多个软开关谐

振电路串联输出设计了宽范围的（Multi-range）高压

电源模块（HVPS），主变换器采用谐振式 DC/DC拓

扑，次变换器采用推挽电路实现输出电压的小范围

调节，模块效率在功率 700~1400W时可达 97％［11-13］。

通过调研，目前国外关于离子推力器打火对屏栅电

源影响的研究公布的资料较少。我国应用在 DFH-5
和 DFH-4F平台的 LIPS-300［14］离子推力器屏栅电源

由 3个 500V/1500W电源模块输出串联组成，每个模

块采用移相全桥（PSFB）拓扑结构，在全桥变换器的

基础上实施零电压零电流开关（ZVSZCS）技术，减小

了开关管的开关损耗，提高产品效率，产品测试电路

的转换效率达到 95%。

本文采用 6个电源模块串联输出的方式设计了

高效、高可靠性的屏栅电源模块，每个电源模块均采

用全桥 LLC谐振变换器、变频控制。仿真研究屏栅电

源模块的性能，对打火时开关管的瞬态电流应力进

行测试，详细分析测试波形，并对整个电路的转换效

率进行测试、分析。

2 离子推力器屏栅电源设计

屏栅电源（即高压电源）通常位于阳极和中和器

阴极中间，用于离子光学组件供电，即屏栅电源的负

载是推力器离子光学组件。由于离子光学组件变形

或是存在金属碎屑易造成推力器打火或是短路，进

而造成屏栅电源短路，直接影响整个 PPU以及推力

器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且屏栅电源的输出功率占

整个 PPU的 80%以上，是电源处理单元的重要电源，

所以屏栅电源的高效、可靠性设计是整个 PPU获得

高效、高可靠性的关键。

航天器在执行空间飞行时，不同任务阶段（如位

置保持、轨道转移、姿态控制等）需要不同的推力，这

就要求离子推力器可以多模式工作，大推力工作时

PPU高电压高功率输出，小推力工作时 PPU低电压小

功率输出。为此，本文采用模块化设计思路，将屏栅

电源采分解为 6个独立的电源模块输出串联，最高输

出 1260V，原理框图如图 1所示。图中每个模块输出

210V/800W，小于空气低气压放电阈值最小值范围

390~410V［15］，可以简化高压绝缘防护设计。通过自

由组合可实现 420~1260V五档输出，实现高电压大功

率输出来满足推力器大推力需求、低压小功率满足

推力器的小推力需求。

每个模块的技术指标如下：输入电压 Ui，min~Ui，max
为 80~110V；额定输入电压 Ui为 100V；额定输出电压

Uo为 210V；额定输出功率 Po为 800W。

2.1 功率变换主电路的设计

在高压大功率电源的研究中，虽然 PSFB的应用

和设计比较成熟，但是在轻载时难于实现零电压开

通（ZVS）、副边整流二极管存在反向恢复问题，以及

副边占空比丢失。且副边需要体积较大的差模电

感，整流二极管的电压应力较大，在负载短路时开关

管的瞬态电流应力较大，限制了电路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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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设计时采用全桥 LLC谐振变换器，其中谐

振频率为 100kHz，如图 2所示。图中，开关管 Q1~Q4
组成全桥电路，谐振电感 Lr、谐振电容 Cr以及磁化电

感 Lm组成 LLC谐振电路，在变压器副边无需输出电

感，元器件少、结构简单，有效降低了模块重量。全

桥 LLC谐振变换器利用电路中的电感和电容谐振，使

开关管两端上的电压或电流在一个周期内存在正弦

变化而实现开关管的零电压或零电流条件下的开通

或是关断，减小开关损耗，提高电路的转换效率。并

且在负载发生短路时，原边较大的谐振电感可以起

到限流作用，降低开关管的电流应力，可以避免推力

器打火时造成 PPU失效。

全桥 LLC谐振变换器的设计与传统脉宽调制

（PWM）变换器的设计过程差别很大，输入输出电压

传输比是谐振变换器的重要特性，是设计元件的重

要依据。为了实现较高的转换效率，谐振变换器一

般工作在谐振频率处，采用基波分析法进行稳态分

析，电路的直流增益函数为［15-17］

G ( fn ,K,Q) = 1

( )1 + 1
K
- 1
Kfn 2

2

+ Q2 ( )fn - 1fn
2
（1）

为了分析和设计方便，定义磁化电感与谐振电感

之比为 K = Lm /L r；Cr与 Lr的谐振频率 f r = 1/2π L r·C r；
归一化频率 fn = fs /f r，其中 fs为开关频率；品质因数 Q =
L r /C r /R ac，其中R ac为等效的负载阻抗。

变换器特征阻抗呈现纯阻性时，电路的纯阻性

直流增益函数见式（2）。在实际工程应用中，K的取

值一般为 3~7，根据直流增益函数绘制的增益频率曲

线，如图 3所示，其中图 3（a）中的绿色曲线表示纯阻

性直流增益频率曲线。

M ( fn ,K) = 1

( )1 + 1
K
- 1
Kfn 2

2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 - 1

fn 2 ( )1
Kfn

(1 + K ) fn 2 - 1
- fn 2 + 1 fn

2
（2）

Fig. 1 Functional block diagram of the screen supply

Fig. 2 Basic circuit of full-bridge LLC resonant 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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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可以得出，K和 Q是最大增益的主要影响

因素，K和 Q越小，可获得增益范围越大。但是 K越

小，磁化电流越大，电路中流动的无功功率越大，电

流有效值越大，金属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MOSFET）
导通损耗越大。K不变的情况下，Q值越小，增益频

率曲线越平缓，获得最高增益对应的开关频率与谐

振频率越远，导致开关频率变宽。由图 3（a）可以看

出，在 fn = 1的左侧、纯阻性曲线的右侧，电压增益

G > 1，变换器工作在升压模式，变换器的输入阻抗感

性，开关管可以实现零电压开通，同时实现副边整流

管的零电流关断，所以在设计时应选择合理的 K，Q

值使变换器工作在该区间。

目前还没有成熟的 K和 Q的取值的最优解解法。

依据图 3，能通过最小开关频率基本假定 Q的取值范

围。再根据最小增益选择 K的取值，然后通过计算机

调整验证和实验优化。通过调整参数 K和 Q，在满足

最大增益的情况下，尽可能选取合适的 K值，以减少

系统中的无功电流。调节优化后得到的 K和 Q值对

应的增益特性曲线见图 4，其中，K=5.5，Q=0.414，1.2Q
曲线代表过载情况，0.5Q代表半载的情况。

结合设计技术指标可以得出谐振参数：Lm =
32µH，C r = 0.44µF，L r = 5.8µH。

2.2 调频控制电路的设计

由图 3的增益频率曲线可以知道，直流电压的增

益随着归一化频率 fn的改变而改变，当确定了谐振频

率时，可以通过改变开关管的频率来调节输出电压。

变频控制时，可以通过设计变换器合理的工作区间，

实现原边开关管的零电压开关和副边整流管的零电

流关断，减小开关损耗，转换效率较高。本设计采用

PFM（调 制 开 关 管 频 率）来 控 制 输 出 电 压 ，使 用

SG3525芯片来实现调制频率的功能。SG3525及外

围电路如图 5所示，它可以直接控制开关管的频率，

内部集成了振荡器、PWM比较器、误差放大器、欠压

锁定电路、软启动控制电路、基准电压产生电路，同

时能限制最大占空比，并且其输出为推挽双通道输

出，增加了驱动能力［18-19］。

在 SG3525中 PWM的脉冲频率由内部振荡器的

锯齿波频率决定，为锯齿波频率的一半，锯齿波频率

f为

f = 1
CT (0.7RT + 3RD ) （3）

式中 CT为引脚 5的外接电容，RT为引脚 6的外接

电阻，RD为引脚 5与引脚 7之间的放电电阻。由上式

可以看出，锯齿波的频率是由 CT，RT及 RD决定的，根

据振荡器内部电路特性可知，本质上是由 CT，RD及流

过 RT的电流决定的。所以，可以通过改变引脚 6的电

流大小改变芯片输出控制 PWM的频率。电流越大，

PWM的脉冲频率越高，根据此特性设计了如图 5所
示的调频控制电路。在频率变化过程中，引脚 6的电

位几乎保持在 3.5V不变。

在功率调节过程中，输出采样电压经 PI电压补

偿控制器生成输出电压误差信号值 Δu，SG3525引脚

Fig. 4 Gain characteristic curves corresponding to Q and K

Fig. 3 Gain frequency curve of full-bridge LLC resonant

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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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输出的 3.5V电压与 Δu电压差加在 RT上，Δu改变时

即流过 RT的电流改变，从而改变芯片的振荡频率，改

变芯片输出控制频率。当输出端电压下降时，电压

误差信号 Δu增大，经过 RT 的电流减小，其输出频率

变小，输出增加，则电压上升；当输出电压升高时则

反之。

3 仿真与实验测试

3.1 电路性能仿真

为了验证所设计的电路性能，在 Saber软件中根

据谐振参数搭建电路模型，如图 6所示。并对电路模

型进行了仿真分析，其中开关频率与谐振频率相等，

为 100kHz，时钟信号 Clock的频率为 100Hz，占空比

为 0.005，仿真时间 t=15ms。当 t<10ms时，Clock为高

电平，开关管 SW1断开，全桥 LLC谐振变换器正常运

行；t=10ms时 Clock为低电平，开关管 SW1闭合，负载

发生短路，此时代表推力器发生打火。仿真结果如

图 7-8所示。

图 7（a）中，橘色是桥臂中点 A，B之间的电压波形

UAB，绿色是开关管 Q1的电压波形 UQ1，蓝色是 Q1的
驱动波形，红色是谐振电感 Lr的电流波形 IL r。从图中

可以看出，在全桥 LLC谐振变换器原边，谐振电感的

电流波成正弦波，开关管电压及桥臂中点电压均为

方波，在驱动电压为高电平即开关管导通时，桥臂中

点电压值为输入电压，开关管电压已经降为零，实现

了原边开关管零电压开通（ZVS）。图 7（b）中分别是

副边整流二极管 D1的输出电流和电压波形，从图中

可以看出，整流二极管在关断时电流自然回落至零，

因此实现了整流二极管的零电流关断（ZCS），且其电

压值为输出电压。图 7（c）中是整流二极管 D1，D2输
出电流合成波形，可以看出，当变换器工作在谐振频

率处，整流二极管的电流恰好处于临界连续状态，恰

好可以实现 ZCS。
图 8是开关管 Q1的电流波形图，从图中可以看

出，t=10~10.05ms时，电路负载发生短路，此时相当于

推力器发生打火，开关管的电流出现峰值电流，由于

谐振电感 Lr的限流作用，最高峰值电流为 40.281A。
其中由于 SW1闭合的时间是 0.05ms，包含 5个开关周

Fig. 5 PFM control circuit

Fig. 6 Circuit model of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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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因此图有 5个震荡高峰。

3.2 实验测试

按照设计指标设计了屏栅电源模块的实验样

机，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实验测试，实验结果见图 9。
图 9（a）中红色代表谐振电流 IL r 的波形，蓝色代表超

两桥臂中点 A，B两点间电压 UAB的波形，可以看出开

关管开通时桥臂中点电压值 UAB为输入电压，开关管

实现了零电压开通，消除了开关管的开通损耗；（b）
中红色同样是谐振电流 IL r 的波形，蓝色是整流二极

管电压 UD1的波形，图中在开关管的前半个周期中，t0
所示时刻谐振电流与磁化电流相等，谐振网络不再

向副边输出能量，二极管 D1的电流降为零，实现了零

电流关断，不存在反向恢复的问题，因此整流电路的

损耗大大降低。图 9显示，全桥 LLC谐振变换器使整

个电路实现了 ZVSZCS，有效提高了电源的转换效

率。且图（b）中可以看出在二极管电流为 0时，虽然

其寄生电容与变压器漏感发生谐振，引起电压振荡，

但模块内部并没有大于 250V的交流电压峰值，可以

不考虑交流局部放电对绝缘寿命的影响，由此简化

了高压绝缘设计的难度，带来可靠性的提升。

图 10是屏栅电源打火时开关管瞬态电流应力测

试波形图，图中在 175µs时出现打火，开关管 MOS管
的瞬态电流值最大为 40A，与仿真结果一致。且由于Fig. 8 Waveform of Q1 current

Fig. 7 ZVZCS of LLC resonance converter switch

Fig. 9 Experimental waveform of screen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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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U针对打火时屏栅电源短路问题设计了专门的过

流保护电路，出现短路时经过短暂的过流保护响应

时间，在第二个开关管周期之前快速关断前级功率

电路的输出，使开关管的电流变为 0，因此，图中只有

一个震荡峰值。结果表明全桥 LLC谐振变换器模块

初级较大的谐振电感具有限流作用，有效抑制了开

关管电流的上升，在应对推力器打火时，使电源模块

更安全，整个 PPU更可靠。

图 11是全桥 LLC谐振变换器在不同输入电压

下的效率曲线图。由图可以看出电源模块在 100V
输入时，变换器工作在谐振点，开关管频率等于谐振

频率，此时效率最高。在 80V输入时开关管频率最

低，此时磁化电流最大，初级电流有效值增加，使得

开关管得导通损耗增加，降低了变换器的转换效率。

在 110V输入时，电流波形接近于三角波，电流峰值

增加，开关管的关断电流大，变换器效率降低明显。

在输入 100V的效率曲线中，可以看出输出功率

为 822W时，屏栅电源模块的转换效率最高，最高效

率为 96.9%。调研资料中，Astrium Germany HVPS-屏
栅电源效率最高，为 97%，可以看出，本设计的电源模

块效率达到了国外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同时相较于

国内 LIPS-300离子推力器屏栅电源的效率提高了

1.9%。

4 结 论

本文设计了高效且在打火时具有高可靠性的屏

栅电源，并进行了相关性能的仿真分析和实验测试。

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单个电源模块输出电压为 210V，低于空气低

气压放电阈值最小范围 390~410V，同时副边整流二

极管的电压等于输出电压，在 210V额定输出时，电源

模块内部没有>250V的交流电压峰值，可以减小对绝

缘寿命的影响，简化高压绝缘设计的难度，提高产品

的可靠性。

（2）基于全桥 LLC谐振变换器的屏栅电源模块，

可以实现变换器原边开关管零电压开通，副边整流

管实现零电流关断，有效减少开关损失，使转换效率

提高到 96.9%，使得屏栅电源更高效。

（3）由于电源模块原边较大的谐振电感的限流

作用，使得推力器在出现打火时，开关管的峰值电流

仅为 40A，有效提高了屏栅电源的可靠性，使得推力

器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均得到保障。

致 谢：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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