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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拓扑优化方法及其在叶轮机械中的应用 *

张 敏 1，2，杨金广 1，刘 艳 1

（1. 大连理工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4；
2. 大连理工大学 工程力学系，辽宁 大连 116024）

摘 要：为了促进流体拓扑优化在叶轮机械领域的应用，根据公开资料中的研究成果，首先介绍了

该方法的理论基础，包括优化问题数学模型、流动控制方程及求解方法、灵敏度分析技术、优化不稳定

问题的预防措施及几何重构方法。然后总结归纳了流体拓扑优化在叶轮机械气动热力学领域的研究现

状，通过对涡轮叶片内部冷却结构、涡轮叶片叶顶结构以及离心压气机弯道设计的描述，指出该方法的

技术优势。研究表明，相比于传统形状和尺寸优化方法，拓扑优化具有更高的设计自由度，且突破了结

构参数化的限制，有助于挖掘具有优良性能的新型结构。最后，对流体拓扑优化方法在未来叶轮机械设

计中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流体；拓扑优化；灵敏度分析；叶轮机械；涡轮；叶顶；离心压气机；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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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id Topology Optimization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urbomachinery

ZHANG Min1，2，YANG Jin-guang1，LIU Yan1
（1.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alian 116024，China；
2. Department of Engineering Mechanics，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alian 116024，China）

Abstract：Relative to structural topology optimization，fluid topology optimization method is inadequately
develop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fluid topology optimization in turbomachinery field，theoretical
basis of this method is introduced according to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the open literature. It includes mathemat‐
ical formulations for the optimization，fluid governing equations and their solution method，sensitivity analysis
techniques，preventive measures of unstable problems and geometrical reconstruction approaches. Then，litera‐
ture review on current studies of fluid topology optimization about aero-thermal problems in turbomachinery field
is summarized. In order to pinpoint the technological superiority of this method，relevant designs of turbine blade
internal cooling structure，turbine blade tip geometry and centrifugal compressor bend are described. These stud‐
ies indicate that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shape and size optimization methods，the topology optimization has high‐
er degrees of design freedom and can overcome the limitation of structure parameterization. This can aid to exca‐
vate novel structures with good performance. Finally，future pro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fluid topology optimi‐
zation in turbomachinery field are forecasted.

* 收稿日期：2020-06-07；修订日期：2020-09-0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876021）。
作者简介：张 敏，博士后，研究领域为叶轮机械气动热力学。

通讯作者：杨金广，博士，副教授，研究领域为叶轮机械气动热力学。

引用格式：张 敏，杨金广，刘 艳 . 流体拓扑优化方法及其在叶轮机械中的应用［J］. 推进技术，2021，42（11）：2401-
2416. （ZHANG Min，YANG Jin-guang，LIU Yan. Fluid Topology Optimization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urbomachinery［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2021，42（11）：2401-2416.）



推 进 技 术 2021 年

Key words：Fluid；Topology optimization；Sensitivity analysis；Turbomachinery；Turbine；Blade tip；
Centrifugal compressor；Review

1 引 言

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是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

的战略性装备。传统的两机研发过程主要采用理论

分析、试验和数值仿真方法，同时依赖设计者的经

验。目前，计算机技术及数值方法的飞速发展使得

结合计算流体力学的优化设计［1］成为两机研制中不

可或缺的工具。

根据设计变量的不同，优化设计包括尺寸优化

（Size optimization）、形状优化（Shape optimization）和

拓扑优化（Topology optimization）三种方法。它们与

设计各阶段的关系如图 1［2-4］所示。形状优化和尺寸

优化可以分别用于初步设计（Preliminary design）和详

细设计（Detailed design）阶段，这两种方法已广泛应

用于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中的叶轮机械部件设

计，如图 1所示的叶片形状及关键几何参数尺寸优

化［4］，其中叶型由贝塞尔曲线控制，贝塞尔曲线又通

过多个控制点（Pi，i表示控制点数）确定，叶型关键几

何参数包括节距 s，轴向弦长 Cax，进口气流角 β1和出

口气流角 β2等。由于优化设计基于计算机自动执行，

形状和尺寸优化方法需根据初始结构进行参数化，

所以控制结构参数化的变量数目一方面不能过多，

以保证优化效率，另一方面也不能过少，以提高优化

精度。此外这两种优化中，结构的拓扑型式不能改

变，即最终结构的连通度与初始结构相同［5］，这一局

限限制了新型结构的研发。

拓扑优化的本质是寻求满足最佳性能的材料分

布，设计变量是设计域各网格点的材料属性值［6］。

与形状和尺寸优化相比，拓扑优化的主要优势在

于：（1）设计自由度较高；（2）摆脱了结构参数化限

制；（3）允许结构拓扑在优化中改变。这些优势有

助于充分探索结构型式，以获得突破人力经验认知

局限的新型结构。此外，整个拓扑优化过程往往基

于同一套网格开展，避免了常规优化中几何模型和

计算域网格的更新，极大提高了优化效率。因此，

拓扑优化可以用于概念设计（Conceptual design）阶

段，且其结果可以为形状和尺寸优化提供初始结构。

拓扑优化起源于固体结构领域，并已获得广

泛的认可和应用［7］。 2003年，Borrvall等［8］将其引

入于流体力学领域，并定义设计变量为材料多孔

度 γ

γ = VF
VF + VS （1）

式中 VF和 VS分别表示结构中流体材料和固体材

料的体积，即 γ=1时为流体，γ=0时为固体，流体材料

分布即组成满足性能指标的流路，如图 1中的右下角

分图所示。因此，拓扑优化的本质是一个 0-1离散变

量的优化问题，为采用基于连续变量的优化算法对

问题进行求解，往往借助材料插值模型将 γ松弛至

［0，1］区间，较为成熟的插值方法主要有变密度插值

法、水平集方法等［5］。需要指出的是，结构拓扑优化

中的密度即为流体多孔度 γ。

相比于结构拓扑优化，流体拓扑优化主要的难

点在于对复杂流场的准确评估，同时流动数值模拟

Fig. 1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ptimization methods and design stages[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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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需要较高的计算成本。这就导致流体拓扑优化

的寻优时间与计算域维度和尺度成正比。表 1给出

2003年以来拓扑优化方法应用于流体力学领域以来

的部分研究成果［9-32］，其中，FEM，FVM和 IBM分别表

示数值模拟离散采用的有限元方法（Finite element
method）、有限体积方法（Finite volume method）和浸没

边界方法（Immersed boundary method）。

从表 1可以看到，早期的流体拓扑优化主要针

对二维及三维 Stokes或层流流动，近些年，针对湍

流问题开展了相关工作［20-22，26，31］。刘小民等［16］针

对低雷诺数流动下的翼型进行拓扑优化，张彬等［18］

针对多工况 Stokes流动下的流道拓扑优化，他们都

采用了水平集方法。此外，为加快该方法的收敛

速度，董馨等［25］分别针对水平集函数和方程调整

了进化次数和离散时间步长。文献［28］提出了一

种形状变形技术对拓扑优化结果进行了参数化，

该方法能同时实现形状和拓扑优化。针对带冷气

流路的矩形通道，开展了热 -固耦合拓扑优化研

究，优化目标是在给定的固体体积及结构变形量约

束条件下，使平均温度最低，但该项研究中，没有对

冷气流路进行模拟求解，只给出冷气的温度和流动

速度［29］。

根据采用的优化算法，优化又可以分为梯度类

优化和智能类优化。前者根据设计梯度或设计灵敏

度，即目标函数对设计变量的导数，指导寻优方向；

后者往往基于试验设计（Design of experiment，DOE），

通过构建 Kriging或神经网络等代理模型，建立目标

函数与设计变量的函数关系，DOE分析所需的数值

模拟算例数量与设计变量多少有关。表 1所列的研

究中，被广泛采用的是移动渐近线方法（Method of
moving asymptotes，MMA）［33］和最速下降法（Steepest
descent method，SDM）［34］两种梯度类算法。此外表 1
中，GCMMA（Globally convergent method of moving as‐
ymptotes）是 MMA算法的改进方法，其具有全局收敛

优势，OCM（Optimality criteria algorithm）表示最优准

则法，该方法在结构拓扑优化中较为常用［6］。值得

说明的是，Yoshimura等［23］采用了基于 Kriging代理

模型的遗传算法（Kriging-surrogate-based genetic al‐

Table 1 Fluid topology optimization studies

Study（（author，，year））

Borrvall and Petersson，2003［8］
Gersborg-Hansen，et al，2005［9］

Olesen，et al，2006［10］
Othmer，2008［11］
Dede，2009［12］
Yoon，2010［13］

Kreissl，et al，2011［14］
Kontoleontos，et al，2012［15］

Liu，et al，2012［16］
Marck，et al，2013［17］
Zhang，et al，2014［18］
Duan，et al，2015［19］

Philippi and Jin，2015［20］
Sarstedt，et al，2016［21］

Yoon，2016［22］
Yoshimura，et al，2017［23］
Goeke and Wünsch，2017［24］

Dong，et al，2018［25］
Dilgen，et al，2018［26］
Wu and Tovar，2018［27］
Zhou，et al，2019［28］
Zhao，et al，2019［29］
Zhao，et al，2019［30］

Gaymann，et al，2019［31］
Pietropaoli，et al，2019［32］

Field

Stokes flow
Lamina flow
Lamina flow
Lamina flow

Fluid-heat coupling
Fuid-structure

Lamina flow（unsteady）
Fluid-heat coupling
Stokes & laminar flow
Fluid-heat coupling

Stokes flow
Lamina flow
Turbulent flow
Turbulent flow
Turbulent flow

Fluid-heat coupling
Fluid-heat coupling

Stokes flow
Turbulent flow

Fluid-heat coupling
Lamina flow

Fluid-heat coupling
Fluid-heat coupling
Turbulent flow

Fluid-heat coupling

CFD method

FEM
FEM
FEM
FVM
FEM
FEM
FEM
FVM
FVM
FVM
FVM
FEM
FVM
FVM
FEM
IBM
FVM
FVM
FVM
FEM
FEM
FEM
FEM
FVM
FVM

Sensitivity method

Discrete adjoint
Discrete adjoint
Discrete adjoint
Continuous adjoint
Discrete adjoint
Discrete adjoint
Discrete adjoint
Continuous adjoint
Continuous adjoint
Discrete adjoint
Continuous adjoint
Discrete adjoint
Continuous adjoint

Local optimality criteria
Discrete adjoint

-
Continuous adjoint
Continuous adjoint
Discrete adjoint
Discrete adjoint
Discrete adjoint
Discrete adjoint
Discrete adjoint
Continuous adjoint
Continuous adjoint

Optimizer

MMA
MMA
MMA
-

MMA
MMA
GCMMA
SDM
-

MMA
-

OCM
SDM
SDM
MMA

Kriging-GA
-
-

MMA
MMA
MMA
MMA
MMA
SDM
S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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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ithm，Kriging-GA），这主要是因为他们选取的设计

变量是控制流固边界的参数，所以设计变量的数目较

少。在固体结构领域，也有研究采用模拟退火［35］、神

经网络［36］和元胞自动机［37］等智能类算法。尽管智能

类算法具有全局寻优的优势，但其 DOE分析消耗的

计算资源很多，目前只适用于求解小规模的拓扑优

化问题。

拓扑优化的技术优势使其被整合至许多商用软

件中，目前结构拓扑优化软件已有很多，如 Ansys，Al‐
tair OptiStruct等，这些软件也已获得一定程度的应

用［38-39］。流体拓扑优化软件相对较少，如 TOSCA Flu‐
id［40］，该软件集成了 ANSYS Fluent和 STAR-CCM+进
行流动数值模拟，其优化策略采用了拟灵敏度或局部

最优准则方法（见后文 2.3.2节），但 TOSCA Fluid目前

仅适用于简单管道等优化问题，其技术程度及应用范

围远远不能满足实际应用的需求，尚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

此外，表 1中的各项研究大都借鉴了结构拓扑优

化发展起来的变密度方法，也有研究采用了水平集

（Level set）方法，如 Yoshimura等［23］和刘小民等［16］，另

外还有如 Challis等［41］和 Duan等［42］开展的工作。这

些研究都表明流体拓扑优化在生成新型流路方面具

有很大的优势。因此，本文基于已有研究，对采用变

密度插值模型的流体拓扑优化方法进行归纳总结，

随之介绍该方法在叶轮机械领域中的研究现状，并

给出其应用前景，以促进流体拓扑优化在叶轮机械

领域的应用。

2 流体拓扑优化方法

2.1 优化问题数学模型

流体拓扑优化问题的数学模型为

min F (γ,Φ)

st
ì

í

î

ïï
ïï

R ( )γ,Φ = 0
gk ( )γ,Φ ≤ 0 ( )k = 1,…,p
0 ≤ γn ≤ 1, n = 1,…,N node ,γ = [ γ1 ,⋯,γn ]T

（2）

式中 F为目标函数，优化目标是使 F最小；st，即
Subject to，定义了约束条件，R=0表示流动控制方程

（即 Navie—Stokes方程）的残差等式，Φ=［U，p，T］，U

为速度向量，p和 T分别表示压力和温度，gk为约束函

数，下标 k表示函数的数目，下标 n表示第 n个网格

点，Nnode为设计域网格节点总数。

2.2 数值模拟方法

优化过程中，为评估目标函数，需要采用数值

模拟方法求解流动控制方程 R（γ，Φ）=0。由于设

计变量 γ已被松弛至［0，1］区间，设计域可以视为

流体、固体及多孔介质的组合区域。通过向 Navier-
Stokes方程引入源项，可以获得非均匀材料的控制

方程，即

ì

í

î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R p = ∂( )ρUj

∂xj = 0

RU,i = ∂( )ρUiUj

∂xj - ∂
∂xj

é

ë
êê

ù

û
úú( )μ + μ t ( )∂Ui

∂xj +
∂Uj

∂xi +
∂p
∂xi + ρSm,i = 0

RT = γ·ρcUj

∂T
∂xj -

∂
∂xj

é

ë
êê

ù

û
úúλ( )γ ∂T

∂xj + ρSh = 0

（3）

式中 Sm，i和 Sh分别为动量方程和能量方程源项，

它们和材料导热率 λ是设计变量 γn的函数，μ和 μt分

别表示分子粘度和动力粘度，下标 i=1，2和 3分别表

示 x，y和 z三个坐标方向。

2.2.1 动量方程源项

基于 Brinkman惩罚思想，动量方程源项的表达

式为

Sm,i = α (γn)Ui （4）
式中 α为 Brinkman惩罚系数，它是 γn的函数。根

据变密度材料插值模型，α的常用表达式［8，19，43］包括

α (γn) = αmax + (αmin - αmax) γn 1 + qq + γn （5）

α (γn) = αmin + (αmax - αmin) q ( )1 - γn
q + γn （6）

α (γn) = (1 - γ1 q
n ) αmax （7）

式中 αmin（可为零或极小值，如 10-3）和 αmax（105~
106）分别为流体和固体域的惩罚系数，q为惩罚因子，

q>1。由公式（5）~（7）可知，当 γn=1（流体）时，Sm，i=0，
动量方程回归至流体运动方程；当 γn=0（固体）时，Sm，i

值很大，速度被惩罚为 0，满足固壁无滑移边界条件。

2.2.2 能量方程源项

当目标函数包括传热目标时，还需要求解能量

控制方程。现有研究对能量方程的修正有两种，一

种是基于材料插值模型对材料导热率修正，源项 Sh=
0［12］；另一种是基于 Brinkman惩罚思想定义源项 Sh

Sh = α (γn) (T - Twall) （8）
式中 α为仍采用式（5）~（7）计算。

Kontoleontos等［15］指出 Twall是固体壁面的温度，当

不考虑固体内部温度时，该方法是可行的，若需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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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固体内部温度或温度梯度，Sh的表达式还需要改

进。Dbouk［44］也指出，采用这种定义的拓扑优化研究

还不多，该源项表达式的准确性需进一步验证。此

外值得指出的是，式（3）中的能量方程为热能方程，

且忽略了扩散项，即

∂
∂xj (Cp

μ t
Pr t

∂T
∂xj )

热能方程适用于低速流动，当流动马赫数较高

时，需采用总能方程。为此，作者对能量方程进行了

改进，具体表达式为

γn
∂
∂xj (ρUj h tot) = ∂

∂xj {éëêêλ(γn) + Cp

μ t

Pr t ( )γn
ù

û

ú
ú
∂T
∂xj} + Sh

（9）
式中 Prt是普朗特数，htot是总焓。同动量方程中

的 α一致，当 γn=0时，Prt取极大值，式（9）可简化为固

体域导热方程。

2.2.3 材料物性定义

对于非均匀材料的导热率 λ，仍采用与公式（5）~
（7）相似的函数表达式来定义，即

λ(γn) = λS + (λF - λ S) γn 1 + qq + γn （10）

λ(γn) = λF + (λ S - λF) q ( )1 - γn
q + γn （11）

λ(γn) = γnλF + (1 - γ1 q
n ) λ S （12）

式中 λF 和 λS 分别表示流体和固体的导热率。

Wiker等［45］和 Gersborg-Hansen［46］还基于变密度插值

模型修正了材料的有效粘度（μeff=μ+μt），他们采用的

插值形式分别为

μ eff (γn) = μ eff, S + (μ eff, S - μ eff, F) γn 1 + qq + γn （13）
μ eff (γn) = γn μ eff, F + (1 - γn) μ eff, S （14）

Lee［47］指出，修改 μeff对优化结果没有很大的影响。

2.2.4 湍流效应

从表 1可以看到，早期的拓扑优化研究主要针对

层流流动，自 2015年起，研究人员开始围绕湍流问题

开展流体拓扑优化工作。为修正湍流粘度，目前文

献中提出了两种方法。一种是基于多孔介质理论，

即根据 Jin 等［48］的研究结果，由于多孔介质材料中湍

流结构与多孔尺度有关，Philippi和 Jin［20］对湍流粘度

进行了如下修正

μ t,p = γn μ t （15）
另一种是基于 Brinkman惩罚思想，对湍流模型

方程进行修正［22，26］，以Wilcox k-ω湍流模型［49］为例，

修正后的方程为

ì

í

î

ï

ï

ï

ï
ïïï
ï

ï

ï

ï

ï
ïïï
ï

∂( )ρk
∂t + ∂

∂xj ( )ρUj k - ∂
∂xj

é

ë
êê

ù

û
úú( )μ + μ t

σ k1

∂k
∂xj -

P k + β′ρkw + P kb + ρSk = 0
∂( )ρω
∂t + ∂

∂xj ( )ρUj ω - ∂
∂xj

é

ë
êê

ù

û
úú( )μ + μ t

σω1

∂ω
∂xj -

a1
ω
k
P k + β1 ρw2 + ρSω = 0

（16）

式中 Sk和 Sω的表达式为

{Sk = α ( )γn k
Sω = α ( )γn ( )ω - ω b

（17）

式中 α（γ）仍采用式（5）~（7）计算，因此当网格点

的材料是固体时，γn=0，Sk值极高，使得 k（湍动能）趋

于零，ω约等于固壁区域的湍流比耗散率（ωS）。ωS通

过下式［50］计算

ω S = 60ν ( )β1 y 21 , β 1 = 0.075 （18）
式中 y1表示壁面第一层网格单元中心到壁面的

距离。

针 对 以 上 基 于 多 孔 度 源 项 的 数 值 模 拟 方 法

（CFD based on sources models，SCFD），本文作者［51］曾

结合燃气涡轮典型的内部流动传热问题，验证其计

算准确性。结果表明，对于高雷诺数的湍流流动，当

湍流模型方程不增加公式（17）定义的源项时，采用

SCFD方法无法准确预测流场中的分离旋涡；当增加

Sk和 Sω后，使用 SCFD方法获得的流场特征与试验结

果比较吻合，此外，采用均匀网格开展 SCFD研究时，

需要确认合适的网格边长，以同时保证计算速度和

准确性。

2.3 灵敏度分析方法

2.3.1 伴随方法

引言中指出，由于拓扑优化的设计变量数目很

多，多采用梯度类算法寻优。根据表 1可知，伴随灵

敏度分析是拓扑优化研究中常用的灵敏度计算方

法。伴随方法的优势在于灵敏度计算成本与设计变

量数目无关，只取决于原始方程和伴随方程的求解

成本［52］。目前该方法已广泛应用于机翼［53］、进气

道［54］、压气机［55］、涡轮［56］等内外流的优化设计中。伴

随方法分为连续伴随和离散伴随两种，前者从原始

方程的微分形式出发推导得到伴随方程和边界条

件，伴随方程的数值求解方法与原始方程的相同，后

者从原始方程的离散形式出发推导，伴随方程的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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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依赖于离散格式。Olesen等［10］和 Othmer［11］分别给

出了气动拓扑优化中离散和连续伴随方程的推导

过程。

以连续伴随方法为例，由于控制方程残差 R=0，
可定义增广目标函数

F aug = F + ∫
Ω
p adj·R pdΩ + ∫

Ω
vadj,i·RU,idΩ +

∫
Ω
T adj·RTdΩ

（19）

式中 vadj表示伴随速度向量，padj和 Tadj分别是伴随

压力和温度。根据导数的链式法则，Faug对 γn的全导

数为

δF aug
δγn =

δF
δγn +

δ
δγn ∫Ω p adj·R pdΩ + δ

δγn ∫Ω vadj,i·
RU,idΩ + δ

δγn ∫Ω T adj·RTdΩ
（20）

式中 δ符号表示全导数，对于某物理量Ψ，δ与偏

导数（∂）满足［57］

δΨ
δγn =

∂Ψ
∂γn +

∂Ψ
∂xk

δxk
δγn （21）

与形状优化不同，拓扑优化中设计域边界并不

发生变化，即 δxk/δγn=0，因此，式（20）可以变为

δF aug
δγn =

∂F aug
∂γn =

∂F
∂γn + ∫Ω p adj· ∂R p∂γn dΩ +

∫
Ω
vadj,i· ∂RU,i∂γn dΩ + ∫

Ω
T adj· ∂RT∂γn dΩ

（22）

基于式（22），根据形状优化［52］中的伴随分析推

导过程，即可得到伴随控制方程、伴随边界条件以及

伴随灵敏度的具体表达式。目前，伴随拓扑优化研

究大都采用了“冻结湍流”假设，即没有考虑湍流参

数对目标函数的影响。文献［58-60］分别给出耦合

Spalart-Allmaras（SA）湍 流 模 型 、k- ε 和 k- ω -SST
（Shear stress transport）的伴随控制方程。文献［57］也

详细推导了适用于湍流问题形状和拓扑优化的伴随

分析体系。这些推导都采用了连续伴随方法，且主

要针对气动目标函数。

在 表 1 所 列 的 拓 扑 优 化 工 作 中 ，Kontoleontos
等［15］和 Yoon［22］都采用了耦合 SA湍流模型的伴随方

法开展了流路的拓扑优化。但当传热目标涉及固体

内部区域温度或温度梯度时，式（8）给出的能量方程

源项需要进一步修正，此时整合流动及传热目标函

数以及湍流模型方程的伴随分析体系还需要进一步

推导。

2.3.2 拟灵敏度

除伴随灵敏度以外，Sarstedt等［21］采用了一种局

部最优准则（Local optimality criteria），该准则又可称

为“拟灵敏度（Quasi-Sensitivity，QS）［61］”。拟灵敏度

是基于 Moos 等［62］提出的回流理论，也就是说流场中

的回流、分离和旋涡是损失的主要来源，所以拟灵敏

度优化的本质是抑制回流。为此，在优化前，首先采

用一种粘度较高的流体进行数值模拟，获得参考速

度 vref，由于假设流体的粘度高，流场中基本不存在回

流，然后在优化中，采用真实流体通过求解式（3）的

控制方程获得实际速度 U，QS通过下式计算

QSn =
( )v ref·U

n

( )|| v ref · || U
n

（23）

式中下标 n仍表示第 n个网格点。由式（23）可

知，QS是参考速度向量和实际速度向量的角度差异。

拟灵敏度分析成本只取决于优化前参考流场和优化

中实际流场的计算，因此与伴随方法相比，其更能节

省优化时间。

2.4 优化不稳定问题及抑制措施

在 拓 扑 优 化 研 究 中 ，往 往 会 出 现 棋 盘 格 式

（Checkboard）、网格依赖性（Mesh dependence）和中间

灰度（Grey transition）等不稳定问题。棋盘格式是指

不同材料周期性分布的现象，如图 2（a）所示［63］。网

格依赖性是指采用不同尺寸的网格边长，优化结果

的拓扑型式也不一样。中间灰度是优化结果不完全

满足 0-1分布，而是存在中间密度（或中间多孔度）单

元，如图 2（b）所示［64］。

在结构拓扑优化研究中，已给出对这些不稳定

问题的抑制措施。较为常用的是密度（多孔度）过

滤［65］和灵敏度过滤［66］方法。以灵敏度过滤方法为

例，通过灵敏度分析获得第 n个网格点的设计梯度 zn
后，通过过滤公式

ẑn = 1A∑m = 1
Nnode

Hm·zn , A = zn∑
m = 1

Nnode

Hm （24）

Fig. 2 Unstable problem in topology optimization[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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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灵敏度修正，式中 Hm是距离算子，由下式

计算

Hm = {r - dist ( )n,m , dist ( )n,m ≤ r
0, dist ( )n,m > r （25）

式中 r表示给定的过滤半径（如图 3），m表示与

第 n个网格点的距离 dist（n，m）<r的网格点。

虽然灵敏度过滤方法是一种启发式方法，但其

已被证实能够有效地抑制棋盘式格式或中间密度单

元［5］。此外还有研究表明，过滤半径对过滤结果的影

响很大［67］，如果 r值很小，灵敏度过滤后的中间密度

单元数量依然很多，若 r值过大，中间密度单元则集

中分布在固体域边界位置。为此，可以通过增大式

（5）~（7）中的惩罚因子 q进行抑制。密度（多孔度）过

滤也可以采用式（24）和（25），但需注意密度过滤半

径应大于灵敏度过滤半径。

此外为了进一步抑制中间密度、棋盘格式等不

稳定问题，公开资料中还提出了两种改进措施。一

种为移动平均方法（Moving average method）［67］，即当

前迭代步（I）的灵敏度与前一迭代步（I-1）的灵敏度

进行平均，有

ẑn,I = ẑn,I - 1 + ẑn,I2 （26）
另外一种为 Wang等［64］提出的映射（Projection）

技术，即采用下式对灵敏度进行修正

ẑn =
tan ( )βη + tan[ ]β ( )ẑn - η
tan ( )βη + tan[ ]β ( )1 - η （27）

式中 β表征映射的陡度，优化中，其值通常从 1
增加到很大的值（如 β=64）；η是一个 0～1的阈值。

结合灵敏度过滤和映射技术，Clausen等［68］还提出了

过 滤 -映 射 两 步（Two-step filtering/projection）修 正

方案。

2.5 优化结果的几何重构

结构的几何模型是后续设计、制造的基础，优化

结果的几何重构是实现设计应用于工程实际的关键

步骤。针对拓扑优化结果未参数化及边界不规则的

特点，在结构力学领域已有很多的几何重构研究成

果，包括基于梯度的轮廓识别方法［69］、密度（多孔度）

等值线提取方法［70］、基于逆向工程的 CAD-CAE快速

响应技术［71］等；但在流体力学领域，还未有类似方法

出现。Payot等［72］针对翼型的拓扑优化结果，基于当

地 的 固 体 材 料 分 数 ，提 出 一 种 RSVS（Restricted
snakes volume of solid）边界参数化方法，如图 4所示，

用以获得光滑的翼型型线。在采用变密度材料插值

模型时，拓扑优化结果中可能存在锯齿状的边界，几

何重构时，可以借助 RSVS思想对结构进行后处理。

同时，基于参数化的结构边界，还可以继续进行形状

或尺寸优化。

基于以上对流体拓扑优化方法的总结，可以得

到如图 5所示的优化流程图。和梯度类形状或尺寸

优化相似，该优化流程也包括三个关键要素，即数值

模拟、灵敏度分析和优化算法。但在图 5的拓扑优化

流程中，还包括灵敏度过滤和几何重构模块。

3 叶轮机械中的流体拓扑优化研究

在叶轮机械领域，引导拓扑优化应用的主要原

因在于增材制造技术的发展。增材制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AM）或 3D打印技术基于材料累加原

理，直接根据 CAD数据即可制造相应的实体产品，从

Fig. 3 Filtering radius

Fig. 4 RSVS parameterization method for topology optimization[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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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摆脱了传统制造工艺中的模具和加工可达性的束

缚［73］。该技术不仅引领了制造技术的变革，也打破

了传统的“制造引导设计”限制，促使形成“设计引导

制造”的现代化理念［74］。目前，GE、罗罗、西门子等公

司都已采用 AM技术加工航空发动机零部件［75］。杨

卓勇［75］、张小伟［76］和 Han［77］相继综述了 AM技术在航

空领域的应用。AM技术摆脱了模具的束缚，可以制

造具有任意结构的形状，因此，在结构设计初始，可

以采用具有较高设计自由度的优化技术，拓扑优化

正是为此提供了方法支撑。尽管拓扑优化方法先于

AM技术提出，但 AM技术的兴起无疑为拓扑优化的

发展和应用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刘书田等［78］还提出

拓扑优化和增材制造相结合的设计 -制造一体化

方法。

在叶轮机械领域，拓扑优化首先被用于航空发

动机各部件结构的轻量化设计中［79-83］，这些研究主要

针对固体结构问题，未涉及内部流动，故在此不做详

细介绍。较早的流体拓扑优化研究是 2016年 Romero
等［84］开展的径流式叶轮机械优化，其优化目标是使

离心压气机叶轮耗功最小和径流涡轮叶片输出功最

大，同时使流体两叶片通道后的能量耗散率和涡量

最小。该文作者采用变密度法插值模型，并使用连

续型伴随方法进行灵敏度分析，应用 MMA算法指导

迭代寻优，得到的叶轮结构如图 6所示。从图中可以

看到采用拓扑优化获得的叶型与传统叶型差异很

大，且难以满足叶片光滑、曲率连续等要求，但该研

究突破了传统叶片设计体系，首次实现叶型由无到

有的拓扑优化设计。采用拓扑优化方法开展叶型设

计尚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

2017年，在著名的 ASME Turbo & Expo 会议上，

首次增加了 AM技术专题［85］，同时指出面向 AM制造

的拓扑优化在叶轮机械领域具有较高的应用潜力。

在此前后，研究人员陆续采用流体拓扑优化开展了

叶轮机械部件设计，总体上研究主要围绕涡轮叶片

内冷结构和叶顶结构开展。

3.1 涡轮叶片内冷结构优化

俄罗斯中央航空发动机研究院（CIAM）的Mager‐
ramova等［86］展示了他们面向 AM设计和制造的新型

高压涡轮冷却型式，包括渗透冷却（Penetrating cool‐
ing）、矩阵冷却（Matrix cooling）和导向冷却（Deflector
cooling），其中，横向导向冷却叶片结构及其冷却提升

效果如图 7（a）所示，图中 S表示内部支架结构。他们

还采用有限元热分析对比了矩阵冷却和横向冷却叶

片的温度场，如图 7（b）所示。数值模拟研究结果表

明相比于矩阵冷却叶片，横向冷却方式能使冷气量

降低 0.5%，同时使叶片重量降低约 20%。此外，在该

项研究中，作者还针对某无冷却低压涡轮叶片，开展

使变形势能最小和叶片材料消耗降低（减重目的）的

固体结构拓扑优化。

图 8给出近些年 ASME会议中关于涡轮叶片内

冷结构拓扑优化的研究成果。针对叶片内冷流路简

化的 U型及蛇形管道，Pietropaoli等［43］分别进行了气

动和传热拓扑优化，优化目标分别是使 U型流路的

损失最小和使蛇形流路的壁面热流量最低，该文作

者亦采用了变密度法插值模型，建立了如公式（3）
定义的流固控制方程，采用伴随方法计算设计灵敏

度，最后结合最速下降法寻优，通过拓扑优化获得的

流路如图 8（a）所示。他们还指出目前增材制造/3D
打印技术的发展可为实现燃气涡轮新型有效的冷却

结构提供可能。

Fig. 5 Flow-chart of fluid topology optimization

Fig. 6 Fluid topology optimization for radial rotor

passages[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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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结合变密度插值模型、伴随灵敏度分析技

术以及最速下降法，Gaymann等［87］以及 Ghosh等［88］也

针对 U型管路开展了拓扑优化。值得指出的是，Gay‐
mann等［87］的研究中引入了不确定性量化分析，以应

对边界条件参数（如进口速度）变化的问题，从而解

决拓扑优化结果的局部最优限制，使优化鲁棒性增

加。图 8（d）的二维设计域考虑了多冷气出口，以模

拟叶片尾缘劈缝冷却。文献［88］还指出三维优化获

得的粗糙壁面能够增强换热，他们拟采用 AM技术进

行加工并通过试验验证以进一步明确粗糙壁面的强

化换热机理。

图 8（b）为 Iseler等［61］基于某一涡轮叶片 6通道蛇

形内冷流路，对 3~5通路的顶部和根部转弯区域（Ωtip
和 Ωroot）进行的拓扑优化，他们基于表 1中的局部最优

准则（LOC）或拟灵敏度方法，通过评估实际速度场与

参考速度场间的差异，更新设计变量和材料属性，最

终获得满足压损最低的弯道结构。作者基于优化结

果重构了三维内冷流路，并分析了其传热和应力性

能。这一工作是叶轮机械领域首次开展的三维流体

拓扑优化研究。但是，其优化设计域只局限于转角

部分，并未充分探索其它区域的流路设计。

本文作者也针对某一 U型管路，开展了二维拓扑

优化设计。U型管设计域 Ωd如图 9所示，在进口给定

速度，出口给定静压，其余边界设置为无滑移璧面。

Fig. 7 Cooled blade designed for AM by CIAM [86]

Fig. 8 Fluid topology optimization studies in ASME Turbo Ex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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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速度在 x和 y方向的分量是 Ux=-4.0m/s和 Uy=
8.0m/s，且基于 U型管进口速度和水力直径 Dh的雷诺

数为 1.15×105。优化中设置流体体积分数约束为

0.5，并分别采用拟灵敏度和伴随灵敏度计算设计

梯度。

图 10给出拟灵敏度拓扑优化（QS-TopOpt）不同

迭代步（I）时，设计域的流体多孔度 γ云图。图中 γ的

变化表明流体域连通度在优化中发生了改变，这是

前文指出的拓扑优化的优势之一。根据优化结果，

提取了流路边界进行了几何重构，然后采用基于贴

体网格的数值模拟分析了参考和优化 U型管内的流

动 特 征 ，如 图 11 所 示 。 从 图 中 可 以 观 察 到 ，QS-
TopOpt和伴随灵敏度拓扑优化（AS-TopOpt）消除了

流路中的分离，继而使得气流经过 U型管的损失降

低。研究发现，相比于参考 U型管，拟灵敏度拓扑优

化和伴随拓扑优化所得的 U型管可使出口总压损失

分别降低 80.56%和 39.62%。

3.2 涡轮叶片叶顶结构优化

2016年，Maesschalck等［89］基于其对叶顶修型设

计优化的研究［90］，也指出了拓扑优化在叶顶结构设

计中的应用潜力。他们基于拓扑优化的 0-1规划思

想，将叶顶离散为 200个区域，如图 12所示。设计变

量是各子区域的形状参数 δ，若 δ=0，该区域则上凸，

形成叶顶肋条，若 δ=1，则下凹，形成凹腔叶顶。优化

目标是使叶片的气动效率最大同时使叶顶的热负荷

最小。作者分别采用了遗传算法和结合微分进化算

法的水平集优化方法寻优。该研究没有采用第 2节
介绍的拓扑优化流程，即没有建立如式（2）的拓扑优

化数学模型，仅借助了拓扑优化的 0-1设计理念。但

通过对优化结构的性能验证，与先前采用的形状优

化［90］相比，采用拓扑优化有助于获得满足气动传热

性能的新型叶顶。

张敏［91］针对某涡轮直叶片，开展了叶顶结构拓

扑优化研究。由于拓扑优化效率与数值模拟计算成

本成正比，为降低寻优时间，首先根据泄漏流流动机

理，沿叶片轴向建立了 9个（z=0.1Cax~0.9Cax）二维泄漏

流计算域，如图 13所示，各计算域包括进口域 Ωin和

设计域 Ωd。为保证优化结果的叶顶间隙与平顶叶顶

的间隙值相同，在叶顶压力面进口，间隙固定为 τ0，且

τ0等于无间隙时叶片高度的 1.0%。9个计算域的流

场采用第 2节介绍的 SCFD方法模拟得到，边界条件

设置时，给定进口速度 Uin，出口静压 ps，out，机匣和压力

面（PS）壁面绝热无滑移，设计域下表面和计算域下

表面为滑移壁面。为使二维与三维泄漏流体的雷诺

数相似，Uin的取值使得压力面间隙入口的速度，即

Utip，与三维叶栅中对应位置的速度相等。泄漏流的

雷诺数计算式为

Re tip = U tip·τ0 /ν （28）
式中 ν表示运动粘度。此外，ps，out与三维叶栅中

相同位置吸力面（SS）出口的压力（pSS）相等。

根据图 5所示的拓扑优化流程，各轴向截面的流

场求解采用了 2.2节介绍的源项数值模拟方法，其准

确性验证可参见文献［51］。优化中分别采用基于伴

随灵敏度和拟灵敏度的拓扑优化（AS-TopOpt和 QS-
TopOpt）算法，对 9个轴向截面的叶顶区域进行了拓扑

优化设计，并根据优化结果进行了几何重构。图 14给
出优化得到的三维叶顶结构示意图，其中 QS-TopOpt

Fig. 9 Design space of the U-bend channel

Fig. 10 Contours of fluid porosity (γ) during the QS-TopO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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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顶采用了金属 3D打印技术进行了加工，以用于叶

栅 风 洞 试 验 研 究 ，AS-TopOpt-QS 叶 顶 是 以 QS-
TopOpt结果为初始条件并通过 AS-TopOpt获得的叶

顶结构，AS-TopOpt叶顶则是未给定初始条件下通过

AS-TopOpt获得的叶顶。从图 14可以看到，从压力

面到吸力面，优化叶顶型线呈“先上凸后下凹再上凸

（Convex-concave-convex）”的不规则变化型式，这种

型式类似于图 14（a）所示的凹腔叶顶。相比于凹腔

叶 顶 ，优 化 叶 顶 型 线 变 化 较 为 光 滑 ，同 时 与 AS-
TopOpt-QS和 AS-TopOpt优化叶顶相比，QS-TopOpt
叶顶“上凸-下凹-上凸”的变化趋势更明显。

针对图 14重构的优化叶顶，采用试验和数值模

拟验证了各结构的气动性能，试验叶顶包括平顶、凹

腔和 QS-TopOpt叶顶结构，数值模拟基于贴体网格

（CFD using body-fitted mesh，BCFD）进行，网格数量

约为 800万。以各叶顶叶栅尾缘下游 0.36Cax位置的

上半叶高平面为测量截面，试验和数值模拟所得该

截面质量流量平均的总压损失，即 Cpt，如图 15所示。

与试验数据相比，数值模拟得到的损失值稍高。这

是因为此次试验中，在通道涡区域布置的测点较为

稀疏，导致测量的通道涡区域损失较低。但试验和

数值计算都表明，相比于平顶叶栅，带凹腔和优化叶

顶叶栅的总压损失较低。结合 BCFD预测结果发现，

与平顶结构相比，凹腔叶顶使叶栅总压损失降低

7.05%，QS-TopOpt，AS-TopOpt-QS 和 AS-TopOpt 三
种优化叶顶使 Cpt分别减小 10.89%，6.2%和 5.6%。这

一结果说明 QS-TopOpt叶顶结构提高叶栅气动性能

的能力最为明显。这主要因为改变叶顶结构不仅影

响泄漏流在间隙内部的损失，也会影响泄漏涡的强

度及其引起的损失，分析表明 QS-TopOpt叶顶在抑制

间隙内部的泄漏损失和降低泄漏涡的强度和损失的

综合效果最好［91］。

3.3 离心压气机弯道优化

在离心压气机中，弯道的作用是把扩压器出口

气流引导进入回流器，进而流向下一级叶轮入口。

气流在弯道中经历了 180°的转弯，流动损失稍大［92］。

为此，本文针对如图 16所示的某离心压气机级弯道

区域，开展了流体拓扑优化研究。为清晰起见，图 16
中未给出叶轮区域，设计域 ΩD位于扩压器和回流器

中间的转弯区域，SD为某一等半径圆周面与扩压器的

相交曲面，SR为相同圆周面与扩压器的相交曲面，设

计域进、出口分别位于 SD和 SR上。ΩD为二维轴对称

结构，为保证优化的稳定性，数值模拟计算域除 ΩD
外，还包括出口延伸段。优化中，进口（Design Inlet）
给定 SD平面总温、总压、气流角的周向平均值，出口

（Outlet）给定静压。仍分别基于伴随灵敏度和拟灵敏

度的拓扑优化（AS-TopOpt和 QS-TopOpt）算法，对弯

道流路开展了气动设计。

图 17给出优化前、后的子午型线对比，基于此，

构建了离心压气机单通道数值模拟计算域，采用三

维数值计算分析了优化前、后弯道区域的气动损失。

计算所得弯道出口（SR截面）的总压损失系数 Cpt对比

如图 18所示，其中 AS-TopOpt是在无初始条件下通

过伴随拓扑优化获得的结果，AS-TopOpt-QS是以

QS-TopOpt结果为初始条件并通过伴随拓扑优化设

计 的 结 构 。 由 图 18 可 知 ，相 比 于 原 始 弯 道 ，QS-

Fig. 12 Blade squealer tip based on topology optimization

strategy [88]

Fig. 11 Flow fields in U-bend channels

Fig. 13 Design space for the three-dimensional tip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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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Opt，AS-TopOpt和 AS-TopOpt-QS优化分别使弯

道出口的损失降低 33.19%，43.39% 和 52.67%。此

外，图 18中还给出弯道区域子午平面的 Cpt云图，可

以看到，三种优化都使得低损失区域范围增大。这

再 次 验 证 了 流 体 拓 扑 优 化 能 获 得 高 性 能 流 路 的

能力。

Fig. 14 Three-dimensional configurations of cavity and optimized tips

Fig. 18 Mass flow averaged Cpt over the bend out plane and

contours of Cpt on the meridian plane

Fig. 17 Comparison of compressor profiles on the meridian

plane
Fig. 15 Mass flow averaged Cpt over the measurement plane

Fig. 16 Design space for the bend of a compressor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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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和展望

相比于固体结构拓扑优化，流体拓扑优化无论

是在理论基础还是工程应用方面都处于初级阶段，

其在叶轮机械领域的应用还不是很广泛。同时由于

流动数值模拟的复杂性和高成本性，开展三维流体

拓扑的研究尚不多见。但以上研究表明，流体拓扑

优化方法具有较高设计自由度且能够摆脱结构参数

化限制等优势，有助于挖掘结构设计和性能潜力。

随着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的发展需求，叶轮机械

设计面临多目标、多学科的设计挑战，同时考虑到当

前增材制造技术对新型结构的可实现性，流体拓扑

优化方法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

开展研究：

（1）全局最优拓扑优化。上文主要总结了基于

灵敏度分析的梯度类拓扑优化方法，梯度类算法容

易收敛于局部最优解。少有研究采用具备全局寻优

能力的优化算法。随着超级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针

对复杂的叶轮机设计问题，可以尝试开展全局最优，

或者分层次的全局最优拓扑优化研究。

（2）考虑不确定量化分析的拓扑优化。现有的

流体拓扑优化研究多为确定性优化，即针对固定的

进口流动参数开展，而叶轮机实际工作运行中，速

度、温度等有很大的随机性，上述研究中，鲜有工作

考虑了不确定性量化分析。为此基于不确定性量化

分析的拓扑优化技术仍值得发展，以保证运行工况

条件变化时，优化结构的性能可靠性。

（3）多学科耦合拓扑优化。航空发动机和燃气

轮机是涉及气动、传热、结构等多学科耦合的高端技

术装备，随着航空工业对发动机性能越来越高的要

求，多学科设计优化已成为重要的需求之一。前文

给出的流体拓扑优化中，仅有少量工作开展了热流

耦合研究。针对叶轮机高湍流、强换热及高性能的

要求，多学科耦合流体拓扑优化也是一个很有价值

的研究方向。

（4）由于拓扑优化在生成高性能、新型结构方面

有很高的潜力，有望被拓展应用于非轴对称端壁、蜗

壳、弯道、回流器、扩压器、进气道、排气管道、密封结

构等叶轮机械及其它“两机”相关的优化设计中。

致 谢：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参考文献

［ 1］ Thévenin， Janiga G. Optimization and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M］. Berlin：Springer，2008.

［ 2］ Yu N H，Shang J Z，Cao Y J，et al. Comparative Analy‐
sis of Al-Li Alloy and Aluminum Honeycomb Panel for
Aerospace Application by Structural Optimization［J］.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2015（3）：1-12.

［ 3］ Lin P，Zhou P，Wu C W. Multi-Objective Topology Op‐
timization of End Plates of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 Stacks［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2011，
196：1222-1228.

［ 4］ Cadrecha D，Chaquet J M，Corral R，et al. Two-Dimen‐
sional Airfoil Shape Optimization Using Highly Differen‐
tiable Splines and Evolution Strategies［R］. ASME GT

2016-56040.
［ 5］ 杨 姝 . 复杂机械拓扑优化若干问题研究［D］.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2007.
［ 6］ Bendsøe M P，Sigmund O. Topology Optimization：Theo‐

ry，Methods and Applications［M］. Berlin：Springer，

2004.
［ 7］ Bendsøe M P，Olhoff N，Sigmund O. Topological Design

Optimization of Structures，Machines and Materials［M］.
Berlin：Springer，2006.

［ 8］ Borrvall T，Petersson J. Topology Optimization of Fluids
in Stokes Flow［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Methods in Fluids，2003，41（1）：77-107.

［ 9］ Gersborg-Hansen A，Sigmund O，Haber R B. Topology
Optimization of Channel Flow Problems［J］. Structural &
Multidisciplinary Optimization，2005，30（3）：181-192.

［10］ Olesen L H，Okkels F，Bruus H. A High-Level Pro‐
gramming-Language Implementation of Topology Optimi‐
zation Applied to Steady-State Navier-Stokes Flow［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Methods in Engineer⁃
ing，2006，65：975-1001.

［11］ Othmer C. A Continuous Adjoint Formulation for the
Computation of Topological and Surface Sensitivities of
Ducted Flow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Methods in Fluids，2008，58（8）：861-877.

［12］ Dede E. Multiphysics Topology Optimization of Heat
Transfer and Fluid Flow Systems［C］. Boston：Proceed⁃
ings of the COMSOL Conference，2009.

［13］ Yoon G H. Topology Optimization for Stationary Fluid-
Structure Interaction Problems Using a New Monolithic
Formul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Methods in Engineering，2010，82：591-616.

［14］ Kreissl S，Pingen G，Maute K. Topology Optimization
for Unsteady Flow［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
cal Methods in Engineering，2011，87（13）：1229-
1253.

［15］ Kontoleontos E A，Papoutsis-Kiachagias E M，Zymaris
A S，et al. Adjoint-Based Constrained Topology Optimi‐
zation for Viscous Flows，Including Heat Transfer［J］.
Engineering Optimization，2013，45（8）：941-961.

2413



推 进 技 术 2021 年

［16］ 刘小民，张 彬 . 基于改进水平集方法的翼型拓扑优

化［J］. 工程热物理学报，2012，33（4）：607-610.
［17］ Marck G，Nemer M，Harion J L. Topology Optimization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Problems：Laminar Flow［J］.
Numerical Heat Transfer，Part B，Fundamentals：An In⁃
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ation and Methodology，

2013，63（6）：508-539.
［18］ 张 彬，刘小民，孙金菊 . 基于水平集方法的二维

Stokes多工况流动的拓扑优化［J］. 工程热物理学报，

2014，35（10）：1960-1963.
［19］ Duan X B，Li F F，Qin X Q. Adaptive Mesh Method for

Topology Optimization of Fluid Flow［J］. Applied Mathe⁃
matics Letters，2015，44：40-44.

［20］ Philippi B，Jin Y. Topology Optimization of Turbulent
Fluid Flow with a Sensitive Porosity Adjoint Method
（SPAM）［R］. arXiv e-prints：1512-08445，2015.

［21］ Sarstedt P，Kachel G，Ettrich J，et al. Topology Optimi‐
zation for Fluid Flow Employing Local Optimality Criteria
［C］. Greece：ECCOMAS Congress VII European Congress
on Computational Methods in Applied Sciences and Engi⁃

neering，2016.
［22］ Yoon G H. Topology Optimization for Turbulent Flow

with Spalart-Allmaras Model［J］. Computer Methods in
Applied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2016，303：288-
311.

［23］ Yoshimura M，Shimoyama K，Misaka T，et al. Topology
Optimization of Fluid Problems Using Genetic Algorithm
Assisted by the Kriging Mode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Methods in Engineering，2017，109：514-
532.

［24］ Goeke S，Wünsch O. Adjoint Based Topology Optimiza‐
tion of Conjugate Heat Transfer Systems［J］. PAMM Pro⁃
ceedings in Applied Mathmatics and Mechanics，2017，17
（1）：771-772.

［25］ 董 馨，刘小民 . 流体拓扑优化的参数选择与分析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8，52（8）：132-138.
［26］ Dilgen C B，Dilgen S B，Fuhrman D R，et al. Topology

Optimization of Turbulent Flows［J］. Computer Methods
in Applied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2018，331：363-
393.

［27］ Wu T，Tovar A. Design for Additive Manufacturing of
Conformal Cooling Channels Using Thermal-Fluid Topol‐
ogy Optimization and Application in Injection Molds［R］.
ASME DETC 2018-85511.

［28］ Zhou M D，Lian H J，Sigmund O，et al. Shape Morphing
and Topology Optimization of Fluid Channels by Explicit
Boundary Track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
cal Methods in Fluids，2018，88（6）：296-313.

［29］ Zhao X，Zhou M，Liu Y，et al. Topology Optimization of
Channel Cooling Structures Considering Thermomechani‐

cal Behavior［J］. Structural and Multidiplinary Optimiza⁃
tion，2019，59（2）：613-632.

［30］ 赵 曦，刘义畅，方 喆，等 . 模具冷却通道截面拓

扑优化设计［J］. 计算力学学报，2019，36（5）：597-
602.

［31］ Gaymann A，Montomoli F，Pietropaoli M. Fluid Topolo‐
gy Optimization：Bio-Inspired Valves for Aircraft En‐
gin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 Fluid Flow，

2019，79：1-7.
［32］ Pietropaoli M，Montomoli F，Gaymann A. Three-Dimen‐

sional Fluid Topology Optimization for Heat Transfer［J］.
Structural and Multidisciplinary Optimization，2019，59：
801-812.

［33］ Svanberg K. A Class of Globally Convergent Optimization
Methods Based on Conservative Convex Separable Ap‐
proximations［J］. SIAM Journal on Optimization，2002，
12（2）：555-573.

［34］ Nocedal J，Wright S J. Numerical Optimization［M］.
Berlin：Springer，1999.

［35］ Garcia-Lopez N P，Sanchez-Silva M，Medaglia A L，et
al. A Hybrid Topology Optimization Methodology Com‐
bining Simulated Annealing and SIMP［J］. Computers &
Structures，2011，89（15-16）：1512-1522.

［36］ Patel J，Choi S K. Classification Approach for Reliabili‐
ty-Based Topology Optimization Using Probabilistic Neu‐
ral Networks［J］. Structural & Multidisciplinary Optimiza⁃
tion，2012，45（4）：529-543.

［37］ Bochenek B，Tajszielinska K. Novel Local Rules of Cel‐
lular Automata Applied to Topology and Size Optimization
［J］. Engineering Optimization，2012，44（1）：23-35.

［38］ 王 铁，郭利祥 . 基于 ANSYS的轮毂电机结构拓扑优

化方法的研究［J］. 装备制造技术，2019（11）：48-51.
［39］ Krog L，Tucker A，Rollema G. Application of Topology，

Sizing and Shape Optimization Methods to Optimal De‐
sign of Aircraft Components［R］. UK：Altair Engineering
Report，2011.

［40］ Stephan M，Häußler P，Böhm M. CFD Topology Optimi‐
zation of Automotive Components［C］. Munich：4th Euro⁃
pean Automotive Simulation Conference，2009.

［41］ Challis V J，Guest J K. Level Set Topology Optimization
of Fluids in Stokes Flow［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
merical Methods in Engineering，2009，79（10）：1284-
1308.

［42］ Duan X B，Ma Y C，Zhang R. Shape-Topology Optimi‐
zation for Navier-Stokes Problem Using Variational Level
Set Method［J］.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 Applied
Mathematics，2008，222（2）：487-499.

［43］ Pietropaoli M，Ahlfeld R，Montomoli F，et al. Design for
Additive Manufacturing：Internal Channel Optimization
［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for Gas Turbines and Power，

2414



流体拓扑优化方法及其在叶轮机械中的应用第 42 卷 第 11 期

2017，139（10）.
［44］ Dbouk K. A Review about the Engineering Design of Op‐

timal Heat Transfer Systems Using Topology Optimization
［J］. 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2017，112：841-
854.

［45］ Wiker N，Klarbring A，Borrvall T. Topology Optimiza‐
tion of Regions of Darcy and Stokes Flow［J］. Internation⁃
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Methods in Engineering，2007，
69：1374-1404.

［46］ Gersborg-Hansen A. Topology Optimization of Flow
Problems［D］. Denmark：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en⁃

mark，2007.
［47］ Lee K. Topology Optimization of Convective Cooling Sys‐

tem Design［D］. Michigan：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12.

［48］ Jin Y，Uth M F，Kuznetosov A V，et al. Numerical In‐
vestiga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Macroscopic Turbulence
in Porous Media：A DNS Study［J］. Journal of Fluid Me⁃
chanics，2015，766：76-103.

［49］ Wilcox DC. Multiscale Model for Turbulent Flows［J］.
AIAA Journal，1988，26（11）：1311-1320.

［50］ Menter F R. Two-Equation Eddy-Viscosity Turbulence
Models for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J］. AIAA Journal，
1994，32（8）：1598-1605.

［51］ Yang J G，Zhang M，Liu Y. Numerical Simulations and
Optimizations for Turbine-Related Configurations［J］.
Thermal Science，2020，24（1）：367-378.

［52］ 季路成，李伟伟，伊卫林 . 伴随方法用于叶轮机优化

设计的回顾与展望［J］. 航空发动机，2011，37（5）：

53-57.
［53］ 刘峰博，蒋 城，马涂亮，等 . 伴随压力分布反设计

方法在大型客机气动优化中的初步探索［J］. 航空学

报，2020，41（5）：144-159.
［54］ 高 昌，张小庆，贺元元，等 . 连续伴随方法在二维

高超声速进气道优化中的应用［J］. 空气动力学学报，

2020，38（1）：21-26.
［55］ 罗佳奇，杨 婧 . 基于伴随方法的单级低速压气机气

动设计优化［J］. 航空学报，2020，41（5）：134-143.
［56］ 曹 杨，张鹏飞，丰镇平 . 基于定涡黏性连续伴随的

叶栅气热优化方法研究［J］. 工程热物理学报，2019，
40（4）：789-796.

［57］ Papoutsis-Kiachagias E M，Giannakoglou K C. Continu‐
ous Adjoint Methods for Turbulent Flows，Applied to
Shape and Topology Optimization： Industrial Applica‐
tions［J］. Archives of Computational Methods in Engineer⁃
ing，2016，23（2）：255-299.

［58］ Zymaris A S，Papadimitriou D I，Giannakoglou K C，et
al. Continuous Adjoint Approach to the Spalart-Allmaras
Turbulence Model for Incompressible Flows［J］. Comput⁃
ers & Fluids，2009，38：1528-1538.

［59］ Papoutsis-Kiachagias E M，Zymaris A S，Kavvadias I S，
et al. The Continuous Adjoint Approach to the k-ε Tur‐
bulence Model for Shape Optimization and Optimal Ac‐
tive Control of Turbulent Flows［J］. Engineering Optimi⁃
zation，2015，47（3）：370-389.

［60］ Kavvadias I S，Papoutsis-Kiachagias E M，Dimitrako‐
poulos G，et al. The Continuous Adjoint Approach to the
k- ω SST Turbulence Model with Applications in Shape
Optimization［J］. Engineering Optimization，2015，47
（11）：1523-1542.

［61］ Iseler J，Martin T J. Flow Topology Optimization of a
Cooling Passage for a High Pressure Turbine Blade［R］.
ASME GT 2017-63618.

［62］ Moos O，Klimetzek F R，Rossmann R. Bionic Optimiza‐
tion of Air-Guiding Systems［R］. SAE 2004-01-1377.

［63］ Abbey T. Topology Optimization［DB/OL］. https：//www.
fetraining. net/topology-optimization-part-1/，1994-03-
05.

［64］ Wang F，Lazarov B S，Sigmund O. On Projection Meth‐
ods，Convergence and Robust Formulations in Topology
Optimization［J］. Structural & Multidisciplinary Optimi⁃
zation，2011，43（6）：767-784.

［65］ Svanberg K，Svärd H. Density Filters for Topology Opti‐
mization Based on the Pythagorean Means［J］. Structural
and Multidisciplinary Optimization，2013，48（5）：859-
875.

［66］ Langelaar M. An Additive Manufacturing Filter for Topol‐
ogy Optimization of Print-Ready Designs［J］. Journal
Structural and Multidisciplinary Optimization，2017，55
（3）：871-883.

［67］ Huang X，Zuo Z H，Xie Y M. Evolutionary Topological
Optimization of Vibrating Continuum Structures for Natu‐
ral Frequencies［J］. Computer and Structures，2010，88
（5-6）：357-364.

［68］ Clausen A，Aage N，Sigmund O. Topology Optimization
of Coated Structures and Material Interface Problems［J］.
Computer Methods in Applied Mechanics and Engineer⁃
ing，2015，290：524-541.

［69］ Wang N F，Guo H，Cui C Y，et al. A Boundary Recon‐
struction Algorithm Used in Compliant Mechanism Topol‐
ogy Optimization Design［C］. Singapore：Proceedings of
ASIAN MMS & CCMMS，2016.

［70］ 裴 灵，郭为忠 . 基于密度等高线法的柔顺机构轮廓

提取算法［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9，43（5）：811-
815.

［71］ 吴淑芳 . 基于 CAD/CAE快速响应的机械结构 GBESO
法拓扑优化及模型重构研究［D］. 太原：中北大学，

2014.
［72］ Payot A D J，Rendall T C S，Allen C B. Restricted

Snakes Volume of Solid（RSVS）：A Parameterisation

2415



推 进 技 术 2021 年

Method for Topology Optimisation of External Aerodynam ‐
ics［J］. Computers & Fluids，2019，182：60-84.

［73］ 周梅萍，王中兴，赵 云，等 . 航空领域增材制造技

术专利态势分析［J］. 航空科学技术，2020，31（1）：

44-51.
［74］ 陈祎淼 . 促进结构设计创新 3D打印需重点突破［N］.

中国工业报，2015-04-23.
［75］ 杨卓勇 . 增材制造技术在航空发动机领域应用现状

［N］. 中国航空报，2019-11-14.
［76］ 张小伟 . 金属增材制造技术在航空发动机领域的应用

［J］. 航空动力学报，2016，31（1）：10-16.
［77］ Han P L. Additive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of Jet En‐

gine Parts［J］. Engineering，2017，3（5）：648-652.
［78］ 刘书田，李取浩，陈文炯，等 . 拓扑优化与增材制造

结合：一种设计与制造一体化方法［J］. 航空制造技

术，2017，60（10）：26-31.
［79］ 宋 健，温卫东，崔海涛，等 . 航空发动机多辐板风

扇盘拓扑优化与形状优化设计技术［J］. 推进技术，

2013，34（9）：1188-1196. （SONG Jian，WEN Wei-
dong，CUI Hai-tao，et al. Topology and Shape Optimiza‐
tion Method for Multi-Web Fan Disk in Aero-Engine［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2013，34（9）：1188-
1196.）

［80］ Seppälä J，Hupfer A. Topology Optimization in Structur‐
al Design of a LP Turbine Guide Vane：Potential of Addi‐
tive Manufacturing for Weight Reduction［R］. ASME GT
2014-25637.

［81］ 林旭斌，黄生勤，洪 杰 . 燃气涡轮发动机压气机轮

盘拓扑优化设计方法［J］. 推进技术，2014，35（6）：

830-837. （LIN Xu-bin，HUANG Sheng-qin，HONG
Jie. Topology Optimization Design Method on Compres‐
sor Disks in Gas Turbine Engines［J］. Journal of Propul⁃
sion Technology，2014，35（6）：830-837.）

［82］ Rindi A，Meli E，Boccini E，et al. Static and Modal To‐
pology Optimization of Turbomachinery Components［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for Gas Turbines and Power，

2016，138（11）.
［83］ Andersson O，Graichen A，Brodin H，et al. Developing

Additiv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for Burner Repair
［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for Gas Turbines and Power，
2016，138（3）.

［84］ Romero J S，Silva E C N. A Topology Optimization Ap‐
proach Applied to Laminar Flow Machine Rotor Design
［J］. Computer Methods in Applied Mechanics and Engi⁃
neering，2014，279：268-300.

［85］ Prete T M，Seibold M，Aller M，et al. Disruptive Tech‐
nologies and Accelerating Innovation in Gas Turbines
［C］. New York：ASME Turbo Expo，2017.

［86］ Magerramova L，Vasilyev B，Kinzburskiy V. Novel De‐
sign of Turbine blades for Additive Manufacturing［R］.
ASME GT 2016-56084.

［87］ Gaymann A，Montomoli F，Pietropaoli M. Robust Fluid
Topology Optimization Using Polynomial Chaos Expan‐
sions：Toffee［R］. ASME GT 2018-75761.

［88］ Ghosh S，Kapat J S. Topology Optimization of Serpentine
Channels for Minimization of Pressure Loss and Maximi‐
zation of Heat Transfer Performance as Applied for Addi‐
tive Manufacturing［R］. ASME GT 2019-91057.

［89］ Maesschalck C D，Lavagnoli S，Paniagua G，et al. Het‐
erogeneous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Carved and
Squealer-Like Turbine Blade Tips［J］. Journal of Tur⁃
bomachinery，2016，138（12）.

［90］ Maesschalck C D，Lavagnoli S，Paniagua G. Blade Tip
Shape Optimization for Enhanced Turbine Aerothermal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 2013，
136（4）.

［91］ 张 敏 . 涡轮动叶叶顶间隙泄漏控制及结构优化研究

［D］.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19.
［92］ 祁大同 . 离心式压缩机原理［M］. 北京：机械工业出

版社，2018.
（编辑：史亚红）

2416



2021 年 11 月
第 42 卷 第 11 期

Nov. 2021

Vol.42 No.11
推 进 技 术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

叶轮机械叶片弯掠气动技术研究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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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叶片弯掠技术在叶轮机械设计中的应用，使叶片通道流场的稳定性得到了明显改善，叶轮

机械的工作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结合近年来在叶片弯掠气动技术领域开展的研究，详细综述了国内外

叶片弯掠技术在叶轮机械设计中的研究进展。首先，回顾了叶片弯掠气动技术的发展历程，将叶轮机械

叶片的设计分为3个阶段，分别是直叶片、扭叶片和以弯扭掠为主要特征的空间叶片，并指出以弯扭掠

为主要特征的第3代叶片虽然已经得到应用，但仍有很多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然后，分析现有研究中

对叶片弯掠的定义，指出其本质均是在直叶片的基础上，通过移动叶型积叠点的位置使叶片产生弯曲或

扫掠的效果，进而拓展叶片的设计空间。其次，综述了叶片弯掠对流场的影响，并归纳总结其作用机理

是通过改变叶片对气流的作用力在径向的分量，实现叶片载荷和流量沿叶展的再分配，进而控制低能流

体微团的输运，减小二次流损失。最后，对叶片弯掠气动技术在今后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叶轮机械；叶片；弯曲；扫掠；叶型积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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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Skew and Sweep Aerodynamic Technology
for Turbomachinery Blades

ZHANG Sen1，TIAN Si-yu1，ZHANG Xin-min1，LI Hua-xing2，XI De-ke2，HE Wen-qiang1，ZHANG An-chao1
（1. 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Power Engineering，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Jiaozuo 454003，China；

2. Institute of Aeronautics，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710072，China）

Abstract：With the application of blade skew and sweep design technology in turbomachinery design，the
stability of flow field in blade passage has been obviously improved，and the working efficiency of turbomachinery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Based on the recent researches，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blade skew and sweep
aerodynamic technology for turbomachinery design is reviewed in detail. Firstly，the development of blade skew
and sweep aerodynamic technology is reviewed. The blade design of turbomachinery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namely，straight blade，twisting blade and space blade characterized by skewing，twisting and sweeping. Al‐
though the 3rd generation blade characterized by skewing，twisting and sweeping has been applied，many prob‐
lems have not yet been completely solved. Secondly，the definition of blade skew and sweep in the existing re‐
search is analyzed. The essence is that，on the basis of straight blade，the blade will be skewed or swept by mov‐
ing the position of stacking point of blade profile，which expands the blade design space. Thirdly，the effec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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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de skew and sweep on the flow field is summarized. The mechanism is to redistribute the load and flow along
the blade span by changing the radial component of the blade force on the air flow，so as to control the transport of
low-energy fluid clusters and reduce the loss of secondary flow. And lastly，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blade skew
and sweep aerodynamic technology in the future is prospected.

Key words：Turbomachinery；Blade；Skew；Sweep；Stacking of blade profile

1 引 言

叶片是叶轮机械实现能量转换的核心部件，如

压缩机、航空发动机、蒸汽轮机、燃气轮机、通风机

等，其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叶轮机械的工作性能。

随着全球能源消耗的迅速增长，对更高性能叶片的

需求愈加迫切，促使设计人员不断探索新的叶片设

计技术。

随着弯掠技术的出现及在叶轮机械叶片设计中

的应用，叶片通道流场的稳定性得到了极大改善，叶

片工作效率也随之提升。相比于常规设计方法，弯

掠技术的使用增加了叶片设计的自由度，有助于设

计开发出更高性能的叶片。利用弯掠技术减小分

离、增加失速裕度和提高工作效率已经成为叶轮机

械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1-5］。

从 19世纪末至今，叶轮机械叶片气动设计思想

在不断地改进和提高。最初的叶片是一维直叶片，

直到 20世纪 40年代出现了扭曲叶片和相应的设计

理论；60年代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设计方法，如可控涡

流型、弯叶片等，但直到 70年代可控涡流型才真正在

工程实践中得到应用；从 80年代开始，弯扭设计成为

叶轮机械叶片设计的主流思想，并成功地应用于蒸

汽轮机、燃气轮机和航空发动机；20世纪 90年代，弯

扭叶片已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得到较普遍的应用，国

内在蒸汽轮机上也得到成功的应用，而且在涡轮发

动机中也开始进行尝试［6-9］。综上所述，叶轮机械叶

片的设计可分为 3个阶段，分别是直叶片、扭叶片和

以弯扭掠为主要特征的空间叶片。第 3代叶片，即以

弯扭掠为主要特征的叶片，虽然已经得到应用，但仍

有很多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特别是相互匹配和涡

轮内采用弯掠叶片等问题还需深入研究［10-12］。

本文结合近年来国内外在弯掠气动技术领域开

展的研究，综述了叶片弯掠的定义、叶片弯掠对流场

的影响和叶型积叠方式的研究现状，并对其在今后

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2 叶片弯掠的定义

由于不同学者所研究的几何模型和关注的问题

不同，导致对弯掠的定义方法存在一定的差异。

Gümmer等［13］给出了扫掠角和二面角的定义，如

图 1所示，积叠线为各叶型截面重心的连线，叶型截

面沿轴向和周向倾斜分别产生了扫掠和弯曲的效

果，这些特征很难用子午面上的倾斜角 ξ和轴面上的

倾斜角 η来描述。

采用通过各叶型截面重心且与弦线平行等长的

线段组成的曲面表示叶片，该曲面表示沿展向不同

位置的主流方向，在轴对称锥形流面上表示绕叶片

的流动。在积叠线和流面的交点 P处建立坐标系

P ( xP，yP，zP )，定义流面和叶片的交线为 xP 轴，垂直于

叶片表面为 yP轴，与叶片表面相切为 zP轴。扫掠角 φ

为积叠线在点 P处的切线与 zP 轴的夹角，弯曲角（二

面角）ν为 yP轴与积叠线在流面上投影的夹角。利用

Smith和 Yeh［14］推导出的三角函数，扫掠角 φ和弯曲

角 ν可以用安装角 λ，流面锥角 σ，子午面上的倾斜角

ξ和轴面上的倾斜角 η表示。Gümmer等［13］将叶型截

面沿着弦线向来流方向偏移定义为前掠，将叶型截

面沿着垂直弦线向升力方向移动定义为前弯。

Vad［15］将轴流压气机/风扇转子叶型截面重心在

径向线上叠加称为 RS（Radial Stacking）技术，而将叶

片扫掠、二面角和倾斜统称为轴流涡轮机械叶片排

Fig. 1 Definition of sweep and dihedral on a compressor

aerofoil[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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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NRS（Non-Radial Stacking）技术，并给出了相应的

定义［16-17］。如图 2所示，当叶型截面沿着弦线和垂直

弦线方向移动时，将分别产生扫掠和二面角。当所

考虑的叶型截面位于相邻的内侧截面的上游/下游

时，扫掠在端壁附近被定义为正/负，如果 RS基准叶

片的叶型截面平行于其弦线移动，使被考虑的叶型

截面位于半径较小的相邻叶型截面的上游/下游，则

叶片具有向前/向后扫掠。当端壁与吸力面成钝角/
锐角时，定义二面角为正/负。RS基准叶片的叶型截

面沿圆周方向向前/向后倾斜，即叶型截面沿正/反旋

转方向移动，此时的移动是扫掠和二面角的特殊

组合。

Zenger等［18］在研究叶型积叠方式对低压轴流风

扇声学特性影响的过程中，采用了与 Vad［15］一样的定

义，并且给出了更详细的描述。如图 3所示，Ⅰ：无扫

掠 λ，无二面角 ν；Ⅱ：无扫掠 λ，正二面角 ν；Ⅲ：前掠

λ，无二面角 ν；Ⅳ：前掠 λ，正二面角 ν。

Sasaki等［19］在对压气机直列叶栅性能进行研究

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种叶片弯掠的定义。如图 4所示，

叶型截面沿垂直轴线方向的移动定义为弯曲，叶型

截面沿平行弦线方向的移动定义为扫掠。这样的定

义虽然简单，便于应用，但该定义的弯曲和扫掠之间

存在相互转换的关系，即叶片弯曲时会产生一定的

扫掠效果，叶片扫掠时也会产生一定的弯曲效果。

Beiler等［20］指出风扇叶片经常在圆周方向 u上

倾斜，如图 5所示，对于 0°~90°的叶片安装角，叶片

在 圆周方向的倾斜角 δ是扫掠角 λ 和二面角 ν的

组合。

邹正平等［21］在研究中也给出了一种弯掠的定

义，如图 6所示，弯曲角 α为积叠线在梢部的切线与

径向的夹角，当吸力面与端壁成钝角时为正弯，反之

为反弯。扫掠角 i为当地来流相对速度的矢量与叶

片前缘切线夹角的余角，可表示为

i = arcsin (IL·Iw) （1）
式中 IL为叶片前缘切线的单位矢量，Iw为当地来

流相对速度的单位矢量。

Fig. 4 Definition of blade sweep and dihedral[19]

Fig. 3 Definition of sweep and dihedral[18]

Fig. 2 Geometrical representation of blade sweep, dihedral,

and circumferential skew[15]

Fig. 5 Definition of blade skew[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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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ardhan等［22-23］通过数值方法对一台轮毂直径

和转子外径分别为 200mm和 400mm的单级低速轴流

压气机进行了研究。文中计算了三个采用不同叶片

的转子，分别为常规直叶片、20°前掠叶片和 20°后掠

叶片，如图 7所示。掠的定义为：从轮毂到叶尖的每

个叶型截面都沿梢弦的方向线性平移，这样轮毂处

的偏移量为零，越靠近叶梢偏移量越大。对于后掠

转子，叶型截面沿弦线向来流方向移动，而对于前掠

转子，叶型截面沿弦线向来流相反方向移动。

在工程设计中还有一种常用的定义方法，即叶

型积叠点的移动分为周向（沿转子旋转方向）和轴向

（沿主流方向）两种。按工程惯例，通常令顺旋转或

逆主流方向为“前”，逆旋转或顺主流方向为“后”。

此外，为了区分周向和轴向的弯掠，通常称周向弯掠

叶片为周向弯叶片，简称弯叶片；而轴向弯掠叶片则

沿用航空术语，称为轴向掠叶片，简称掠叶片［6，24］。

Jeong等［25］在研究中就采用了这种定义方式，也有学

者将这种定义称之为弯掠正交组合［26-28］。

虽然上述研究中所给出的弯掠定义各有不同，

其本质上均是在直叶片的基础上，通过移动叶型积

叠点的位置使叶片产生弯掠的效果，从而增加叶片

的设计自由度，拓展叶片的设计空间。

3 叶片弯掠对流场影响的研究现状

在现代叶轮机械叶片设计中，叶型的非径向积

叠往往被认为是提高叶片性能的有效途径之一。然

而，许多文献受所研究案例的限制，会导致相互矛盾

的结果，比如积叠线的一种修改在一项研究中产生

积极影响，而在另一项研究中，同样的修改可能会产

生消极影响［29］。因此，国内外专家学者开展了大量

的研究工作，探索叶片弯掠对叶轮机械流场的影响。

3.1 叶片弯曲对流场影响的研究现状

20世纪 60年代出现了弯叶片的概念，在实验中

发现，叶片采用周向弯曲后，叶栅内的二次流损失减

小，最初的解释是叶片采用周向弯曲使反动度沿叶

片展向均匀分布，进而减小能量损失。

王仲奇等［30］指出，常规叶栅中沿叶片表面存在

较大的由叶梢指向叶根的正压力梯度，造成叶片吸

力面上的边界层从叶梢向叶根迁移，并与轮毂壁面

上做横向迁移的边界层汇合，最终导致该角区的边

界层加厚，如图 8所示。想要减弱或消除压力面和吸

力面边界层的径向移动，就需要改变压力面和吸力

面上的正压力梯度。采用正倾斜叶片可以获得负压

力梯度，该负压力梯度将抑制叶片表面由叶梢指向

叶根的边界层迁移，降低叶栅根部的能量损失。进

一步地，采用弯曲叶片叶栅，可以使压力面和吸力面

上的静压呈 C型分布，使两端边界层的低能流体向中

部移动，并被主流带走，然而中部的能量损失增加不

明显，叶栅的总能量损失减小。叶片采用弯曲设计

不仅可以抑制径向二次流，而且还可以削弱横向二

次流，从而降低叶栅的总损失。该作用机理的解释

也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同［19，31-34］。

弯叶片能够控制叶栅流道内部二次流动的根本

原因是，叶片对气流的作用力在径向的分量不为零，

如式（2）所示。

1
ρ
∂p
∂r =

c2u
r
+ c2m
rm
cos δ - sin δ2

∂c2m
∂m + F r （2）

径向压力梯度由方程右端的四项决定，其中第

Fig. 8 Schematic of radial secondary flow and passage

cross flow[30]

Fig. 7 Definition of blade sweep[22]

Fig. 6 Definition of space sweep angl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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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 F r 为叶片对气流的作用力在径向的分量，弯叶

片作用的本质就是 F r 不为零，其作用效果在涡轮叶

栅中表现为使反动度沿叶片展向趋向均匀，在压气

机 叶 栅 中 表 现 为 使 载 荷 分 布 沿 叶 片 展 向 趋 向

合理［35］。

弯叶片概念的提出为叶轮机械叶片的设计提供

了新的思路，国内外专家学者开展了大量与弯叶片

相关的研究。

Weingold等［36］构建了弯曲叶片升力线模型来对

其作用机理进行解释，如图 9所示。该模型将叶片简

化为一条涡线，当叶片采用弯曲积叠后，弯曲的涡线

将在子午面内产生一个涡分量，从而使端壁流管在

前缘附近扩张，在后缘附近收缩。正弯曲叶片能够

降低尖峰马赫数和吸力面后部的扩散率，从而导致

局部扩压因子减小，进而推迟角区分离，反弯曲叶片

的作用正好相反。

Weingold等［36］还得到了一些有益的结论。弯曲

定子在流场中产生径向力，降低了吸力面拐角处的

扩散速率，有效地延迟或消除了拐角处分离的形成。

拐角处分离的消除，使定子的端壁区域能够在不过

早分离的情况下工作，从而减少损失、减少堵塞并提

高转速。实验测试表明，由于消除了定子拐角处的

分离效应，在压气机工作包线的大部分区域内，压气

机总效率可提高 1%或更多，文献［37-38］中也得到

了类似的结论。

Kim等［39］提出了一种基于混合多目标进化算法

的轴流风扇叶片优化设计方法，通过选择与叶片倾

斜角相关的设计变量，以总效率和转矩为目标函数

进行多目标优化，提高了总效率，并减小了转矩。该

研究认为性能改进的机理在于：叶片倾斜消除了轮

毂附近和叶片吸力面的分离流动，使流场的稳定性

得到了加强。

郑严等［9］认为，以往的常规直叶片和扭曲叶片对

气流的作用力在径向的分量趋于零，对流道内流动

的影响较小，可以忽略不计。而采用倾斜叶片或弯

曲叶片时，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大叶片对气流的作用

力在径向的分量，从而达到控制流道内静压力分布

的效果，因此该径向力的数量级应该与流体微团的

离心惯性力有相同的数量级。

欧阳华［40］利用涡动力学原理分析了弯曲叶片的

作用机理。作者认为叶片弯曲导致的叶片对气流作

用力的径向分量在叶片通道中产生了一个二次涡

ω fs，如图 10所示。对于前弯叶片，该二次涡削弱了上

半通道二次流，却增强了下半通道二次流，后弯叶片

的作用正好相反。

Breugelmans等［41］通过绕弦线旋转二维叶片得到

了二面角分别为 0°，15°，25°和 30°的倾斜叶片直列压

气机叶栅，并利用多孔探针对其出口流场进行了测

试。结果表明，在名义攻角下叶片倾斜对直列压气

机叶栅模型中二次流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在吸力

面与端壁呈锐角的一侧，二次流发展成一个大尺度

的角失速，而在钝角侧，二次流得到了抑制。文献

［19，30］的叶栅实验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并指出

叶片曲线倾斜叶栅存在一个最佳倾斜角，对应于最

小的总能量损失，当入射角向正方向或负方向变化

时，最佳倾斜角减小或增大。韩万今等［42］探讨了在

不同径高比和外壁面扩张角的汽轮机环形静叶栅中

叶片倾斜对叶栅出口流场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

倾斜角与径高比和扩张角间存在最佳匹配关系，采

用最佳倾斜角后，叶栅的能量损失减小，此外随着径

高比和扩张角的增大，最佳倾斜角也随之增大。尚

尔兵等［43］采用实验方法研究了叶片周向倾斜和弯曲

对轴流压气机平面叶栅的影响。结果表明，选择最

佳积叠线可以更好地改善流场，而叶片正倾斜是提

高压气机性能的一种有效途径。

在弯曲叶片对损失的影响和作用机理方面，国

内外专家学者也做了大量的研究。

Harrison［44］为了研究叶片倾斜对损失产生的影

响机理，对高载荷低展弦比涡轮叶片的三个线性叶

Fig. 9 Simplified lifting line model of bowed stator explains

aerodynamic effects[36]

Fig. 10 Schematic of skewed blade controlling the passage

cross flow[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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栅进行了实验。三个叶栅的叶片具有相同截面，其

中第一个叶栅两端垂直于端壁积叠，第二个叶栅在

与垂直方向倾斜 20°的直线上积叠，第三个叶栅在与

垂直方向倾斜 30°的圆弧上积叠。倾斜对叶片载荷、

损失产生的分布以及叶片吸力面和端壁边界层状态

有显著影响，但对总损失系数的影响最小。此外，简

单倾斜使损失系数略有增加，而复杂倾斜对总体损

失没有影响。该研究认为复杂倾斜增加了流动转

向，减少了下游混合损失，并大大减少了平均流动角

沿叶片展向的变化，在涡轮机中，这将有可能减少下

游叶片排的损失，并使匹配更容易，提高非设计工况

性能。

钟兢军等［45］对采用不同倾斜和弯曲形式的平面

叶栅进行了风洞实验。结果表明，与采用直叶片的

叶栅相比，采用弯曲叶片的叶栅端部损失明显降低，

角区分离也得到了消除，当正弯角为 20°时，叶栅的

总损失降低 16%。王东等［46］在低速风洞中对 5种不

同积叠形式的矩形压气机叶栅进行了实验，分析了

零冲角下叶栅出口总压损失分布情况和主流速度。

结果表明，叶片弯曲对压气机叶栅流场有很大影响，

叶片正弯曲降低叶栅的端壁损失，而叶片反弯曲加

大角区分离，恶化两端区流动，总损失高于直叶栅；

叶片正倾斜和 S形叶片在降低端壁损失的同时，加剧

上端壁气流分离，增加上端壁损失，使总损失高于直

叶栅。赵桂杰等［47］研究了直叶片、前掠叶片、后掠叶

片及弯掠（正弯+前掠）叶片组成的四种不同平面扩

压叶栅的壁面静压分布。结果表明，弯掠叶栅能够

更好地控制端壁低能流体迁移和延缓角区分离，并

可显著降低端壁附近的流动损失，同时增加叶片中

部的损失。

此外，在使用弯曲叶片时，需要特别重视转静子

之间的匹配。

Weingold等［48］在一台三级压气机的三个静子上

均采用了弯曲叶片，实验结果表明，从工作线到失速

点的效率和压升以及通流能力均有提高，但是喘振

裕度有所下降。该研究认为，性能的提升源于采用

的弯曲静叶消除了吸力面在叶根和叶梢处的角区分

离。同时，由于转子叶片未进行改变，静子叶片的几

何出口角也没有变化，只是静子叶片的积叠线变成

了一条曲线，静子和转子不匹配使冲角过大，从而引

起静子的下游流场恶化，最终导致压气机的喘振裕

度降低。徐国林［49］在某单级风扇中采用前掠叶片改

型设计，将叶顶边界层吸入主流，较好地减弱了叶顶

区激波与边界层的相互作用引起的阻塞，提高了级

的气动性能，但由于没有考虑动静叶匹配问题，提高

程度受到限制。Bogod等［50］对采用弯曲静子叶片的

压气机的亚声速级进行了实验。结果表明，采用正

弯静叶级使级效率提高了 1.0%~1.5%，而采用反弯静

叶级使级效率提高了 2.0%~3.0%。由此可以发现，正

弯叶片和反弯叶片在压气机中均取得了有益的效

果，具体哪一种弯曲方式更合适，还需要进一步的

研究。

叶轮机械三维流场的复杂性给测试带来了较大

的困难，而三维仿真技术的发展为这一问题提供了

有效的解决途径，因此部分专家学者通过数值方法

对弯曲叶片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研究。

Robinson等［51］在一台低速运转的克兰菲尔德 4
级压气机的第 3级上采用叶片端部弯曲静子，用来模

拟采用带超临界叶片的 10级高速高压压气机的叶型

速度分布。计算结果显示，在壳体上，端部弯曲成功

地缓解了吸力面拐角处的失速，并且与常规叶片相

比，在该叶片的根部附近流线扭曲明显减少。张艳

英等［52］采用一种在时间方向具有二阶精度的隐式方

法，模拟了三维弯叶片定常粘性流场，捕捉到了流场

中的各种涡系结构。与直叶片流场的对比发现，弯

叶片降低损失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弯叶片能将对二

次流起主要作用的通道涡限定在一个稳定的范围

内。姜斌等［53］采用数值方法研究了弯掠三维设计技

术对具有较高载荷的跨声速轴流压气机性能改善所

起到的作用和抑制流动损失增加的机理。结果表

明，动叶上半部分采用反弯设计能够有效改变动叶

端区压力梯度，减少泄漏流在出口压力面侧的堆积，

增加动叶梢部的通流能力。张晨凯等［54］采用数值优

化的方法对某低速大尺度轴流压气机原型转子的积

叠线进行了优化，提高了设计工况下的性能，而这种

提升主要体现在轮毂附近叶片正弯有效减小了该区

域的流动损失。陈榴等［55］在高载荷轴流风扇中采用

弯角为 30°的正弯叶片，并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对比

了直叶片和正弯叶片的叶轮流场，与直叶片相比，采

用正弯叶片后工作效率提高了 1.64%，静压升增大了

10.74%。宋彦萍等［56］对具有弯曲动叶的跨声速轴流

压气机进行了数值研究。结果表明，反弯曲动叶级

效率最低，而正弯曲动叶级的载荷沿叶片展向分布

均匀，气动效率最高。

3.2 叶片扫掠对流场影响的研究现状

20世纪 60年代，科学工作者们开始尝试利用叶

片扫掠控制压气机叶栅内的流动，其作用机理：一方

面，后掠有助于控制马赫数，从而控制激波损失；另

2422



叶轮机械叶片弯掠气动技术研究进展第 42 卷 第 11 期

一方面，前掠有利于减小阻力和防止低速下的叶尖

失速［29，57-59］。为了探寻叶片扫掠对叶轮机械气动性

能的影响，国内外专家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叶片扫掠作为扩稳和提高效率的重要措施在轴

流压气机的设计中受到了广大设计者的青睐。轴流

压气机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叶片表面边界层流体在

离心力作用下的径向迁移以及在叶梢处的堆积，最

终导致性能降低，如升力和工作范围减小，以及失速

裕度降低，叶片扫掠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之一。

由于叶片扫掠后不再是径向的，叶片表面边界层的

径向移动将不会导致在叶梢附近积聚低能流体，因

此与直叶片相比性能更好［19，22，60］。

Gümmer等［13］认为叶片倾斜可以用扫掠和二面

角来描述，并从涡动力学角度出发，总结了扫掠叶片

作用模型，如图 11所示。

流线从叶片通道中间高度的前缘开始偏离，并

在流动方向上逐渐增加，这是由扫掠引起的，最终产

生一个扭曲和非轴对称的流面。流面在叶片中部扭

曲，形成一个覆盖整个叶片通道的二次流旋涡，叶片

扫掠诱导的通道涡与轮毂处的经典横流方向相反，

在壳体处与经典横流方向相同。在端壁附近，流线

偏移被抑制，且叶片扫掠诱导的旋涡从后缘脱落，这

些涡流与轮毂处的经典尾涡具有相同的旋转方向，

而在壳体处具有相反的方向。因此，扫掠叶片中二

次流的流型比传统积叠叶片更加的复杂。

Masi等［59］认为环量沿叶展方向的分布会造成流

体微团的径向迁移，进而导致风扇转子性能恶化。

在回顾并重新解释 Adolf-Busemann提出的扫掠机翼

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叶片扫掠的简化理论。根据

上述理论，提出了低轮毂比单转子轴流风扇固定涡

流型叶片初步设计中前掠角的选择方法。

季路成等［61］将扫掠看作是叶片设计的一个自由

度，并指出扫掠通过改变载荷在叶片展向上的分布

来影响压气机的激波、边界层、失速性能、叶尖泄漏

和二次流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最终导致整机效率

的变化。

一些学者认为，叶片扫掠使不同截面的流量和

载荷重新分配，进而影响其气动性能。

Amano等［62］对跨声速压气机叶片的扫掠效应进

行了数值研究，在不改变压气机叶片其他特征的情

况下研究扫掠效应，即在所有情况下保持叶片流出

角和叶型在设计截面上相同，并测试了跨声速压气

机转子叶片的扫掠效应。结果表明，扫掠可以根据

积叠线的不同重新分配流量，减少二次流损失，同时

叶片前掠减小了静压力系数，即叶梢载荷。

Gallimore等［16，63］的研究报道指出，叶片前掠增加

了前缘附近的载荷，降低了叶片中部后缘附近的载

荷。但前掠叶片的应用在机壳处效果不佳，因为该

处的叶梢间隙损失增加。

Corsini等［64］采用数值计算的方法，研究了叶片

前掠对亚声速轴流风扇转子气动性能的影响。根据

设计工况和非设计工况的对比分析，得出了有益的

结论，前掠叠加线在通道前部诱导了一个涡分量，其

方向与可控涡流型设计的涡分量和转动进入端壁边

界层的涡分量相反。由于反向旋转扫掠诱导涡流和

可控涡流型诱导涡流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沿叶片

展向二次流衰减，引起测试流量范围内叶片通道内

轴向速度分布重新排列。

He等［65］系统研究了叶片扫掠对跨声速离心压气

机叶轮气动性能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扫掠的主

要气动效应是使叶片载荷沿叶展方向重新分布，从

而对激波结构、叶顶泄漏涡和流动分离产生影响。

在叶顶区域，前掠限制了叶片载荷、激波强度和叶尖

泄漏涡，减少了壳体附近的损失；在轮毂区域，后掠

抑制了叶片载荷和流动分离，降低了轮毂附近的

损失。

Fig. 11 Classical and sweep-induced secondary flow

component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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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专家学者通过真机实验来研究叶片扫

掠对叶轮机械气动性能以及流场结构的影响。

Mohammed等［66］认为前掠叶片可以减少由于离

心力的影响而在叶梢附近积聚的边界层流体，并对

三组叶片基元几何轮廓相同、前掠角不同的叶轮进

行了实验研究。结果显示，扫掠叶片比无扫掠叶片

运行效率更高，尤其是在小流量工况下。此外，前向

扫掠有效地减小了叶梢区域边界层流动的恶化，使

叶片基元失速延迟。

Yamaguchi等［67］以单级压气机为模型研究了前

掠叶片对压气机气动性能的影响，并解释了前掠叶

片控制端壁二次流的作用机理。当采用常规积叠叶

片时，径向压力梯度的存在引起边界层内的低能流

体向端壁区域堆积，进而增加气动损失，降低喘振裕

度。当采用前掠积叠叶片时，一方面叶片前掠使边

界层内的低能流体无法到达端壁区域，另一方面叶

片梢部吸力面上的高压区更接近前缘，抑制了低能

流体的径向迁移，减少了在端壁处的堆积。

Passrucker等［68］介绍了一款前掠跨声速压气机

转子的设计与实验，研究了叶片前掠对单级跨声速

压气机性能和稳定性的影响，并与叶型重心径向叠

加设计的转子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与径向叠加

转子相比，叶片前掠转子的效率更高，失速裕度也更

大。特别是在接近失速的情况下，叶片前掠将气流

转移到叶尖区域，从而提高了该区域的稳定性，即使

在轮毂区域发生分离，叶片前掠的转子也可以在稳

定状态下运行，而不会产生旋转失速。

Wadia等［69］报道了叶片扫掠技术在压气机气动

性能和稳定性方面的实验和分析评价。实验结果表

明，相对于无扫掠转子，前掠转子的失速裕度有了显

著改善，而后掠对失速裕度有不利影响。该研究认

为，轴向流动扩散减少和叶片表面边界层在叶梢的

堆积减少，以及激波与边界层相互作用减弱，是叶片

向前扫掠增强压气机性能的主要原因。

Neubert等［70］对美国海军先进风扇组件技术计划

的第 2阶段进行了描述，量化了低展弦比和高压比跨

声速风扇级前缘气动扫掠的综合性能优势，并指出

扫 掠 转 子 的 设 计 使 风 扇 转 子 的 绝 热 效 率 提 高 了

1.5%。

Bergner等［71］采用三维激光-2焦点测量方法研究

了扫掠对轴流跨声速压气机转子流场的影响，并与

传统的径向积叠转子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在峰

值效率下，前掠转子具有减小叶梢间隙涡流的特点，

减少了二次流损失，而且前掠明显改善了激波结构，

同时增加叶梢弦长，有助于提高失速裕度。

伴随着叶片扫掠作用机理研究的同时，科学工

作者在他们的研究中也给出了一些进行叶片扫掠设

计的指导和建议。

Beiler等［20］数值研究了叶片沿圆周方向弯曲和

沿叶弦方向扫掠对轴流风扇的影响，并用 3传感器热

膜探针在固定参考系中测量了三维速度场，用快速

响应的总压探头测量总压分布。在分析结果的基础

上，提出了一种扫掠叶片风扇的设计方法，利用该方

法设计的前掠风扇具有良好的空气动力性能，在风

扇噪声测试设备上测量的声功率级得到了改善。

Govardhan等［22］认为轴流压气机采用倾斜和扫掠

叶片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并通过数值方法研究了叶

片扫掠对低速轴流压气机转子出口处的性能和三维

流场的影响。结果表明，采用后掠叶片的转子端壁

附近性能恶化，而叶片中部的尾流总压损失减小，但

失速裕度也有减小；叶片前掠改变了流线的流型，使

得吸入面流线向轮毂偏转，压力面流线向机壳偏转。

Vad等［72］采用统计方法处理和评估了大量的文

献数据，并建立了趋势函数来量化上述关系。结果

显示，随着叶片沿径向的环量梯度增大，前掠产生的

效率增益有增大的趋势，这意味着在设计过程中有

目的地和前向扫掠结合在一起，对于可控涡流型设

计的转子而言，可以提高效率。通过内部开发的设

计方法，可以得到最大效率增益为 2%~3%。此外，对

于自由涡流型转子，由于前向扫掠而导致的效率提

高往往较小。

Vijayraj等［73］数值研究了对旋轴流风扇叶片扫掠

对性能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前级转子，轴向扫掠

使压比增加，且叶顶附近的损失减小；对于后级转

子，扫掠是无效的，压比小于常规转子，且失速裕度

较小。

单鹏等［74-75］对超声速和跨声速轴流压气机叶片

前缘扫掠/弯曲进行了综合研究，对三维后掠激波表

面的运动特征变量进行了分析，为扫掠激波面运动

的设计奠定了基础。

昌皓等［76］选择 NASA Rotor 37跨声速压气机转子

作为研究模型，在叶片 90%展高以上通过沿弦向位

置移动叶型来构造叶梢掠的特征，并采用数值方法

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叶梢前掠减小了叶片梢部

进口的平均攻角，而后掠则有相反的效果，且随着流

量的减小，扫掠对攻角的影响更加显著。

3.3 叶片弯掠组合对流场影响的研究现状

弯曲和扫掠概念的引入扩展了叶片的积叠方

2424



叶轮机械叶片弯掠气动技术研究进展第 42 卷 第 11 期

式，增加了叶片设计自由度，两者对流场的作用相辅

相成，为叶轮机械性能的改善提供可能。近年来，叶

片弯掠组合设计成为叶轮机械领域的研究热点。

Seo等［77］采用响应面法对低速轴流风扇叶片积

叠线进行了数值优化设计，弯掠组合设计成功地提

高了总效率，并显著改善了叶片的非设计工况性能。

同时，弯掠组合设计使局部效率沿叶展方向的分布

更加均匀，这主要是由于叶片倾斜通过抑制泄漏涡

使质量流量沿叶展方向的分布趋于均匀。

Song等［78］数值研究了叶尖扫掠和倾斜对压气机

机匣处理的影响，将机匣处理与弯掠设计相结合进

行多目标优化。结果显示，叶尖的扫掠和倾斜重新

分配了展向和弦向载荷，增强了机匣处理改善叶片

性能的能力。

王维等［10］研究了机匣处理与静子叶型安装角及

弯掠的组合设计对压气机性能的影响，通过对静子

叶型安装角及弯掠规律的优化设计，进一步提高了

压气机级的失速裕度。其中，机匣处理与尖部反弯

根部正弯静子的组合设计，使静子叶根吸力面在激

波作用下发生边界层分离，且与轮毂表面边界层相

互作用形成角涡。接近失速边界时，静子叶根形成

“前缘溢流，尾缘反流”现象，造成静子通道的大范围

堵塞，诱发压气机失速。

Zenger等［79］研究了叶型积叠方式对低压轴流风

扇特性曲线的影响。结果表明，压力系数和效率的

特性主要取决于风扇叶片端部弯掠的组合类型。在

典型运行范围内，相比于后向和先前再后扫掠，前向

和先后再前扫掠叶片风扇具有更大的运行范围和更

高的效率，且总声压级也显著降低。

Neipp等［80］以一台用于工质能量回收的轴流式

膨胀涡轮为例，进行了 CFD（Computational Fluid Dy‐
namics）流场自动优化，在不缩小工作范围的前提下，

提高了汽轮机效率。优化结果表明，即使优化目标

的微小变化也会对新叶片的倾斜和扫掠设计结果产

生显著影响。研究最后指出，二次流结构对涡轮性

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二次流的复杂性使得叶

片倾斜和扫掠对流动特性的影响不可能得到普遍有

效的解释。

Patel等［81］认为叶片弯曲、扫掠以及弯掠组合是

实现低速轴流风扇性能改进的方法之一，叶型的非

径向叠加会改变二次流、叶尖涡效应、轮毂通道涡，

从而影响气动性能参数，如失速裕度、效率、压比和

叶片载荷。然而，由于目前的研究仅局限于少数情

况下的比较，不同的积叠线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从而导致相互矛盾的结果。

尽管国内外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

叶片弯掠对叶轮机械流场影响的研究还不够系统。

例如，文献中没有对同一研究对象应用具有不同弯

掠角度的不同弯掠类型（即正弯和反弯、前掠和后

掠、仅叶梢弯掠等）。此外，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在解

释叶片弯掠对叶轮机械气动性能影响的作用机理，

并依据经验给出针对特定产品的设计指导，但这些

设计指导的普遍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4 叶型积叠方式的研究现状

叶片采用弯掠设计后，叶型的积叠线不再是径

向线，而是通过几种修改，例如扫掠、二面角、倾斜或

这些修改的组合，来更改积叠线。

Bogod等［50］以亚声速多级压气机为模型，研究了

6种不同积叠方式的出口导流叶栅，如图 12所示（h

为叶片高度）。实验结果显示，采用叶片弯曲积叠的

5个案例的整机气动性能均有所提高，其中采用叶片

正弯曲积叠的 4个案例的级效率提高 1.0%~1.5%，而

采用叶片反弯积叠案例的级效率在运行工况范围

内，最大提高 3.0%。此外，6个案例的稳定工作范围

基本一致，且叶片采用弯曲积叠后使载荷沿叶片展

向和弦向均产生变化，从而导致级性能改变。

Weingold等［48］也采用了类似于上述的定义，以一

台三级压气机为实验模型，其中第 3级静子采用弯叶

片设计，从距叶片两端 20%~30%处开始分别向两端

弯曲，弯曲角为 30°。结果显示，弯叶片消除了第 3级
静子端壁的角区分离，使角区损失明显下降，而叶片

中部的损失变化不大。此外，整机性能也产生了一

定的变化，在近失速点整机的损失降低约 4%，在设计

点整机损失没有太大变化，在大流量工况点整机损

失却有所增加。

Helming［82］为了研究叶片扫掠对损失产生和能量

Fig. 12 Stacking line of stator blade[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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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的影响，对三个低压比的不同扫掠风扇转子进

行了数值分析。转子通过沿弦线方向移动叶型截面

进行扫掠（图 13：从叶片 1到叶片 2），同时将叶型截

面转回一个圆周位置，以避免二面角效应（图 13：从
叶片 2到叶片 3），壳体的轮廓以与叶片相同的方式轴

向移动。数值分析结果表明，扫掠转子在整个叶中

的总压比低于无扫掠转子，只有在轮毂附近，前掠转

子的压比才会更高。原因是扫掠转子会在前缘产生

强烈的径向压力梯度，这种压力梯度造成的流向端

壁和流出端壁的流动偏转，具有使端壁附近流动扩

散和膨胀的影响。

Sasaki等［19］通过实验的方法研究了弯掠技术对

压气机叶栅气动性能的影响。结果显示，叶片采用

正弯和前掠积叠时，叶栅性能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而

反弯和后掠所带来的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叶片弯

曲积叠线的形状对叶栅损失的影响较大，过大的弯

曲角度会导致流场的恶化。此外，弯曲叶片降低了

叶栅的端部载荷，延缓了分离的发生，而叶片中部的

载荷增加，损失也随之增大，叶栅总的效率是两者相

互作用的结果。通过对不同积叠形式的叶栅的实验

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对于弯曲叶片，15°弯角和 1/6弯
高的前弯叶片性能最佳；对于扫掠叶片，30°掠角和 2/
6掠高的前掠叶片性能最佳。

Ilikan等［17，29］总结了最常见的叶型非径向叠加方

法，如图 14所示，扫掠定义为沿平行于叶型弦线的方

向移动叶型，当较高半径的剖面沿着弦线方向相对

于较低半径的剖面向上游或下游移动时，扫掠分别

命名为 FS（Forward Sweep）或 BS（Backward Sweep）。

在靠近端壁的区域，当特定半径处的剖面分别位于

相邻内侧断面的上游或下游时，扫掠被命名为正扫

掠或负扫掠，扫掠角表示连接基准叶片叶型形心的

径向线与从轮毂叶型形心开始到相关叶型新形心位

置结束的连线之间的角度。

Tweedt等［60］实验研究了采用定子端壁前缘扫掠

改善轴流压气机定子排性能的方法，为了实现定子

端壁前缘扫掠，将叶型的后缘点作为积叠点，通过加

长靠近端壁的叶型截面弦长的方法实现端壁前缘扫

掠，具体实施效果如图 15所示。

王仲奇等［30］在研究叶片弯曲对不同攻角下矩形

叶栅流动特性的影响中采用了曲线倾斜叶片，其中

叶片的两端采用与径向呈一定倾斜角度的直线，中

间采用圆弧过渡连接，具体实施方式如图 16所示。

王会社等［83］在弯曲叶片积叠线影响压气机叶栅

气动性能的研究中指出，拼接型积叠线在研究中经

常被使用，即两端是直线而中间用曲线光滑过渡，或

Fig. 16 Schematic of cascade with curved blades[30]

Fig. 13 Stacking method of blade sweep[82]

Fig. 15 Schematic of leading edge sweep of stator endwall[60]

Fig. 14 Definition of non-radial stacking[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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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端和中间均采用直线，而直线中间采用曲线光滑

连接，如图 17所示。

董学智等［84］研究采用弯曲叶片对压气机叶栅叶

片表面流动稳定及转换的影响时，采用的弯曲积叠

线与上述文献中的类似，然而两者的弯曲方向截然

相反，如图 18所示。

D`Ippolito等［37］报道了用于蒸汽机的涉及直列叶

栅和环列叶栅的叶片倾斜角的敏感性分析，其中叶

片是通过沿不同的线性轴积叠，并以相同的二维剖

面构建，弯曲叶片的倾斜角 δ为 10°，15°和 20°，其定

义方式如图 19所示，从图中可以发现该文献中的叶

片弯曲方向是向着压力面一侧倾斜。

也有学者利用优化方法对叶片积叠线进行设

计，并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效果。

Razavi等［24］采用人工神经网络优化方法，以实现

最大的级压比、效率和工作范围为目标，分别对跨声

速轴流压气机转子叶片的扫掠和倾斜设计进行了优

化。Asgarshamsi等［85］将 CFD流动模拟程序与遗传算

法相结合，以增大效率和/或压比为目标，实现了单级

轴流式燃气轮机定子和转子叶片的倾斜角、扫掠角

等参数的优化设计。胡俊等［86］基于 NUMECA/De‐
sign3D全三维优化设计平台，通过人工神经网络和遗

传算法相结合的方法，对一低压轴流风机叶片的空

间弯掠积叠线进行三维优化设计，将设计工况点的

效 率 和 全 压 分 别 提 高 了 1.92% 和 3.98%。 朱 芳 勇

等［87］通过 MATLAB语言实现空调低压轴流风叶叶栅

的积叠线选择与控制，联合 CFD仿真技术，研究弯曲

角、扫掠角和安装角对空调外机出风特性的影响，并

利用该方法将风量提升了 14.4%。还有学者提出了

双激盘理论及相应的计算方法，用于进行低速低载

荷轴流式弯掠风扇的设计和性能估计，丰富了轴流

风扇的设计方法［40，88］。

经过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叶片弯掠对

叶轮机械流场影响的作用机理已基本清楚，然而目

前所研究的叶片弯掠积叠方法都是针对某一特定模

型的实验或以经验的方式给出，其普遍适用性有待

进一步验证。季路成等［61］也曾指出，扫掠仅是叶片

设计的一个自由度，如果没有指导经验，则使用起来

耗费资源且不可靠。因此，研发总结出叶片弯掠设

计的数学模型是将叶片弯掠设计落实为实用技术的

必经之路。

5 结论与展望

叶片弯掠技术历经近 60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部分成果已经在叶轮机械领域得到了

广泛应用。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国内外专家学者继

续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1）叶片弯掠技术在叶轮机械设计中的应用，增

加了叶片设计的自由度，有助于设计开发出更高性

能的叶片。由于所研究的几何模型和关注的问题不

同，不同学者对弯掠的定义方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但

本质上均是在直叶片的基础上，通过移动叶型积叠

点的位置使叶片产生弯曲或扫掠的效果，进而拓展

叶片的设计空间。然而，叶片弯掠定义方法的差异

还是给不同研究之间的比较以及成果的推广应用带

来了不便。因此，建立标准的弯掠定义方法或不同

定义方法的通用换算准则将有助于叶片弯掠气动技

术的进一步发展。

（2）目前的研究对叶片弯掠影响流场结构作用

Fig. 17 Schematic of stacking line[83]

Fig. 18 Schematic of stacking line[84]

Fig. 19 Picture of the full leaned blade and sketch of its

axis arrangement (view from upstream)[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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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理的解释基本是一致的，主要是通过叶片弯掠改

变叶片对气流的作用力在径向的分量，实现叶片载

荷和流量沿叶展的再分配，进而控制低能流体微团

的输运，减小二次流损失，降低叶栅的总损失，提高

整机的气动性能。然而，如何利用弯掠作用机理构

建叶片弯掠作用物理模型，进而形成可用于指导叶

片弯掠设计的数学模型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3）当前关于叶片弯掠作用机理的研究多是将

弯曲和扫掠作为单独的自由度分别进行解释，而关

于两者组合后对流场影响的作用机理以及与叶片扭

曲规律的相互匹配关系却鲜有报道。此外，当前关

于叶片弯掠的文献报道多以单级叶轮或多级叶轮中

的某一级为研究对象，对于多级叶轮级与级之间的

弯掠匹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致 谢：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河南理工大学创新型

科研团队、河南理工大学博士基金的资助。

参考文献

［ 1］ Adjei R A，Fan C，Wang W，et al. Multidisciplinary De‐
sign Optimization for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of an Axi‐
al Flow Fan Using Free-Form Deformation［J］.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2021，143（1）.

［ 2］ 陈海生，谭春青 . 叶轮机械内部流动研究进展［J］. 机

械工程学报，2007，43（2）：1-12.
［ 3］ 杨 彤，王松涛，姜 斌 . 弯曲叶片造型对涡轮叶栅

作用力影响的非定常数值研究［J］. 推进技术，2013，
34（6）：760-767.（YANG Tong，WANG Song-tao，JI‐
ANG Bin. Unsteady Numerical Study of Effects on Tur‐
bine Blade Forces for the Bowed Blade［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2013，34（6）：760-767.）

［ 4］ 李龙婷，宋彦萍，陈 浮，等 . 不同来流附面层特性

下端壁射流对弯曲叶栅内流场的影响［J］. 推进技术，

2017，38（6）：1278-1286.（LI Long-ting，SONG Yan-
ping，CHEN Fu，et al. Effects of Endwall Jet on Flow
Fields in Bowed Compressor Cascades at Different Inlet
Boundary Layers［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
2017，38（6）：1278-1286.）

［ 5］ 昌 皓，金东海，桂幸民 . 掠叶片进口流动的流线曲

率通流模型［J］. 航空学报，2018，39（3）：60-70.
［ 6］ Wang Z，Qu F，Wang Y，et al. Research on the Lean

and Swept Optimization of a Single Stage Axial Compres‐
sor［J］.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of Computational Fluid
Mechanics，2021，15（1）：142-163.

［ 7］ Masi M，Lazzaretto A. A New Practical Approach to the
Design of Industrial Axial Fans：Part II - Forward-Swept
Blades with Low Hub-to-Tip Ratio［R］. ASME GT 2019-
91532.

［ 8］ 程颢颐，乔渭阳，王良锋，等 . 倾斜/后掠叶片对风扇

单音噪声的控制研究［J］. 推进技术，2019，40（2）：

295-306. （CHENG Hao-yi，QIAO Wei-yang，WANG
Liang- feng，et al. Control of Tonal Noise in an Axial
Flow Fan with Rotor Tip Clearance，Stator Lean and
Sweep［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2019，40
（2）：295-306.）

［ 9］ 王仲奇，郑 严 . 叶轮机械弯扭叶片的研究现状及发

展趋势［J］. 中国工程科学，2000，2（6）：37-40.
［10］ 王 维，李 轩，卢金玲，等 . 机匣处理作用下高负

荷轴流压气机转/静子匹配设计研究［J］. 推进技术，

2019，40（7）：1505-1513.（WANG Wei，LI Xuan，LU
Jin-ling，et al. Study of Axial Matching of Rotor/Stator
for a High-Loaded Axial Flow Compressor with Casing
Treatment［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2019，
40（7）：1505-1513.）

［11］ 王 前，胡 骏，李 亮，等 . 弯曲静子叶片对叶尖

射流扩稳效果的影响［J］. 航空动力学报，2015，30
（12）：2970-2975.

［12］ Razavi S R，Boroomand M. Numerical and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One Row Transonic Rotor with Sweep and
Lean Angle［J］. Journal of Thermal Science，2014，23
（5）：438-445.

［13］ Gümmer V，Wenger U，Kau H P. Using Sweep and Di‐
hedral to Control Three-Dimensional Flow in Transonic
Stators of Axial Compressors［J］. Journal of Turboma⁃
chinery，2001，123（1）：40-48.

［14］ Smith L H，Yeh H. Sweep and Dihedral Effects in Axial-
Flow Turbomachinery［J］. Journal of Basic Engineering，
1963，85（3）：401-414.

［15］ Vad J. Aerodynamic Effects of Blade Sweep and Skew in
Low-Speed Axial Flow Rotors at the Design Flow Rate-
An Overview［J］. 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ion of Me⁃
chanical Engineers，Part A：Journal of Power and Ener⁃
gy，2008，222（1）：39-85.

［16］ Gallimore S J，Bolger J J，Cumpsty N A，et al. The Use
of Sweep and Dihedral in Multistage Axial Flow Compres‐
sor Blading，Part I：University Research and Methods
Development［R］. ASME GT 2002-30329.

［17］ Ilikan A N，Ayder E. Influence of Dihedral Stacking on
the Performance of an Axial Fan［J］. Engineering Appli⁃
cations of Computational Fluid Mechanics，2014，8（4）：

518-529.
［18］ Zenger F，Herold G，Becker S. Acoustic Characteriza‐

tion of Forward- and Backward-Skewed Axial Fans un‐
der Increased Inflow Turbulence［J］. AIAA Journal，

2017，55（4）：1241-1250.
［19］ Sasaki T，Breugelmans F. Comparison of Sweep and Di‐

hedral Effects on Compressor Cascade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1998，120（3）：454-463.

［20］ Beiler M G，Carolus T H. Computation and Measurement

2428



叶轮机械叶片弯掠气动技术研究进展第 42 卷 第 11 期

of the Flow in Axial Flow Fans with Skewed Blades［J］.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1999，121（1）：59-66.

［21］ 邹正平，赵令德，陈懋章，等 . 叶轮机叶片的三维造

型及其对叶片气动负荷的影响［J］. 航空动力学报，

1998，13（3）：12-17.
［22］ Govardhan M，Krishna Kumar O G，Sitaram N. Investi‐

gations on Low Speed Axial Compressor with Forward and
Backward Sweep［J］. Journal of Thermal Science，2007，
16（2）：121-133.

［23］ Krishna Kumar O G，Govardhan M，Sitaram N. Effect of
Forward Sweep on the Performance and Stall Margin of a
Low Speed Axial Compresso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urbo & Jet-Engines，2007，24（4）：195-206.

［24］ Razavi S R， Sammak S， Boroomand M. Multidisci‐
plinary Design and Optimizations of Swept and Leaned
Transonic Rotor［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for Gas Tur⁃
bines and Power，2017，139（12）.

［25］ Jeong S，Choi B，Kim K. Rotor Blade Sweep Effe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a Small Axial Supersonic Impulse Tur‐
bin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eronautical and Space
Sciences，2015，16（4）：571-580.

［26］ 张伟光，王晓宇，孙晓峰 . 叶片弯掠组合设计对风扇

气动噪声的被动控制［J］. 航空学报，2017，38（2）：

167-175.
［27］ 蒋永松，郑文涛，赵 航，等 . 风扇出口导向叶片低

噪声设计Ⅰ：方法与优化［J］. 航空学报，2019，40
（10）：14-24.

［28］ 郑文涛，蒋永松，赵 航，等 . 风扇出口导向叶片低

噪 声 设 计Ⅱ：数 值 验 证［J］. 航 空 学 报 ，2019，40
（10）：25-37.

［29］ Ilikan A N，Ayder E. Influence of the Sweep Stacking on
the Performance of an Axial Fan［J］. Journal of Turboma⁃
chinery，2015，137（6）.

［30］ Wang Z Q，Han W J，Xu W Y. The Effect of Blade Curv‐
ing on Flow Characteristics in Rectangular Turbine Stator
Cascades with Different Incidences［R］. ASME 91-GT-
060.

［31］ 王建明，何朝锋，马 阳 . 叶片局部弯曲对跨音速轴

流压气机转子性能的影响［J］.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学

报，2017，34（1）：20-25.
［32］ 王会社，钟兢军，王仲奇，等 . 叶片正弯对扩压叶栅

气动性能的影响［J］. 推进技术，2002，23（4）：321-
324. （WANG Hui-she， ZHONG Jing-jun， WANG
Zhong-qi，et al. Effects of Blade Positive Curving on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Compressor Cascades［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2002，23（4）：321-324.）

［33］ 王会社，袁 新，钟兢军，等 . 叶片正弯曲对压气机

叶栅叶片表面流动的影响［J］. 推进技术，2004，25
（3）：210-214.（WANG Hui-she，YUAN Xin，ZHONG
Jing-jun，et al. Influence of Positive Curving on Blade

Surface Flow of Compressor Cascade［J］. Journal of Pro⁃
pulsion Technology，2004，25（3）：210-214.）

［34］ Obaida H M B. Cryogenic Cycle Power Turbines Opti‐
mised by Hub Contouring［D］. Leicester：University of

Leicester，2017.
［35］ Hourmouziadis J，Hubner N. 3-D Design of Turbine Air‐

foils［R］. ASME 85-GT-188.
［36］ Weingold H D，Neubert R J，Behlke R F，et al. Reduc‐

tion of Compressor Stator Endwall Losses Through the
Use of Bowed Stators［R］. ASME 95-GT-380.

［37］ D′Ippolito G，Dossena V，Mora A. The Influence of
Blade Lean on Straight and Annular Turbine Cascade
Flow Field［J］.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2011，133（1）.

［38］ 钟兢军，苏杰先，王仲奇，等 . 弯叶扩压叶栅壁面静

压分布实验研究［J］. 航空动力学报，1994，9（3）：

255-258.
［39］ Kim J，Choi J，Husain A，et al. Performance Enhance‐

ment of Axial Fan Blade Through Multi-Objective Opti‐
mization Techniques［J］. Journal of Mechan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0，24（10）：2059-2066.

［40］ 欧阳华 . 新型可逆式弯掠组合叶片的研究［D］.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2003.
［41］ Breugelmans F A H，Carels Y，Demuth M. Influence of

Dihedral on the Secondary Flow in a Two-Dimensional
Compressor Cascade［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for Gas
Turbines & Power，1984，106（3）：578-584.

［42］ 韩万今，徐文远，王仲奇 . 叶片倾斜对叶栅出口流场

的影响［J］. 动力工程，1991，11（4）：43-48.
［43］ 尚尔兵，苏杰先，王仲奇，等 . 有周向倾斜叶片的压

气机叶栅的实验研究［J］. 工程热物理学报，1992，13
（4）：363-368.

［44］ Harrison S. The Influence of Blade Lean on Turbine Loss‐
es［J］.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1992，114（1）：184-
190.

［45］ 钟兢军，苏杰先，王仲奇，等 . 叶片倾斜和弯曲对扩

压叶栅出口流场的影响［J］. 工程热物理学报，1995，
16（1）：29-34.

［46］ 王 东，苏杰先，王仲奇，等 . 叶片弯曲对压气机叶

栅损失与速度的影响［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3，
37（7）：1045-1048.

［47］ 赵桂杰，陈 浮，宋彦萍，等 . 不同掠型扩压叶栅壁

面静压分布特性研究［J］. 航空动力学报，2004，19
（2）：265-269.

［48］ Weingold H D，Neubert R J，Behlke R F，et al. Bowed
Stators：An Example of CFD Applied to Improve Multi‐
stage Compressor Efficiency［J］. Journal of Turbomachin⁃
ery，1997，119（2）：161-168.

［49］ 徐国林 . 采用弯扭掠叶片改进设计风扇的数值研究

［D］.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18.
［50］ Bogod A B，Kimasov Y I，Mitrokhin V I. Direct and In‐

2429



推 进 技 术 2021 年

verted Calculation of 2D Axisymmetric and 3D Flows in
Axial Compressor Blade Rows［J］. Revue Francaise de
Mecanique，1992，4：351-359.

［51］ Robinson C J，Northall J D，McFarlane C W R. Measure‐
ment and Calculation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Flow in
Axial Compressor Stators，with and without End-Bends
［R］. ASME 89-GT-6.

［52］ 张艳英，苏杰先，吴 猛，等 . 叶轮机械三维弯叶片

粘性流场的数值模拟［J］. 机械工程学报，2001，37
（3）：11-13.

［53］ 姜 斌，郑 群，王松涛，等 . 跨声速风扇的弯、掠三

维设计研究［J］. 航空动力学报，2012，27（8）：1815-
1825.

［54］ 张晨凯，胡 骏，王志强，等 . 低速轴流压气机转子

叶片三维优化的数值研究［J］. 航空动力学报，2015，
30（2）：483-490.

［55］ 陈 榴，胡 磊，戴 韧 . 高负荷轴流风扇中弯曲动

叶的应用研究［J］. 风机技术，2017，59（3）：14-19.
［56］ 宋彦萍，李 娜，王松涛，等 . 弯曲动叶对跨音轴流

压气机性能的影响［J］. 工程热物理学报，2004，25
（4）：582-584.

［57］ Padullaparthi V R，Govardhan M. On Loading Correc‐
tions and Loss Distributions in Low-Speed Forward
Swept Axial Compressor Rotors［J］. Proceedings of the In⁃
stitu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s，Part A：Journal of
Power and Energy，2011，225（1）：120-130.

［58］ Lewis R I，Hill J M. The Influence of Sweep and Dihe‐
dral in Turbomachinery Blade Rows［J］. Journal of Me⁃
chanical Engineering Science 1959-1982，1971，13（4）：

266-285.
［59］ Masi M，Lazzaretto A. A Simplified Theory to Justify For‐

ward Sweep in Low Hub-to-Tip Ratio Axial Fan［R］.
ASME GT 2015-43029.

［60］ Tweedt D L，Okiishi T H，Hathaway M D. Stator End‐
wall Leading-Edge Sweep and Hub Shroud Influence on
Compressor Performance［R］. ASME 86-GT-197.

［61］ 季路成，陈 江，林 峰 . 轴流压气机设计中“掠”的

另类认识［J］. 工程热物理学报，2005，26（4）：567-
571.

［62］ Amano R，Xu C. Blade Sweep Effects of Turbomachinery
［R］. AIAA 2005-48.

［63］ Gallimore S J，Bolger J J，Cumpsty N A，et al. The Use
of Sweep and Dihedral in Multistage Axial Flow Compres‐
sor Blading：Part II——Low and High Speed Designs
and Test Verification［R］. ASME GT 2002-30329.

［64］ Corsini A，Rispoli F. Using Sweep to Extend the Stall-
Free Operational Range in Axial Fan Rotors［J］. Proceed⁃
ings of the Institu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s，Part A：
Journal of Power and Energy，2004，218（A3）：129-
139.

［65］ He X，Zheng X. Mechanisms of Sweep on the Perfor‐
mance of Transonic Centrifugal Compressor Impellers［J］.
Applied Sciences，2017，7（10）.

［66］ Mohammed K P，Raj D P. Investigations on Axial Flow
Fan Impellers with Forward Swept Blades［J］. Journal of
Fluids Engineering，1977，99（3）：543-547.

［67］ Yamaguchi N，Tominaga T，Hattori S. Secondary-Loss
Reduction by Forward-Skewing of Axial Compressor Ro‐
tor Blading［C］. Yokohama：Yokohama International Gas
Turbine Congress，1991.

［68］ Passrucker H，Engber M，Kablitz S，et al. The Effect of
Forward Sweep in a Transonic Compressor Rotor［J］. Pro⁃
ceedings of the Institu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s，Part
A：Journal of Power and Energy，2003，217（4）：357-
365.

［69］ Wadia A R，Szucs P N，Crall D W. Inner Workings of
Aerodynamic Sweep［J］.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

1998，120（4）：671-682.
［70］ Neubert R J，Hobbs D E，Weingold H D. Application of

Sweep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a Transonic Fan. I-
Design［J］. Journal of Propulsion and Power，1995，11
（1）：49-54.

［71］ Bergner J，Kablitz S，Hennecke D K，et al. Influence of
Sweep on the 3D Shock Structure in an Axial Transonic
Compressor［R］. ASME GT 2005-68835.

［72］ Vad J，Halasz G，Benedek T. Efficiency Gain of Low-
Speed Axial Flow Rotors Due to Forward Sweep［J］. Pro⁃
ceedings of the Institu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s，Part
A：Journal of Power and Energy，2015，229（1）：16-
23.

［73］ Vijayraj K，Govardhan M. Aerodynamics of Contra_Ro‐
tating Fans with Swept Blades［C］. India：ASME 2015
Gas Turbine India Conference，2015.

［74］ Shan P. Kinematic Analysis of 3-D Swept Shock Surfac‐
es in Axial Flow Compressors［J］. Journal of Turboma⁃
chinery，2000，122（3）：490-500.

［75］ Shan P，Zhou S. A Helical Surface Model for 3-D Shock
Structure Analysis［R］. ASME 99-GT-226.

［76］ 昌 皓，朱 芳，金东海，等 . 叶片掠对跨声转子进

口流动的影响［J］. 航空动力学报，2016，31（4）：857-
866.

［77］ Seo S J，Choi S M，Kim K Y. Design Optimization of a
Low-Speed Fan Blade with Sweep and Lean［J］. Proceed⁃
ings of the Institu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s，Part A：
Journal of Power and Energy，2008，222（1）：87-92.

［78］ Song W，Zhang Y，Chen H.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Multiple Circumferential Casing Grooves Distribution
Considering Sweep and Lean Variations on the Blade Tip
［J］. Energies，2018，11（9）.

［79］ Zenger F，Müller J，Becker S. Investigation of Aero‐

2430



叶轮机械叶片弯掠气动技术研究进展第 42 卷 第 11 期

acoustic Properties of Low-Pressure Axial Fans with Dif‐
ferent Blade Stacking［R］. AIAA 2017-3389.

［80］ Neipp A，Riedelbauch S.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f
Blade Lean and Sweep Affecting Secondary Flows in an
Axial Expansion Turbine［C］. Grenoble：28th IAHR Sym⁃
posium on Hydraulic Machinery and Systems，2016.

［81］ Patel A B，Viswanath K，Nath D D. Effect of Axial
Sweep and Tip Extension on Performance of an Axial Fan
［C］. Arizona：ASME 2016 International Mechanical En⁃
gineering Congress and Exposition，2016.

［82］ Helming K. Numerical Analysis of Sweep Effects in
Shrouded Propfan Rotors［J］. Journal of Propulsion and
Power，1996，12（1）：1-10.

［83］ 王会社，袁 新，岳国强，等 . 弯曲叶片积叠线对压

气机叶栅气动性能的影响［J］. 航空动力学报，2002，
17（3）：327-331.

［84］ 董学智，张华良，赵洪雷，等 . 弯叶片对压气机叶片

表面流动稳定性影响研究［J］. 工程热物理学报，

2008，29（12）：2015-2018.
［85］ Asgarshamsi A，Hajilouy-Benisi A，Assempour A，et al.

Multi-point Optimization of Lean and Sweep Angles for
Stator and Rotor Blades of an Axial Turbine［J］. Irania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ransactions of Me⁃
chanical Engineering，2017，41（1）：35-47.

［86］ 胡 俊，金光远，崔政伟，等 . 基于复合弯掠技术的

轴流风机叶轮优化［J］. 空气动力学学报，2019，37
（6）：966-973.

［87］ 朱芳勇，吴俊鸿，高 旭，等 . 空调低压轴流弯掠叶

片参数化优化设计与实验研究［J］. 制冷技术，2019，
39（3）：17-21.

［88］ 乔清华，杨 波，钟芳源，等 . 双激盘理论在轴流风

机设计中的应用［J］. 工程热物理学报，2009，30（7）：

1140-1143.
（编辑：梅 瑛）

2431



2021 年 11 月
第 42 卷 第 11 期

推 进 技 术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

Nov. 2021

Vol.42 No.11

基于二维不确定性量化分析的射流换向阀
切换性能研究 *

孙 娜 1，谢 悦 1，张 莹 1，王佳兴 1，牛 禄 1，张 斌 2

（1. 上海航天动力技术研究所，上海 201109；
2. 上海交通大学 航空航天学院，上海 200240）

摘 要：真实情况中，射流换向阀的边界参数呈现明显的不确定性，由于主流和控制流压强是影响

射流换向阀切换性能的重要因素，因此其不确定性将导致切换性能产生明显的波动。采用不确定量化分

析方法中的PCM方法 （Probabilistic collocation method），研究了主流和控制流压强的不确定性对射流换

向阀切换性能的耦合影响，获得了一维和二维不确定度下的切换性能不确定度带。研究结果显示，主流

或控制流压强的不确定性均使得射流换向阀切换性能产生明显的波动；其中控制流压强的不确定性对其

影响尤为突出；当存在二维不确定性时，射流换向阀的切换性能将出现更大幅度的波动，最大波动幅度

达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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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ing Performance of Jet Reversing Valve Based
on Two-Dimensional Uncertainty Qua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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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eal environment，there is uncertainty on the boundary parameters of the jet reversing
valve. The main and control pressure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to affect the switching performance. Thus there is
uncertainty on performance of the jet reversing valve，because of uncertainty on main and control pressure. The
probabilistic collocation method（PCM）is used to study the coupling effect of main and control pressure uncertain‐
ty on the switching performance of the jet reversing valve. And the uncertainty band of switching performance is
obtained，under the one-dimensional and the two-dimensional uncertain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witching
performance will be affected，if there is uncertainty on main or control pressure. Furthermore，the control pres‐
sure uncertain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main pressure uncertainty to affect the switching performance. In addi‐
tion，if there is two-dimensional uncertainty，the greater fluctuation of switching performance will appear. The
maximum fluctuation range will reach 29%.

Key words：Jet；Reversing valve；Uncertainty；Switching performance；Numerical cal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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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射流换向阀具有结构紧凑、响应频率高、抗电磁

干扰性好等优点。20世纪中叶，Harry Diamond实验

室提出了射流控制理论［1］，其在工业中已得到了广泛

应用。在军事领域中，俄罗斯“旋风”弹、美国“橡树

棍”、“小约翰”、我国 A100火箭弹等［2-3］，都应用射流

换向技术来实现对导弹飞行姿态的控制，以提高其

机动性能和打击精度。在民用领域，包括我国在内

的众多国家已将射流换向技术应用在矿业开采和医

疗卫生等方面。

多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此项技术开展了大

量研究。20世纪，总结出在射流换向元件二维稳态

情况下，内部流体压强、速度、自由流边界等参数之

间的关系［4］将超声速射流换向阀成功应用于火箭弹

的姿态控制中，并进行了试验测量［5］。21世纪，设计

了二级射流换向阀，并对其流场进行了数值模拟研

究［6］，并对射流换向元件的动力特性进行了详细的数

值模拟和冷气试验研究［7］。赵磊等［8］对弹载射流驱

动机构瞬态响应过程建立了数学模型。王占学等［9］

对激波控制的流体矢量喷管进行了试验研究。侯定

起［10］对超声速射流双稳阀的控制流压强等工况变化

对切换性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孙娜等［11］对流道尺

寸参数对射流换向阀性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优化

了流道参数、提升了切换性能。

目前，国内外对射流换向相关特性的研究中几

乎都默认其边界条件为确定数值，而真实情况中，由

于气源不稳定、机械振动等因素，使得其边界条件呈

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由于射流换向阀依靠激波扰

动使主流发生偏转，其切换性能对边界压强具有极

高的敏感性。因此对边界压强进行不确定性量化分

析，研究其不确定性对系统切换性能的影响，对认识

其真实物理过程，掌握其能否有效完成任务具有重

要意义。

自 20世纪 70年代起，许多国外学者对不确定性

量 化 方 法（Uncertainty quantification，UQ）开 展 了 研

究。文献［12-14］更是成功地将此类方法应用在不

同领域的燃烧或流动问题中。本文应用不确定性量

化方法中计算量较小且计算精度较高的概率配置点

法（Probabilistic collocation method，PCM）［15-16］，研究主

流及控制流压强波动在系统中的传播规律，获得此

二维不确定性对射流换向阀切换性能的耦合影响机

制，并得出其定量化关系。

2 物理模型与计算方法

射流换向阀是一种用射流来控制主流体流向的

装置。它将控制流作用在主流体的超声速区域，利

用产生的激波使主流体发生偏转。图 1为射流换向

阀原理图，主流 1通过射流喷管以超声速形式进入接

收段，控制口流入的小流量控制流 2与主流 1相互作

用，产生斜激波，使主流改变流向切换到对侧，由于

附壁效应以及劈尖 3的限制，使得主流切换后从一侧

通道（即图中 4）排出产生推力。

由图 1所示，b为射流喷管喉部尺寸，也是射流换

向阀的特征尺寸，h为控制口径，w为射流下游的扩张

径，H为劈尖到射流口的劈距，2φ为扩张角（φ为扩张

半角）。本文中计算模型具体尺寸参数如表 1所示。

由于射流元件流道为矩形流道，因此可将其简化为

二维问题进行计算，通过网格无关性验证后，确定采

用如图 2所示的结构化网格进行计算。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jet reversing valve

Table 1 Dimensional parameters of jet reversing valve

h

b

w

1.3b
H

10b
2φ
12°

Fig. 2 Computation area of jet reversing va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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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FLUENT软件，求解二维 Navier-Stokes方程

组，选择 k-ε RNG湍流模型，近壁处理采用非平衡壁

面函数法。计算做出如下假设：

（1）假设气体为单相理想气体；

（2）假设为绝热壁面；

（3）不考虑化学反应和热辐射。

主流和控制流入口压强符合高斯分布，具体选

取抽样点方法将在第 3节详细说明，其温度均为

1600K。由于主流经过射流喷管后将随机附着一侧

壁面流动，因此将相应侧控制口设置为控制流入口，

另一侧控制口设置为壁面。根据上述模型及假设对

射流换向阀内瞬态流动进行数值计算及分析。

3 结果与讨论

3.1 PCM方法简介及抽样点选取

早期，人们常使用蒙卡法、最小二乘法等来解决

不确定性量化问题，但其存在计算量过大等问题。

本文采用 UQ方法中收敛速度快、计算精度高的 PCM
方法［17］。对存在二维不确定性的射流换向阀切换性

能进行研究。此方法的精度验证在参考文献［17-
18］中有详细论述。

PCM方法的主要步骤如下：（1）确定参数的不确

定度变化范围；（2）根据分布采用 PCM方法获取抽样

点；（3）将抽样点相关参数值输入计算模型，获得目标

输出参数；（4）采用 PCM方法对数值计算结果进行分

析，获得不确定度条件下的系统输出响应统计特性。

本文主要研究射流换向阀边界压强（即主流及

控制流压强）的不确定性对其性能的影响，其它参数

保持不变。因此，这是一个二维不确定性量化问题。

主流和控制流平均压强分别为 pm=9MPa，p c=4MPa。
假设其概率分布符合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高斯分

布，选取 2σm = Δpm = 9 × 12.5%（σm为标准差，Δpm为

最大偏差，Δpm取平均值pm的12.5%），主流压强分布

在（pm - 2σ，pm + 2σ）区间，即（9-1.125，9+1.125）区

间内概率为 95.45%；同样选取 2σ c = Δp c = 4 × 12.5%
（σ c 为标准差，Δp c 为最大偏差，Δp c 取平均值 p c 的

12.5%），控制压强分布在（p c - 2σ，p c + 2σ）区间，即

（4-0.5，4+0.5）区间内概率为 95.45%。根据上述分布

采用 PCM方法获取此二维不确定性量化问题的抽样

点，即 72 = 49个抽样点，进行数值计算，抽样点具体

参数值见表 2。

3.2 各抽样点计算结果及分析

根据 PCM方法获取的抽样点，进行不同工况下

的射流换向阀瞬态流动数值计算，获得其开始切换

时间 t1（即射流换向阀受力换向时间）和切换稳定时

间 t2（即完成切换且流场稳定时间），通过 PCM方法

获得主流及控制流压强不确定性对其切换性能的影

响，并得出定量化关系。

由于工况数量较多，选取射流换向阀切换性能

较差、切换性能较好及不切换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

工况的内部流场瞬态变化进行展示，即表 3中标红工

况，其马赫数分布云图如图 3所示。

由图 3可以看出主流压强的增加将导致射流喷

管出口流速显著增加，当主流从 6.89~11.11MPa过程

中，其射流喷管出口流速从 Ma1.23增加至 Ma1.86。
由图 3（a），3（b）可知，喷管出口的主流在受到控制流

扰动时，由于斜激波的作用使其逐渐改变流动方向，

主流开始切换方向到切换稳定，需要一定的过渡时

Table 3 Calculating data of sample points（ms）

pc/MPa
3.06
3.41
3.71
4.00
4.29
4.59
4.94

pm=6.89MPa
t1
0.19
0.09
0.09
0.08
0.07
0.07
0.07

t2
0.27
0.19
0.15
0.14
0.14
0.14
0.14

pm=7.67MPa
t1
0.11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t2
0.17
0.14
0.14
0.13
0.13
0.13
0.13

pm=8.35MPa
t1
—

0.08
0.07
0.07
0.06
0.06
0.06

t2
—

0.14
0.14
0.13
0.13
0.13
0.13

pm=9.00MPa
t1
—

0.13
0.08
0.07
0.07
0.06
0.06

t2
—

0.20
0.14
0.13
0.12
0.12
0.12

pm=9.65MPa
t1
—

—

0.15
0.08
0.08
0.08
0.08

t2
—

—

0.20
0.14
0.14
0.14
0.14

pm=10.33MPa
t1
—

—

—

—

0.18
0.18
0.18

t2
—

—

—

—

0.24
0.24
0.24

pm=11.11MPa
t1
—

—

—

—

—

—

——

t2
—

—

—

—

—

—

——

Annotation：“—”means unable to switch

Table 2 Main pressure and control pressure of sample

points (MPa)

No.
pm
pc

1
6.89
3.06

2
7.67
3.41

3
8.35
3.71

4
9.00
4.00

5
9.65
4.29

6
10.33
4.59

7
11.11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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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同时随着主流压强和控制流压强的变化，主流开

始切换时间和切换稳定时间均将出现显著波动。然

而当控制流扰动不足以使得主流切换方向时（见图 3
（c）），仅能使主流流动稍作变化而无法使其切换至对

侧出口。为详细地定量分析射流换向阀切换性能随

主流和控制流压强变化情况，将各抽样点具体计算

数据列入表 3。
由表 3可知，若控制流压强存在不确定性，主流

压强为设计值 9MPa，则随着控制流压强的不断增大，

主流开始切换时间和切换稳定时间将越来越短，而

当控制流压强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切换时间将不再

继续缩短，而基本维持不变。若主流压强存在不确

定性，控制流压强为设计值 4MPa，则随着主流压强的

不断增大，开始切换时间和切换稳定时间将先减小

后增大，直至无法切换。表 3中阴影部分工况为切换

性能较为稳定区域，即 t1 ∈ [ t1min，t1min + 0.03 ]，其中

t1min = 0.06ms；且 t2 ∈ [ t2min，t2min + 0.03 ]。其中，t2min =
0.12ms。同时可知，若主流压强由平均压强 9MPa向
减小趋势波动，或控制流压强 4MPa向增大趋势波

动，则其切换性能将可保持良好的稳健性，若上述波

动趋势相反，当控制流压强低于主流压强的 40%以

下，其切换性能将急剧下降，直至无法切换。

3.3 试验结果对比及分析

如图 4所示，将电磁导阀及射流换向阀组成试验

系统，进行试验，其中电磁导阀负责开启控制口从而

注入控制气流，同时分别在射流换向阀左右两侧的

排气通道下游布置测压点，测压传感器采用耐恶劣

环境能力强的溅射薄膜式压力传感器，其测量值为

0~20MPa，误差为±0.07%，能够满足试验要求。

试验曲线如图 5、6所示，自控制端发出控制信号

到射流换向阀相应侧出口下游出现压升的时间，为

射流换向阀总的响应时间，即 tz = t4 - t3，其平均值
-t z = 5.15ms，而 tz 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为电磁导阀

开启控制口注入控制气流的响应时间 td；一部分为控

制气流作用主气流使其成功偏转切换时间，即为本

文前面研究的射流换向阀切换时间 ts；另一部分则为

切换后气流从射流换向阀相应侧流经下游排气通道

并在出口产生明显压升的时间 tp，即 tz = td + ts + tp。
由电磁导阀性能测试可知（见图 7），该导阀响应时间

即控制信号发出至相应控制侧入口产生压升时间，

其平均值
-t d = 5.05ms，因此，ts + tp = tz - td ≈ 0.10ms。

由于 tp > 0，故 0 < ts < 0.10ms。由表 3计算数据可

知，其稳定切换工况下射流换向阀开始切换时间 t1
均在合理范围内，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证明数值计

算结果可信。

3.4 不确定性量化分析

应用 PCM程序对数值计算结果进行分析，获得

主流及控制流压强的不确定度导致的射流换向阀切

换性能不确定度带。其平均值及标准差见表 4。如

表 4所示，主流压强在 12.5%范围内波动（一维不确

定性），将导致射流换向阀切换性能波动的范围分别

Fig. 3 Mach number of some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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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δt1 = 6.8%，δt2 = 3.2%；控制流压强在 12.5%范围

内波动（一维不确定性），将导致射流换向阀切换性

能波动的范围分别为：δt1 = 15.0%，δt2 = 10.7%；主流

和控制流压强都在 12.5%范围内波动（二维不确定

性），将导致射流换向阀切换性能波动的范围分别

为：δt1 = 29.0%，δt2 = 16.0%。可以看出，控制流压强

的不确定性对射流换向阀切换性能的影响尤为显

著，当主流和控制流均存在不确定性时，即存在二维

不确定性，将对射流换向阀切换性能造成更为严重

的影响，使其切换时间出现大幅波动，最大幅度可达

29%。

4 结 论

本文研究了射流换向阀主流和控制流压强的不

确定性对其切换性能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当主流压强不变时，随着控制流压强的增

大，射流换向阀的切换时间将不断缩短，当控制流压

强增大到一定程度后，切换时间将不再继续缩短，基

本维持不变；当控制流压强不变时，随着主流压强的

增加，切换时间将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直至无

法切换。

（2）当主流压强向减小趋势波动，控制流压强向

增大趋势波动，则系统切换性能将可保持良好的稳

健性；若上述波动趋势相反，则当控制流压强低于主

流压强的 40%以下时，系统切换性能将急剧下降，直

至无法切换。

（3）当主流和控制流压强其中之一存在波动时，

其切换性能都将随之波动，其中控制流压强的不确

定性对系统切换性能的影响更为显著，其波动范围

Table 4 Influence of pressure uncertainty

Parameter
Average value μ

Standard deviation σ
Deviation degree δ = σ

μ

Main pressure uncertainty
t1/ms
0.070
0.005
0.068

t2/ms
0.126
0.004
0.032

Control pressure uncertainty
t1/ms
0.074
0.011
0.150

t2/ms
0.132
0.014
0.107

Main and control pressure uncertainty
t1/ms
0.076
0.022
0.290

t2/ms
0.133
0.021
0.160

Fig. 6 Partial enlargement of pressure curve

Fig. 7 Pilot valve pressure curve

Fig. 5 Jet reversing valve pressure curve

Fig. 4 Tes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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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2.5%时，将导致射流换向阀切换性能的波动达到

15%；当存在二维不确定性时，射流换向阀的切换性

能将出现更大的波动，最大波动幅度可达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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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气机中介机匣全流量工况特性的数值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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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全面评价压气机中介机匣性能，从上下游匹配角度，定义了中介机匣节流特性，从流动

损失、出口畸变和流量阻塞三个方面，在全流量工况范围内评估中介机匣的性能，并给出了相应性能参

数表达式。在均匀和实际不均匀总压入口条件下，对小型涡扇发动机压气机中介机匣流场进行数值计

算，获取其全流量工况性能参数，并分析其流动机理。计算结果表明：中介机匣的出口总压损失和总压

畸变程度随流量增加而增加；在实际不均匀进气条件下，流动损失和畸变程度均大于均匀进气条件；当

中介机匣的设计流量和最大流量接近时，会造成压气机和中介机匣共同工作的阻塞流量明显减少。因

此，对中介机匣进行性能评价时应考虑到实际的入口条件和非设计点的影响，在设计和选配中介机匣时

应保证足够的流量裕度。

关键词：压气机；中介机匣；节流特性；进气畸变；流动损失；流量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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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tudy on Characteristics of Compressor Intermediate
Duct Within Full Mass Flow Working Condition

ZHAO Lei1，2，LIU Tan-tao1，2，GAO Li-min1，2，DENG Wei-min1，2
（1. 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710072，China；

2.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AerodynamicDesign andResearch，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710072，China）

Abstract：To evac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mpressor intermediate duct（CID）comprehensively，the
throttle characteristic was def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matching. It was pro‐
posed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CID should be evacuated from three aspects，which are flow loss，outlet distortion
and flow blockage，within the range of full mass flow working conditions. The corresponding evacuating expres‐
sions were deduced. To acquire the performance parameters and flow mechanism of full mass flow working condi‐
tions，CID flow fields of a small turbofan engine were calculated by numerical methods in uniform and actual
non-uniform total pressure distribution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low loss and the outlet distortion in‐
crease with the mass flow. In the actual non-uniform inlet condition，the flow loss and the outlet distortion are
much higher than those in uniform inlet condition. When the design mass flow is close to the maximum value of
the CID，the chocking mass flow of co-working between the CID and the compressor decreases obviously.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actual inlet condition and off-design points should be considered during evaluating C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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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ufficient flow margin should be ensured during designing or matching CIDs.
Key words：Compressor；Intermediate duct；Throttle characteristic；Inlet distortion；Flow loss；Flow

blockage

1 引 言

为了提高运行经济性，涡扇发动机的涵道比不

断增大，低压风扇/压气机与高压压气机半径落差随

之增加，且轴向尺寸不断缩短，这使得压气机中介机

匣（Compressor intermediate duct，CID）呈现典型的“S”
型环形管道。气流的大角度折转和支板的干扰使中

介机匣内的流动复杂化，再加上低压风扇/压气机实

际出口气流的不均匀，中介机匣已经成为进一步挖

掘涡扇航空发动机潜力的重要流通部件。

Britchford等［1］和 Bailey等［2-3］较早开展了中介机

匣的实验与数值研究，探讨了常规径向落差比下壁

面曲率、支板以及来流条件对总压损失的影响。

Duenãs等［4］在对三种长度的无支板中介机匣流场测

量后，发现弯曲的中介机匣流动损失远大于同等逆

压梯度环境下的平板流动。由于发动机结构限制，

流道中存在支板，支板的数量、相对厚度和弦长的增

加均会造成流动损失的增加［5-6］。支板-轮毂角区分

离［7-8］和二次流动［9］的加剧是造成损失增加的主要原

因。李斌等［10］的实验研究表明支板的掠构型也会影

响流动损失。

中介机匣性能同时受到入口条件影响，来流预

旋角、马赫数、总压分布均会影响总压损失［11-12］。高

丽敏等［13］的数值研究表明，中介机匣入口气流的非

均匀总压分布会明显影响出口截面总压分布，其中

轮毂侧低总压区能抑制支板角区分离，减小损失和

畸变。

在设计方面，中介机匣普遍追求长度更短，总压

损失更小，为此多采取两步优化方法［14］。邓小明、冯

旭栋等［15-16］使用优化算法首先构造出性能较优的二

维构型，以此作为初值，再进行三维优化。 Stürze‐
becher等［17］首先优化长度，然后再使用第一步的结果

进一步优化总压恢复系数。

在中介机匣设计、流动机理等方面已开展了大

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大部分研究工作主

要关注设计工况的总压损失。本文将从发动机运行

的实际出发，考虑到中介机匣与上游风扇及下游压

气机的匹配，从总压损失和出口畸变两个角度提出

中介机匣节流特性，从流通能力角度，提出中介机匣

流量裕度，并对某涡扇发动机的中介机匣进行全面

的性能评估，本研究可为涡扇发动机各部件的性能

匹配提供依据。

2 节流特性参数定义及数值方法

2.1 性能参数

总压恢复系数 δ表征了气流通过中介机匣后总

压流动损失的相对大小，是最常用的中介机匣性能

参数，表达式为

δ = p t,out
p t,in

（1）
实际工作状态下，中介机匣进出口气流参数均

为不均匀分布。典型中介机匣进口总压 pt的径向分

布见图 1，总压畸变区主要分布在机匣和轮毂附近。

借鉴俄罗斯径向总压畸变指数的定义，提出了中介

机匣径向总压畸变指数 Δ-σ pt，用以表征中介机匣进

口/出口截面流场的不均匀程度，定义为轮毂/机匣的

局部总压畸变指数 Δ-σ pt，i的加权平均，即

Δ-σ pt =
∑
i = 1

N Δ-σ pt,i f i

∑
i = 1

N

fi

（2）

式中 i=1代表机匣附近，i=2代表轮毂附近，fi为

低总压区的无量纲面积，表达式为

fi = ( -r e,i 2 - -r b,i
2 ) / ( -r s 2 - -r h

2 ) （3）
式中

-r b，i 和
-r e，i 为低总压区起始和结束位置的相

对半径；
-r s和

-r h分别为机匣和轮毂的相对半径，相对

半径
-r = r/r s，r s为机匣半径，Δ-σ pt，i表达式为

Fig. 1 Distortion zones of annulus averaged total pressure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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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σ pt,i =
∫-r b,i-r e,i 2 ( )1 - p t (

-r )
p t,av

-r d -r
-r e,i

2 - -r b,i
2 （4）

式中 p t ( -r )为相对半径处的圆周平均总压，pt，av为

截面平均总压。

2.2 节流特性

航空发动机实际运行工况的变化，会改变进入

到中介机匣气体流量。考虑中介机匣的性能受到上

游风扇/压气机运行工况的影响及中介机匣与下游压

气机之间的性能匹配，提出中介机匣节流特性，以综

合评价中介机匣在全流量工况的性能表现情况。

中介机匣节流特性定义为在给定来流条件下，

总压损失和出口流场品质随中介机匣流量的变化关

系，即包含了总压恢复特性和出口畸变特性。

总压恢复特性表征上游风扇/压气机对中介机匣

气动性能的影响，即

δ = f ( ṁ ) （5）
通过出口畸变特性，反映中介机匣出口截面流

场不均匀程度在全流量范围的变化，为与下游压气

机匹配提供参考，有

Δ-σ pt = g ( ṁ ) （6）
作为管道流动，环形的 S弯中介机匣的通流能力

受到阻塞流量的限制，这也决定了进入发动机核心

部件的最大流量。因此，提出了中介机匣的阻塞流

量裕度M，以表示中介机匣设计点流量与最大通流能

力的距离，定义为

M = ( ṁm
ṁ d

- 1) × 100% （7）
式中 ṁm 和 ṁ d 分别为中介机匣的最大通流能力

和设计流量。

2.3 几何模型

本文计算采用的某小型涡扇发动机中介机匣模

型与文献［13］相同，相比于中介机匣实物，计算中介

机匣模型进出口均连接一段延伸段，计算几何模型

如图 2所示。中介机匣周向有 4个相同的径向安装

角为 10°的支板，其前缘距中介机匣入口为约 20%中

介机匣轴向长度，全流道设计流量为 14.44kg/s。
2.4 数值方法与验证

综合考虑计算量和对壁面约束流动的计算效

果，并结合本课题组对中介机匣近十年的研究基

础［5，6，11-13］，流场计算采用了 Spalart-Allmaras湍流模

型，数值方法参见文献［13］。流场具有周期性，故选

取 1/4通道进行流场计算，采用 O4H型网格拓扑结

构，壁面第一层网格厚度为 10µm，支板前缘 y+为 6左
右，其它壁面 y+为 4左右。网格数量约 120万时，达到

网格无关性要求。图 3显示了计算域边界条件设置

和网格划分。

对 2.3节中介机匣在均匀进气条件下进行流场

数值计算，出口边界条件给定设计流量，收敛误差设

为 10-6。计算结果与中介机匣的部件实验结果比对

如图 4所示，
-h和 -p t分别为无量纲流道高度和无量纲

总压。可见，在进气隔离段后的实际中介机匣的进

口截面，图 4（a），主流区总压沿径向分布较为基本均

匀；由于流道曲率以及支板作用，在出口截面，见图 4
（b），总压沿径向存在畸变现象：机匣附近附面层较

进口截面有一定增长；由于支板和轮毂角区的影响，

靠近轮毂 40%处，存在较大的低总压区。但总体来

看，在进口和出口截面，计算结果与实验数据均较好

吻合，这表明选用的数值方法准确可靠。

Fig. 4 Comparison of the experiment and the computation

Fig. 2 Illustration of the CID

Fig. 3 Illustration of boundary conditions and the m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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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计算方案

中介机匣的设计通常默认进口来流沿径向均匀

分布，但文献［2］和［11］表明，入口来流条件会对中

介机匣流场产生较大影响，故采用了总压均匀分布

和按上游出口的实际总压径向分布两种进气条件。

计算中介机匣全流量工况特性，如图 5所示。实际非

均匀总压分布数据来源于该型压气机实验测量结

果，在径向上，总压呈现主流区高，两壁面附近低，且

轮毂区域低总压范围较大。这主要是因为由于上游

转子轮毂区增压能力弱、角区边界层分离、机匣叶顶

泄漏流等因素引起。两入口条件，总压的面积平均

值相等。本文的研究范围内，没有考虑来流预旋角

的影响。

两种入口条件下，均先对设计点流量进行计算，

然后通过改变出口流量，对中介机匣的全流量范围

进行计算。同时，为研究中介机匣对压气机堵塞流

量的影响，计算了中介机匣下游压气机单独工作和

与中介机匣共同工作时的特性线。

计算过程中，求解器根据边界条件调节出口背

压，当减小背压而流量不再增加时，即达到中介机匣

的最大流量，此时气流在喉道截面达到声速，形成堵

塞，致使流量不能进一步增加，达到最大值；当流量

减小，直至计算发散，在发散前，计算可收敛的流量

为最小流量。

3 中介机匣特性及流场分析

3.1 中介机匣全流量范围性能分析

图 6（a）给出了均匀进气和实际进气条件下总压

恢复系数随流量的变化。可以看出，当流量逐渐增

大时，无论均匀进气还是实际进气，中介机匣的总压

恢复系数均逐渐减小。但是，在均匀进气条件下中

介机匣流动损失相对较小，总压恢复系数都保持在

了 0.99以上；而实际进气条件下的中介机匣总压恢

复系数小于相近流量的均匀进气状态，这是因为不

均匀的径向来流总压分布增加了径向的掺混，掺混

损失增大。

从 流 量 上 看 ，实 际 进 气 条 件 的 最 大 流 量 为

3.660kg/s，略小于均匀进气时的 3.719kg/s。实际进气

条件下的流量 1.483kg/s远小于均匀进气条件下的流

量 2.723kg/s，即在小流量工况下，实际进气条件更容

易导致计算发散。实际入口边界条件按上游设计点

出口边界给定，在小流量条件下，中介机匣的实际入

口总温、总压分布较设计点会有变化，入口条件的不

匹配可能是计算易发散的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中介机匣本身不对气流做功或

压缩，故不会像进气道或者压气机一样出现喘振，理

论上中介机匣的最小流量可以为零，但数值计算过

程中，在小流量工况，由于各种原因（小流量导致流

道中马赫数过低，致使针对可压缩流动的数值算法

不收敛；给定的进口边界条件与实际物理过程不匹

配等），会导致计算发散，故本文中的中介机匣最小

Fig. 5 Inlet condition of CID

Fig. 6 Characteristic maps of 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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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指计算可收敛的最小流量。小流量状态下给定

入口边界的不准确，会导致计算结果与实际情况存

在一定偏差，且压气机一般无法在过小的流量下稳

定工作，故本文不对中介机匣的最小流量进行详细

分析。

图 6（b）为两种进气条件下中介机匣出口径向畸

变指数 Δ-σ pt随流量 ṁ的变化图。可以看出：小流量

情况下，两种进气条件下的中介机匣出口流场 Δ-σ pt

都减小；实际进气条件下出口流场的高于均匀进气

条件。本文中实际进气条件的入口气流 Δ-σ pt=0.072。
实际进口条件下，大流量时，中介机匣对畸变起放大

作用，小流量时可以减小畸变。

两种入口条件下中介机匣性能差异较大，在对

中介机匣进行性能评价和发动机热力学计算时应充

分考虑到实际来流条件的工作状态；不同流量工况，

中介机匣总压畸变传递指数有明显差异，评价中介

机匣性能时也应关注非设计点的情况。

3.2 阻塞流量裕度分析

从图 6（a）还可以看出，该中介机匣设计流量非

常靠近最大流量，实际上该中介机匣流量裕度 M仅

为 1.36%。为研究中介机匣对压气机的阻塞作用，数

值计算了均匀入口条件时，中介机匣下游压气机单

独工作和与中介机匣共同工作时的特性线，结果如

图 7所示。图中 πc，ref和 ṁ ref分别为参考总压比和参考

流量。可以看出，下游压气机与中介机匣共同工作

时的阻塞流量明显小于压气机单独工作时的阻塞流

量，总压比基本保持不变。

过小的阻塞流量裕度，会导致共同工作的压气

机阻塞流量减小，另一方面，设计点流量靠近最大

流量，由 3.1节分析可知，中介机匣出口气流损失

大、畸变大。故在设计中介机匣时，应该保证中介

机匣留有足够的阻塞流量裕度，以降低损失、减少

畸变和阻塞。

3.3 中介机匣流动机理分析

为分析中介机匣流动损失和畸变传递机理，图 8
给出了均匀进气条件设计流量点和中等流量点支板

90%弦长截面的涡量云图。可以看出壁面边界层区

域和支板角区有明显的高涡量区，流量增加时，涡量

明显增加，其中支板角区的增幅最为明显。可以推

断，壁面处的高涡量区由边界层导致，支板角区的高

涡量区由角区流动分离所致。涡量的增加会带来掺

混的增加和总压损失，角区分离的加剧和边界层损

失及掺混的增加是大流量时出口畸变增加和总压恢

复系数减小的主要原因。在实际非均匀入口条件计

算结果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

图 9显示了两种进气条件下设计点流量的轮毂

和支板壁面极限流线及子午面流线。可以看出，两

种进口条件下，支板角区确实发生了流动分离，且实

际入口条件下，分离较小。这与文献［13］中“轮毂区

低总压区能抑制角区分离”结论相符。除支板角区

外，轮毂壁面没有发生分离，且实际进气条件下总压

损失明显大于均匀进气，可以推测径向的流动掺混

损失应该是实际进气条件总压损失的主要来源。

图 10给出了设计流量点轮毂和机匣的沿流动方

向的周向平均压力分布，
-p，-l分别为无量纲静压和无

量纲轴向长度。两种进气条件下，压力分布曲线趋

势相似，压力曲线随壁面曲率折转，在流道内的上游Fig. 7 Characteristic map of the compressor

Fig. 8 Contours of magnitude of vorticity vector in uniform

inlet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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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两种进口条件的压力曲线基本重合，在流道内

的下游区域，实际进气条件两壁面静压略小于均匀

进气。在支板尾缘轮毂区域，实际进气的逆压力梯

度要小于均匀进气的逆压力梯度，这应该是实际进

气支板轮毂角区分离区较小的原因。在流道转弯

处，压力曲线出现若干“尖凸”，这可能与流道折转时

流道曲率不连续有关。

图 9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均匀入口条

件，支板下游子午面流线向主流汇聚，实际入口条

件，流线向端壁发散。汇聚流线会将边界层低能流

体卷入主流区，而发散流线会将主流流体卷入边界

层，图 11和图 12所示出口截面无量纲总压云图显示

了此现象，由于轮毂壁面边界层明显厚于机匣壁面

边界层，卷入现象更为明显，分别形成了低总压区 A

和高总压区 B，且在非设计点也存在同样的现象。该

现象仅出现在支板尾迹区域，其产生应该和支板作

用有关。流线的偏转原因一般是受到流道曲率和流

线周围的静压影响，两种进气条件流道构型相同，推

断应该是受静压影响。来流气体，经支板的阻挡，产

生摩擦损失，总压下降，流过支板尾缘后，流通面积

增大，亚声速气流膨胀减速，静压升高；在真实入口

来流的情况下，主流区总压比壁面附近气流总压高

Fig. 9 Streamlines on uniform /actual inlet condition at

design mass flow

Fig. 10 Static pressure distribution of the hub and the

shroud along the flow direction

Fig. 11 Outlet total pressure contour in uniform inlet

condition

Fig. 12 Outlet total pressure contour in actual inlet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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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较多，即使有一定的流动损失，减速增压后的静压

仍然比壁面附近流体的静压高一些，故流线发散；在

均匀总压进气条件下，支板附近主流区流体经历损

失后，即便减速增压，静压仍小于周围流体，故子午

面流线收敛。

出口截面无量纲总压云图还显示出，两种入口

条件轮毂低总压区厚度远大于机匣区域，应该是该

区域流体经历较长距离的逆压力梯度所致。大流量

时，由于壁面边界层发展，导致壁面附近低总压区增

大。实际进气条件下，总压分布的不均匀性更为明

显，这主要是由于实际进气时入口壁面附近气流总

压亏损较大。

4 结 论

本文从上下游匹配角度提出了考评中介机匣非

设计工况的性能指标，并对某型发动机中介机匣在

无来流预旋角情况下全流量工况特性进行了数值研

究，获得了中介机匣全流量工况特性，对不同工况点

的流动机理进行了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中介机匣的全流量范围内的总压损失系数、

畸变传递指数和阻塞流量裕度可以用来衡量中介机

匣的综合性能，评价中介机匣性能时，应考虑这三个

因素，并且关注非设计点性能。

（2）两种进口条件下，该型中介机匣的总压损失

和出口总压畸变指数均随流量减小而减小，实际进

气条件下该中介机匣总压损失和气流畸变指数均大

于均匀进气条件，在对中介机匣进行性能评估和发

动机热力学计算时，应考虑到实际来流条件下中介

机匣的性能。

（3）中介机匣应该保证具有足够的流量裕度，当

设计流量接近中介机匣最大流量时，中介机匣与压

气机共同工作的阻塞流量会明显减小，且中介机匣

总压损失和出口流场畸变均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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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专项科研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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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活门对串联TBCC排气系统的影响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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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改善串联式TBCC（Turbine based combined cycle） 排气系统在低压比状态下的工作性

能，对有无辅助活门的两种串联式TBCC组合喷管开展了数值模拟，并对含辅助活门的串联式组合喷管

进行了实验研究，来探究辅助活门对串联式组合喷管气动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辅助活门结构能够减

少主流喷管外壁面的流动分离区范围和内流总压损失，有效地提高了组合喷管内推力。含辅助活门型组

合喷管能够引射环境气流，减少引射喷管壁面的回流区范围与底部阻力，从而减少推力损失，提升组合

喷管整体性能。提高次流压比或降低主流压比，主流喷管出口处欠膨胀程度降低，声速线往下游方向移

动，主流流量减少。提高主流压比或者次流压比都能使辅助活门引射环境气流量增加。辅助活门进气通

道距离会影响次流射流与引射喷管的相对位置，距离过小或过大都会造成引射环境气流量减少。

关键词：涡轮基组合循环发动机；排气系统；喷管；风洞实验；数值模拟；回流区；气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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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Auxiliary Door on Tandem TBCC Exhaust System

LIN Jian-qiang，XU Jing-lei，GE Jian-hui，QIN Qi-hao，SONG Guang-tao
（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xhaust system of tandem TBCC under the condition
of low nozzle pressure ratio，numerical simulation was carried out for two sets of tandem combination nozzles with
and without auxiliary doors，and the tandem combination nozzle with auxiliary doors was also experimentally stud‐
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uxiliary door structure can reduce the range of the flow separation area on the outer
wall of the primary nozzle and total pressure loss of internal flow to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internal thrust of the
combination nozzle. The combination nozzle with auxiliary doors can inject ambient airflow to reduce the range of
flow separation area and bottom drag of the ejector nozzle wall，thereby reducing thrust loss and improving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the combination nozzle. Increasing the secondary flow nozzle pressure ratio or reducing the
main flow nozzle pressure ratio reduces the degree of under-expansion of main stream at the throat of the primary
nozzle. The sonic line moves downstream，and the mass flow rate of main flow decreases. Increasing the main flow
nozzle pressure ratio or the secondary flow nozzle pressure ratio can increase the mass flow rate of ambient airflow
injected by the auxiliary door. The distance of the inlet passage of the auxiliary door will affect the relative posi‐
tion of the secondary flow jet and the ejector nozzle. If the distance is too small or too large，the mass flow rate of
the ambient airflow will be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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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涡轮基组合循环发动机（Turbine based combined
cycle，TBCC）按照布局可分为两种，分别为同轴型（串

联式 TBCC）与双通道型（并联式 TBCC）。研究串联

式 TBCC能拓宽高马赫数飞行器的工作范围，为实现

高马赫数飞行提供新的思路。

国内关于串联式 TBCC组合喷管的研究较少，公

开的研究文献缺乏。20世纪 80年代，吴达等［1］通过

实验和理论分析两种方式对串联式组合喷管开展了

相关研究。他们设计了一种在不同来流状态下，自

动改变引射喷管出口面积来适应来流的气动可调喷

管。碍于计算机发展水平，并未对该模型开展进一

步仿真研究。诸惠民［2］论述了涡轮冲压组合发动机

的概念，对若干关键技术进行综合分析，分析了尾喷

管不同布局方式对推进系统的影响。之后在文献

［3］中详细介绍了串联式 TBCC组合喷管的工作过

程，指出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式。陈敏等［4］建

立了串联式组合动力装置部件的计算模型，从设计

点热力循环和非设计点性能等角度给出了合适的串

联布局方案。刘福城等［5］采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

引射喷管间距比和面积比对推力性能与红外辐射特

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两个参数都能影响推力性能

与引射流量。刘福城等［6］还对短套筒二元引射喷管

结构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外加长套

筒，外加短套筒的组合喷管获得更佳的推力性能与

红外隐身效果。斯仁等［7］研究了不同飞行高度下不

同结构的引射喷管对飞行器推力及红外辐射特征的

影响，得出在不同飞行高度下二元引射喷管能提高

飞行器推力性能与减弱红外辐射强度。刘毅等［8］基

于流固热耦合理论对偏心引射喷管开展数值研究，

得出相比于轴对称引射喷管，偏心引射喷管的泵抽

能力更强。邓文剑等［9］对串联式组合喷管进行数值

仿真，研究了不同几何参数对喷管流场结构与气动

性能的影响，并观察到了次流扼流现象。

国外关于串联式 TBCC组合喷管的研究起步较

早。Connors［10］阐述了 J58发动机各个部件的工作方

式。长期先进推进概念和技术（Long-term advanced
propulsion concepts and technologies，LAPCAT）计划中

SCIMITAR喷管就采用了轴对称串联式组合喷管。

欧盟对 SCIMITAR喷管开展了大量相关仿真与实验

研究。在前期大量的研究基础上，正进行下一阶段

的改进研究［11-13］。Maingre等［14］对高超声速推进系

统 项 目（Hypersonic transport propulsion system re‐
search project，HYPR）中处于冲压工作模态的串联式

组合喷管开展了参数化研究，通过改变喷管上游收

缩角度、喉道曲率半径、扩张段角度与长度等参数，

研究内流场与喷管推力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改变

引射喷管收缩段角度和喉道曲率半径对喷管推力性

能没有影响，但对流量系数存在影响。改变扩张段

长度和扩张段角度对喷管推力有影响。Der［15］利用

原始数据绘制了抽吸特性曲线图。该图更加明确了

落压比和抽吸流量的关系，反映了当主流落压比达

到一定程度后，次流流量将达到壅塞状态，此时再增

加主流落压比也无法提高抽吸量。Mcfarlan等［16］对

非轴对称引射喷管进行了仿真研究，分别采用 K-KL
湍流模型和 B-L湍流模型对引射喷管内部流场开展

数值模拟研究。将数值结果和 GE公司的实验数据

进行对比，结果表明：采用两种湍流模型计算得到的

流场结构大体上相同，但是在引射入口处，B-L模型

结果反映的主流与次流的掺混作用不明显，并且在

剪切层里出现了速度曲线的不连续；K-KL模型结果

提取的壁面压力曲线与实验数据吻合得很好，并且

能捕捉到次流经过拐角时产生的流动分离现象。

Kishi等［17］提出了一种适用于马赫数 0~5的可调引

射喷管构型，通过改变主流喷管喉道面积和出口面

积来匹配不同状态的来流，但缺少关于不同来流状

态下次流流量的研究。Enomoto等［18］对典型非轴对

称引射喷管作了无粘和有粘的数值计算，发现无粘

计算虽然不能体现掺混现象和剪切层的厚度，但还

是能得到准确的引射流量大小。并通过干涉仪对不

同参数构型的组合喷管流场进行研究，根据次流和

主流声速线位置将流场结构分为三类并给出了相应

的判断方法。

宽范围工作的串联式 TBCC排气系统，在低压

比状态下性能较差，需要采用辅助活门来改善，但是

相关的研究，特别是实验结果还鲜有报道。本文采

用数值模拟、实验校核的方法对有无辅助活门结构

的两套串联式组合喷管，在若干工况时的内部流场

结构进行研究，分析辅助活门对排气系统性能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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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 法

2.1 计算模型

本文研究的含辅助活门的串联式 TBCC组合喷

管其设计状态为地面起飞状态，主流设计落压比为

2.4，次流为 1.1。起飞状态下，次流来源于前端进气

道的分流，起到冷却发动机的作用。在此状态下，排

气系统中辅助活门打开，引射环境气流，增加出口总

流量。组合喷管构型如图 1所示，模型由三个子喷管

嵌套组合构成，分别为引射喷管、次流喷管与主流喷

管。辅助活门在引射喷管上周向均匀分布，自身跨

度 45°，相邻两个辅助活门中心线夹角为 60°。表 1给
出了引射喷管出口直径 De，喉道直径 Dt，组合喷管两

喉道间距 H以及主喷管收缩比 β的几何参数，DP为主

流喷管直径。次流喷管周向布置有次流进气孔，用

于注入次流。不含辅助活门的串联式组合喷管构型

除了不含辅助活门结构，其它几何参数与含辅助活

门型一致。

2.2 计算方法

本文采用基于有限体积法的 Fluent软件对 N-S
方程进行离散求解，选择密度基求解器、RNG k-ε湍
流模型、二阶迎风差分格式。固体壁面施加无滑移、

绝热壁条件。主流进口与次流进口均采用压力入口

条件，计算远场为压力远场，计算网格与边界条件如

图 2所示。为了减少远场对于组合喷管流场的影响，

远场长度方向为主流喷管喉道直径 15倍，宽度方向

为 10倍喉道直径。

串联式组合喷管轴向推力系数 C fx不同于单个喷

管的推力系数计算方法。由于组合喷管由多个喷管

嵌套而成，故实际计算时应该考虑各部分的叠加。

推力系数表达式为

C fx = Iexm + Iexs
F sm + F ss （1）

式中 Iexm，Iexs分别表示主流出口富裕冲量的轴向

分量与次流出口富裕冲量的轴向分量。Fsm，Fss分别

表示主流的等熵推力与次流的等熵推力。

为了减少网格量，只对 1/6的模型进行计算分

析。壁面第一层网格高度设定为 0.1mm，网格增长

率为 1.05。这里为了排除网格量对数值计算结果的

影响，分别选取了稠密（508万）、中等（381万）和稀

疏（232万）三种不同密度的网格，对主流落压比 2.4，
次流落压比 1.1状态下的组合喷管流场进行模拟

计算。

得到的引射喷管壁面压力 pts与主流喷管壁面 ptm
沿程分布如图 3所示。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中等密

度网格与稠密网格计算结果十分接近，两者与稀疏

网格计算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综合考虑计

Fig. 2 Computational grid and boundary condition

Table 1 Geometric parameter of tandem combination

nozzle with auxiliary door

De/Dp
1.684

Dt/Dp
1.684

H/Dp
0.171

β

1.310

Fig. 1 Tandem combination nozzle with auxiliary do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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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精度和计算效率，选取中等密度的计算网格进行

计算，L为喷管长度。

3 结果与讨论

3.1 实验介绍及验证

3.1.1 实验介绍

选取含有辅助活门的组合喷管模型进行风洞实

验。试验件及相关的主要装置如图 4所示。实验时

采用压力扫描阀测量引射喷管壁面和主流喷管壁面

沿程压力，利用纹影仪拍摄喷管出口流场结构。

3.1.2 实验验证

图 5给出含辅助活门型组合喷管在主流落压比

NPRm 2.4，次流落压比 NPRs 1.1状态下，引射喷管和

主流喷管壁面压力实验值与仿真结果对比情况。引

射喷管出口位置附近存在流动分离区，实验测量结

果存在压力波动。主流喷管壁面压力测量值与数值

模拟结果吻合得较好。图 6是含辅助活门型串联式

组合喷管在设计状态下，数值模拟得到的马赫数线

图与实验拍摄的出口流场结构对比情况，线图中波

节位置、形状与实验结果一致。组合喷管壁面压力

与出口流场波系结构的对比结果均验证了计算方法

的可靠性。

3.2 次流落压比恒定主流落压比影响分析

图 7是含辅助活门型组合喷管在次流落压比为

Fig. 3 Effects of different grid density on pressure

distribution

Fig. 5 Comparison of experimental value and calculated

value at NPRm=2.4, NPRs=1.1

Fig. 4 Related device

Fig. 6 Schlieren of tandem combination nozzle with

auxiliary door at NPRm=2.4, NPRs=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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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主流落压比为 1.5，2.0，2.4，3.0四种状态下流场

的马赫数云图。黑色实线为主流喷管喉道处的声速

线。从不同主流落压比马赫数云图中可观察到主流

声速线位置随着主流落压比的变化而变化。主流压

比较低时，主流不出现声速线或在主流喷管喉道外

形成声速线；主流落压比足够高时，声速线维持在主

流喷管喉道处。当主流落压比较低时，主流在主喷

管喉道处膨胀不足，难以到达声速状态。亚声速的

主流离开主喷管后，由于气流角度内折，亚声速的主

流仍然沿着收缩的流管流动，继续膨胀加速，直到在

主流喷管外达到声速状态为止。进一步提高主流落

压比，主流在主流喷管物理喉道处就已能膨胀加速

达到壅塞状态。主流喷管处于超临界状态后，再提

高主流落压比，不对声速线位置产生影响。

图 8表示不含辅助活门的组合喷管在次流落压

比恒定 1.1，主流落压比从 1.5~3.0变化的马赫数云

图。从中可以看出由于缺乏辅助活门，不能引射环

境气流平衡引射喷管拐角处压力，导致引射喷管壁

面两个拐角处流速较低，出现回流区。同时由于不

存在次流挡板，次流未贴着主流喷管外壁面流动，而

在主流喷管外壁面上形成大范围的分离区。

图 9是有/无辅助活门结构的两套组合喷管模型

在主流落压比 3.0，次流落压比 1.1状态下，主流喷管

外壁面沿程压力分布比对情况。不含辅助活门型主

流喷管外壁面存在较大的回流区，导致主流喷管外

壁面压力低于含辅助活门型主流喷管的外壁面压

力。而含辅助活门型组合喷管，由于挡板结构限制

了次流流动，使次流贴着主流喷管外壁面流动，避免

了大范围回流区的产生。相对于不含辅助活门型组

合喷管，含辅助活门型主流喷管外壁面压力高于环

境压力，增加了喷管内推力。图中 pb为环境压力。

图 10给出辅助活门引射流量 m3随主流落压比变

化情况，m2为次流质量流量。主流落压比增加，主流

喷管喉道处膨胀波强度越大，波后的主流速度越大，

对于环境气流的引射作用增强，导致辅助活门进气

量升高。在主流压比 1.5~2.0时，主流喷管出口处主

流未达到声速，低速的主流对环境气流的引射作用

较小，引射环境气流量增量较少。随着主流落压比

进一步提高，主流喷管出口处膨胀波强度提升，波后

主流速度明显增加，对环境气流的引射作用显著增

强。在主流落压比为 3.0时，辅助活门引射流量达到

次流流量 90%以上。

图 11（a）给出不含辅助活门型引射喷管壁面沿

Fig. 10 Variation of mass flow rate of injected ambient

airflow at different NPRm

Fig. 7 Mach number contour of combination nozzle with

auxiliary door at NPRs=1.1

Fig. 8 Mach number contour of combination nozzle

without auxiliary door at NPRs=1.1

Fig. 9 Comparison of pressure distribution on the outer

wall of primary nozzle at NPRm=3.0, NPRs=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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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压力分布随主流落压比变化情况。次流在引射喷

管内流动时，由于主流的引射作用，次流流管偏离引

射喷管壁面，向主流靠近。在引射喷管直段与收缩

段拐点处和扩张段末端拐点处，形成两个压力较高

的回流区。引射喷管喉道位置最靠近主流，压力最

低。因此形成了引射喷管壁面沿程压力呈“高-低-
高-低”分布。随着主流落压比的提高，主流喷管喉

道处膨胀波强度增加，波后主流马赫数变大，对次流

的引射作用增强，引射喷管壁面沿程压力降低。

图 11（b）为含辅助活门型引射喷管壁面沿程压

力分布随主流落压比变化情况。低主流落压比状态

下，辅助活门引射环境气流，平衡喷管内部压力，引

射喷管壁面沿程压力大小与环境压力相当。主流落

压比增加，引射喷管壁面附近被引射的环境气流流

速加快，引射喷管壁面沿程压力降低。对比不含辅

助活门型引射喷管壁面沿程压力分布结果，辅助活

门引射的环境气流能够减少由于引射喷管壁面面积

不匹配所产生的回流区，从而提高串联式组合喷管

在低落压比状态下的性能。

表 2是次流落压比恒定 1.1，不同主流落压比状

态下，有/无辅助活门结构的两套组合喷管推力系数

对比情况。相同状态下，辅助活门结构能引射环境

流体，平衡了组合喷管内外压差，使得含辅助活门型

组合喷管推力系数 Cfx1均高于不含辅助活门型组合喷

管推力系数 Cfx2，并当主流落压比较低时，辅助活门结

构带来的增推收益越高。

3.3 主流落压比恒定次流落压比影响分析

下文控制主流落压比恒定 2.6，研究次流落压比

变化对串联式组合喷管流场结构及性能的影响。

图 12给出次流落压比分别为 1.5，2.0，2.5，3.0四个状

态时，含辅助活门的组合喷管马赫数云图。图 13给
出辅助活门引射流量 m3与主流流量 m1随次流落压比

变化情况，mp表示主流理想流量。从马赫数云图与

流量变化图来看，当次流落压比足够大时，次流在挡

板处压力高于辅助活门引射的环境流体压力而产生

膨胀波。次流落压比越高，挡板处次流的欠膨胀程

Table 2 Effects of auxiliary doors on thrust coefficient of

combination nozzle with variable NPRm

NPRm
Cfx1
Cfx2

1.5
0.977
0.918

2.0
0.986
0.951

2.4
0.993
0.965

3.0
0.983
0.965

Fig. 11 Effects of auxiliary door on the pressure

distribution on ejector nozzle wall at different NPRm

Fig. 12 Mach number contour of combination nozzle with

auxiliary door at NPRm=2.6

Fig. 13 Variation of mass flow rate at different NP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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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越大，产生的膨胀波越强，波后次流流速越大，使

辅助活门引射气流量变大。次流落压比由 1.5变为

2.0时，辅助活门进气量增量最大，次流落压比进一步

提高，引射环境气流量受辅助活门尺寸限制而达到

饱和。另一方面，次流落压比升高提高了主流喷管

出口处的环境压力，导致主流在主流喷管喉道处的

欠膨胀程度降低，甚至达不到壅塞状态。当主流未

在主流喷管喉道位置膨胀加速到声速状态时，由于

主流带有向内的气流角，离开主流喷管后继续膨胀

加速，在主流喷管外达到声速状态。次流落压比进

一步提高，主流离开主流喷管达到声速状态所需膨

胀的距离越远，声速线形成位置越靠近下游。随着

声速线位置远离主流喷管喉道截面，实际的主流流

量减少。

图 14给出不含辅助活门型组合喷管在主流落压

比恒定 2.6，次流落压比分别为 1.5，2.0，2.5和 3.0四个

状态时的马赫数云图。在次流落压比为 1.5和 2.0状
态下，主流喷管外壁面存在大范围回流区，不利于内

推力的提高。随着次流落压比的增加，次流在主流

喷管外壁面拐点位置前就达到超声速状态。超声速

的次流在经过主流喷管外壁面拐点位置时，因几何

流道扩张而产生膨胀波扇。当次流落压比>2.5时，拐

点位置膨胀波强度较大，形成激波串向下游发展，并

干扰主流发展。这些波系造成内流总压损失，降低

了串联式组合喷管的推力性能。

图 15表示两种模型引射喷管壁面沿程压力分布

随次流落压比的变化情况。不含辅助活门型组合喷

管引射壁面受次流膨胀波与激波的影响，沿程压力

波动大。含辅助活门的组合喷管引射壁面附近不存

在波系结构，壁面压力值与环境压力相当。在次流

落压比增加时，引射的环境流体流速增大，引射壁面

压力整体略有降低。

图 16给出两种模型底部压力分布随次流落压比

变化情况。次流落压比升高，出口气流马赫数增加，

壁面压力越低，带来的底部阻力越大。次流落压比

较低时，辅助活门对于底部减阻的效果较好，之后随

着次流落压比增加，引射喷管壁面附近被引射的环

境流体流速变快，减阻效果下降。次流落压比>2.5
后，引射的流量逐渐达到饱和，引射喷管底部压力不

受次流落压比的影响，而不含辅助活门型组合喷管

底部阻力继续变大，因此减阻效果上升。可以看到

在次流落压比为 3.0时，带辅助活门型组合喷管底部

压力均在不带辅助活门型组合喷管之上，大大降低

了喷管底部阻力。

Fig. 16 Variation of pressure distribution on nozzle bottom

at different NPRs

Fig. 14 Mach number contour of combination nozzle

without auxiliary door at NPRm=2.6

Fig. 15 Effects of auxiliary door on the pressure

distribution on ejector nozzle wall at different NP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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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是有/无辅助活门结构的两套组合喷管推力

系数随次流落压比的变化情况。不同次流落压比状

态下，辅助活门引射环境流体，减少壁面回流区范围

与喷管底部阻力。在次流落压比>2.0时，辅助活门结

构能有效地防止次流波系的产生，减少内流总压损

失，显著提高串联式组合喷管推力系数。

3.4 辅助活门进气通道距离对排气系统流场的影响

本节研究辅助活门进气通道距离 G（引射喷管壁

面到次流挡板间距）对串联式组合喷管流场结构的

影响。辅助活门进气通道距离位置如图 17所示。在

保证辅助活门开度不变和引射喷管喉道位置固定的

条件下，通过转动次流挡板来改变距离 G。距离 G越

大，次流喷管出口面积越小。通过 CFD数值模拟，得

到不同辅助进气通道距离模型，在主流落压比为 3.0，
次流落压比为 1.5状态下，组合喷管马赫数云图如图

18所示。图中黑色实线表示声速线位置。距离增

加，挡板逐渐靠近主流喷管外壁面，外壁面末端回流

区范围越来越小。从云图中引射喷管壁面附近引射

的环境气流变化来看，在一定程度增大辅助活门进

气通道距离，使得引射的气流流速增加，尤其在距离

为 3.5mm或 4.0mm时，引射喷管壁面附近流体流速较

大。其原因在于不同辅助活门进气通道距离，会造

成次流射流相对于引射喷管喉道位置的不同。辅助

活门进气通道距离过小时，次流射流在引射喷管喉

道处“堵塞”，阻碍辅助活门引射环境气流，对辅助活

门引射环境气流有抑制作用。当距离过大时，次流

射流远离引射喷管喉道，同样带来辅助活门引射效

率下降。

图 19为不同辅助活门进气通道距离模型，在主

流落压比为 3.0，次流落压比为 1.5状态下，引射喷管

壁面沿程压力分布情况。辅助活门进气通道距离较

小时，次流射流靠近喉道，喉道附近流速大，压力低。

随着距离的增加，次流射流逐渐远离引射喷管喉道，

引射喷管喉道处气流速度降低，压力升高。

图 20为引射流量、次流流量与组合喷管出口总

流量随辅助活门进气通道距离变化情况。辅助活门

进气通道距离增大时，次流通道的出口面积减少，导

Table 3 Effects of auxiliary doors on thrust coefficient of

combination nozzle with variable NPRs

NPRs
Cfx1
Cfx2

1.5
0.930
0.910

2.0
0.963
0.892

2.5
0.958
0.890

3.0
0.956
0.918

Fig. 18 Mach number contour of the nozzle with different

distance at NPRm=3, NPRs=1.5

Fig. 17 Parameter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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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次流流量降低。组合喷管出口总流量由次流流

量、主流流量和引射环境流量组成，其中引射流量所

占比例较低。不同辅助活门进气通道距离模型，其

主流在喉道位置均达到壅塞状态，主流流量大小不

随辅助活门进气通道距离改变而变化。因此出口总

流量变化趋势和次流流量一致。过小的辅助活门进

气通道距离，次流射流与引射喷管喉道过于靠近，易

“堵塞”引射喷管，阻碍辅助活门引射环境气流，此时

引射流量接近 0。增大辅助活门进气通道距离，辅助

活门正常工作，引射流量增加。但过大的辅助活门

进气通道距离会导致次流射流远离引射喷管喉道，

引射流量反而下降。

4 结 论

通过数值模拟和风洞实验的方式研究了辅助活

门对于串联 TBCC发动机排气系统的作用。发现在

低落压比工作状态下，辅助活门对于改善流场与提

高喷管性能有以下作用：

（1）含辅助活门型组合喷管，能够减少主流喷管

外壁面的分离区范围和内流总压损失，从而提高串

联式排气系统推力性能。

（2）在对比有无辅助活门结构的组合喷管壁面

沿程压力结果后，得出带辅助活门型组合喷管能够

引射环境气流，平衡引射喷管壁面内外压力，减少引

射喷管内回流区范围与底部阻力，从而提高组合喷

管推力系数，且主流落压比越低，辅助活门带来的增

推效益越高。

（3）提高次流落压比或降低主流落压比，主流喷

管出口处欠膨胀程度降低，声速线往下游方向移动，

主流流量减少。提高主流落压比或者次流落压比能

使辅助活门引射环境气流量增加。

（4）辅助活门进气通道距离大小影响次流射流

与引射喷管的相对位置，过小与过大的辅助通道进

气距离都会阻碍辅助活门引射环境气流。

（5）CFD数值模拟结果与风洞实验结果吻合得较

好，验证了计算方法的正确性。

致 谢：感谢北京动力机械研究所对本课题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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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模块下颌式内转进气道/圆锥前体一体化布局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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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实现三维内转进气道的内收缩流场与圆锥前体的外压缩流场的良好匹配，提出了一种双

模块下颌式内转进气道/圆锥前体 （Double-modules chin inward-turning inlet and conical forebody，DCII/
CF） 一体化设计方法，获得一种新颖的双发并置、侧向安装的DCII/CF一体化布局。针对该布局形式，

开展了DCII/CF一体化构型与传统的单模块内转进气道/圆锥前体 （Single-module inward-turning inlet and
conical forebody，SII/CF） 一体化构型的数值对比研究。结果表明：DCII/CF一体化布局不仅为内转进气

道提供了良好的前体附面层排移效果，还有效避免了传统SII/CF布局中前体附面层与进气道内部流场之

间的相互干扰。在Ma∞=6.0设计状态，DCII/CF一体化布局的进气道总压恢复系数相较传统的SII/CF布局

有了显著提高，从 0.403提高至 0.482；但由于前体附面层的排移，该布局的捕获流量略有降低，SII/CF
的流量系数为 0.956，该布局则为 0.917。而在非设计状态，该布局形式同样具备较好的总压恢复性能，

在Ma∞=5.0与Ma∞=4.0时，总压恢复系数分别达到了 0.586和 0.682，明显高于 SII/CF的总压恢复系数

0.507和0.619。
关键词：进气道；圆锥前体；下颌式布局；一体化设计；附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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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Layout of Double-Modules Chin Inward-Turning
Inlet and Conical Fore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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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achieve a good match between internal contraction flow field of the 3D inward-turning inlet
and external compression flow field of the conical forebody，an integrated design method of the double-modules
chin inward-turning inlet and conical forebody（DCII/CF）was proposed. A novel DCII/CF integrated layout with
dual parallel and lateral installation was obtained. Numerical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integrated configuration of
DCII/CF and the traditional single-module inward-turning inlet and conical forebody（SII/CF）were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DCII/CF integrated layout not only provides an excellent diversion effect of the fore‐
body boundary-layer for inward-turning inlet，but also effectively avoids the interference between the fore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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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ndary-layer and the internal flow field appearing in traditional SII/CF layout. At the design point of Ma∞=6.0，
the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of the inward-turning inlet of DCII/CF integrated layout is significantly im‐
proved from 0.403 to 0.482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SII/CF layout. However，due to the diversion of the fore‐
body boundary-layer，the mass flow coefficient is slightly reduced，which is 0.917 for DCII/CF while 0.956 for
SII/CF. At off-design point，this layout also has better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performance. The total pressure re‐
covery coefficients at Ma∞=5.0 and Ma∞=4.0 reach 0.586 and 0.682 respectively，which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SII/CF of 0.507 and 0.619.

Key words：Inlet；Conical forebody；Chin layout；Integration design；Boundary layer

1 引 言

随着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吸气式高超声速飞

行器以其高比冲的优势成为了各军事强国竞相研究

的热点，而高超声速飞行器设计的关键在于推进系

统与飞行器机体的一体化［1-2］，核心问题则是进气道

与飞行器前体的一体化设计［3-4］。

在进气道/圆锥前体的一体化设计中，下颌式进

气道作为一种腹部布局形式，具有迎面阻力小、攻角

特性好等特点［5］，在飞机、尤其是导弹布局中格外受

到重视。早在 1979年，Webster与 Bucy［6］就在 ASLAM
导弹的圆锥前体上进行了下颌式进气道布局的研

究。在国内，众多学者也针对此类布局开展了大量

工作［7-11］。研究表明，该类进气道布局具有随着攻角

的增加总压恢复系数先增加后降低、流量系数则逐

渐升高的特点，在窄速度范围具有较为优异的性能

特性。

相比于传统的二元、轴对称和侧压式进气道，高

超声速三维内转进气道具有压缩效率高、流量捕获

特性好、尺寸与外阻较小的优点［12］。Billig［13］在 20世
纪 60年代设计的 SCRAM高超声速导弹中就采用了

这种进气道方案。在三维内转进气道/圆锥前体的一

体化设计中，Smart与 Gollan［14-15］在 2013年采用改进

的 REST（Rectangular to elliptical shape transition）进气

道设计方法，进行了圆锥前体与三维内转进气道的

一体化设计，并采用多模块化的腹下布局形式。在

国内，李怡庆等［16］在研究了曲锥前体流动特征以及

分析了内转进气道捕获形状设计要素的基础上，发

展了一种曲锥前体/三维内转进气道一体化设计方

法。乔文友等［17-18］针对圆锥弹身前体的非均匀来流

条件发展了一种可与之匹配的内转式进气道设计方

法。然而此类传统的单模块进气道布局，在进气道

捕获面积的前体压缩分配份额较大时，由前体发展

而来的附面层流入进气道内部将严重影响进气道的

总压恢复性能及其出口流场均匀性。

为了排移前体累积的附面层，徐尚成等［19］将

Bump/前体一体化设计方法应用于下颌式进气道设

计；黄国平等［20］发展了高超声速 Bump型面以及可与

Bump流场匹配的内转式进气道设计方法。但在内转

进气道/圆锥前体的一体化设计中，若采用圆锥前体+
鼓包+内转进气道的布局形式，不仅会增加结构型面

的复杂性，还会加剧内转进气道上游来流的非均匀

性，增加内转进气道与圆锥前体的匹配难度。

针对该问题，本文发展了一种可有效排移前体

附面层的双模块下颌式内转进气道/圆锥前体（Dou‐
ble-modules chin inward-turning inlet and conical fore‐
body，DCII/CF）一体化设计方法，并基于该方法设计

了一种新颖的双发并置、侧向安装的 DCII/CF一体化

布局，对其在设计点及非设计点的流动特征与气动

性能进行数值研究。

2 DCII/CF一体化设计方法

2.1 设计概念

传统的内转进气道/圆锥前体的一体化构型均为

正置安装的腹部布局形式。在该一体化布局中，由

于圆锥前体的外压缩流场很难与内转进气道的内收

缩流场实现匹配，存在进气道侧壁压缩强于上壁面

压缩的问题；同时，内转进气道的内锥形入射激波与

圆锥构型的前体相贯生成了“月牙”型的上侧前缘，

导致进气道上侧前缘附近的近壁面区域产生了两侧

压力高于对称面的横向压力梯度。而该压力梯度的

存在，会迫使由圆锥前体发展而来的附面层向进气

道的对称面汇聚，进而形成低能涡流结构向进气道

下游发展，严重降低了进气道的总体性能。

为了解决该问题，借鉴超声速鼓包排移前体附

面层的思路提出了 DCII/CF一体化设计方法。通过

构造一种新颖的双发并置、侧向安装的 DCII/CF一体

化布局，利用进气道自身压缩型面所拥有的压力梯

度分布，形成一体化构型中由纵向对称面朝向两侧

的横向压力梯度，从而实现对圆锥前体附面层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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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以达到降低前体附面层对进气道内流道影响的

目的。

图 1给出了 DCII/CF一体化构型的压缩方式示意

图。圆锥前体实现对来流的一级压缩，为方向朝下

的外压缩方式；三维内转进气道实现对气流的二级

压缩，为方向朝两侧、朝上的内收缩方式。图 2为

DCII/CF一体化构型的附面层排移方式示意图。在

该构型中，以内转进气道相对圆锥前体朝向两侧的

压缩所带来的压升为动力源，在内转进气道上侧前

缘附近的近壁面区域，形成了由纵向对称面朝向两

侧的横向压力梯度，将驱使由前体发展而来的附面

层排出进气道。具体的设计方法将在下一节中进行

详细的说明。

2.2 设计方法

可有效排移前体附面层的 DCII/CF一体化设计

方法如下：

（1）确定圆锥前体的入射外锥激波。

首先根据来流条件与设计要求确定圆锥前体的

母线参数以及飞行攻角。本文研究所选取的圆锥前

体如图 3所示，其母线采用与文献［16］相同的定义方

式，由初始半锥角 δS，终止转折角 δT，圆锥长度 LC以及

末端直径 d共同决定。本文在圆锥前体具有飞行正

攻角（α>0）的条件下设计内转进气道。由于圆锥前

体的入射外锥激波很难对进气道入口实现完全封

闭，为保证进气道在设计点能够捕获足够的流量，本

文参考文献［21］中发展的双乘波设计方法，在进气

道入口对自身入射内锥激波实现乘波的同时，保证

进气道下侧前缘对圆锥前体的入射外锥激波实现

乘波。

（2）选取内转进气道的基准流场。

在步骤（1）中确定了圆锥前体的入射外锥激波

之后，即可选取适用于双模块下颌式内转进气道设

计的基准流场。本文选取如图 4所示的 ICFD（Inter‐
nal conical flow D）流场进行一体化方案的内转进气

道设计（图中 X，Y坐标已进行无量纲化）。由于内转

进气道的基准流场本身具备了由壁面指向中心体的

径向压力梯度（如图 4中箭头所示），因此只需将内

转进气道相对圆锥前体进行侧向安装，即可将该径

向压力梯度转化为一体化构型中由纵向对称面指向

两侧的横向压力梯度，从而实现对前体附面层的

排移。

（3）确定进气道的安装位置与安装角。

在步骤（2）中确定了进气道的基准流场之后，即

可根据内转进气道的入射内锥激波与圆锥前体及其

入射外锥激波三者之间的位置关系确定进气道的安

装位置。图 5（a）为内转进气道的轴向安装位置示意

图（半模），取内转进气道的三维入口型线在圆锥前

体纵向对称面内与圆锥前体母线的交点为安装定位

点（图 5（a）点 C），其与圆锥前体顶点 A的轴向距离为

内转进气道的安装位置 LL。此外，图中的 LT为内转进

气道的总长，LTF为一体化模型的总长。

图 5（b）为 DCII/CF一体化原理图（半模），其中，

浅红色部分为圆锥前体的入射外锥激波（External
conical shock），蓝色部分为内转进气道的入射内锥激

Fig. 4 Pressure ratio contours of the ICFD basic flow field

Fig. 3 Schematic of the conical forebody

Fig. 1 Schematic of contraction method for integrated

configuration of DCII/CF

Fig. 2 Schematic of boundary-layer diversion method for

integrated configuration of DCII/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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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Internal conical shock），橙色部分为圆锥前体的外

压缩份额（External contraction area），黄色部分为内转

进气道的内压缩份额（Internal contraction area），深红

色部分为内转进气道（Inward-turning inlet），灰色部

分为圆锥前体（Cone）。进气道的安装角 βa定义为内

转进气道入射内锥激波的轴线与圆锥前体的轴线之

间的夹角，可根据下式计算

β a = β 2l + β 2t （1）
式中 βl为内转进气道入射内锥激波的轴线与圆

锥前体的纵向对称面的夹角，βt为内转进气道入射内

锥激波的轴线与圆锥前体的横向对称面的夹角。

（4）确定内转进气道的捕获面积及其入口三维

形状。

在步骤（3）中确定了进气道的安装位置与安装

角之后，参考文献［16］，确定进气道的捕获面积及其

入口三维形状。图 6为 DCII/CF一体化构型的捕获形

状示意图，其中，Hcap为一体化构型的捕获高度，δCC为

一体化构型的捕获形状圆心角，δCE为一体化构型的

捕获形状外扩角。由图 5（b）的 DCII/CF一体化原理

图（半模）可知，进气道的上侧前缘型线 CD由入射内

锥激波与圆锥前体型面相贯得到，内侧前缘型线 BC

由入射内锥激波与圆锥前体的纵向对称面相贯得

到，下侧前缘型线 BE由入射内锥激波与入射外锥激

波相贯得到。在确定进气道的捕获面积（含前体）Acap
后通过调整进气道的捕获形状圆心角 δCC与捕获形状

外扩角 δCE可得到进气道的外侧前缘型线 DE。

（5）根据入口三维型线生成内转进气道型面。

以步骤（4）中确定的进气道入口三维型线为基

础，在步骤（2）中选取的基准流场内进行流线追踪，

即可得到内转进气道的无粘压缩型面，之后对该型

面进行粘性修正及肩部光顺即可得到内转进气道的

实际压缩型面。此外，为了与圆形入口燃烧室相匹

配，给定进气道的隔离段出口为圆形，其与进气道喉

道的扩张比为 ERiso。隔离段出口截面法向与圆锥前

体的轴线方向平行，通过几何过渡生成方转圆的隔

离段型面。

3 典型DCII/CF一体化模型性能分析

3.1 一体化模型

根据以上设计方法，本节以巡航高度 H=26km，

飞行马赫数 Ma∞=6，攻角 α=6°为来流条件，设计了初

始半锥角 δS=11°、终止转折角 δT=0°的圆锥前体，以圆

锥长度 LC=L进行无量纲处理，则末端直径 d/L=0.2。
为了体现前文所述设计方法的效果，本文在该圆锥

前体上同时设计了 DCII/CF一体化构型与传统的单

模块内转进气道/圆锥前体（Single-module inward-
turning inlet and conical forebody，SII/CF）一体构型进

行数值对比研究，三维模型如图 7所示。其中，DCII/
CF一体化构型与 SII/CF一体化构型的内转进气道

基准流场的基本参数保持一致，设计来流马赫数取

Ma1=5，初始楔角为 δ2=10°。
为了提高两种布局构型的可比性，除了圆锥前

体的设计参数之外，本文还保证了两种构型在模型

总长 LTF，进气道安装位置 LL，进气道捕获面积（含前

体）Acap，进气道总收缩比（含前体）CRTF，隔离段扩张

比 ERiso，进气道捕获高度 Hcap以及进气道捕获形状外

扩角 δCE等关键设计参数的一致性，详见表 1。需要说

明的是，进气道的捕获面积（含前体）Acap为进气道的

三维捕获型线在圆锥前体轴线方向上的投影面积；

在 SII/CF一体化构型设计中，隔离段出口形状为与进

Fig. 6 Schematic of capture shape for integrated

configuration of DCII/CF

Fig. 5 Installed location and integrated schematic of

DCII/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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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道喉道形状相同宽高比的椭圆。此外，DCII/CF一

体化构型的进气道安装角 βa为内转进气道与圆锥前

体的纵向对称面夹角和横向对称面夹角的矢量和，

即 β a = β 2l + β 2t = ( 32 + 32 )°；而 SII/CF 一体化构

型的进气道安装角 βa为内转进气道与圆锥前体的横

向对称面夹角，为 βa=βt=3°。
3.2 数值方法及算例验证

本文采用 Fluent软件对图 7所示的 DCII/CF一体

化构型与 SII/CF一体化构型，在设计与非设计状态下

分别进行了全黏性 N-S方程的数值求解。由于模型

的对称性，为节省计算资源，取半模进行计算，壁面

附近的网格进行局部加密，第 1层网格高度 y+<10，网
格总数约 540 万。无黏通量采用２阶 Up-wind 的

Roe-FDS（Roe’s flux difference splitting）格式，湍流模

型采用ｋ-ω SST（Shear stress transport）两方程模型。

考虑到气体的高温效应，计算中采用考虑变比热比

的热完全气体模型。分子黏度采用 Sutherland公式

计算，对壁面取绝热无滑移、固体边界条件，进出口

分别采用压力远场和压力出口边界条件。当各残差

指标下降至少三个数量级，且出口流量基本维持不

变时，可判定计算收敛。

为了检验所采用计算方法的可靠性，本文采用

文献［22］中的双椭球模型进行了数值验证，双椭球

模型的主要尺寸参数如图 8所示。表２给出了文献

［22］中所采用的主要试验参数，其中Ma∞为来流马赫

数，Re为雷诺数，α为来流攻角。

由于本文涉及攻角以及马赫数对一体化方案的

影响研究，故而在算例验证中，校验了双椭球模型在

来流马赫数 Ma=4.94，8.02以及来流攻角 α=-5°，0°条
件下，对称面内的上壁面沿程压力分布。计算与试

验所得到的壁面沿程静压分布如图 9所示，图中横坐

标 x为以双椭球模型的前缘为起点的流向距离，p为

当地流场静压，pt2为正激波后流场总压。从图 9可以

看出，在不同来流马赫数以及不同来流攻角状态下，

本文计算得到的结果均与试验数据吻合良好，这表

明了本文所使用的计算方法的可信度。

3.3 设计点的流场结构及性能对比

图 10（a）首先给出了本文设计的 DCII/CF一体化

构型（半模）在设计点的轴向截面和对称面上的马赫

数分布云图。可以看到，圆锥前体首先对高超声速

Fig. 8 Schematic of the double ellipsoid model

Table 1 Design parameters of integrated configuration of DCII/CF and SII/CF

Parameter
DCII/CF
SII/CF

LC/L
1.000

LTF/L
1.275

LL/L
0.750

Acap/L2

0.014
CRTF

7.000
ERiso

1.301
Hcap /L
0.145

δCE/（°）
0

βa/（°）
32 + 32
3

Fig. 7 Schematic of integrated configuration of DCII/CF

and SII/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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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流进行压缩，产生一道入射外锥激波；接着内转进

气道对来流进一步减速压缩，产生一道入射内锥激

波。通过局部放大图可以发现，圆锥前体的入射外

锥激波恰好入射于进气道的下侧前缘，实现了内转

进气道对自身的入射内锥激波与圆锥前体的入射外

锥激波的流向双乘波。虽然内转进气道的上游流场

为经过圆锥前体预压缩后的非均匀流场，但其在主

流区域仍然保持了良好的乘波特性。此外也可以看

到，进气道的入射内锥激波与前体累积的附面层发

生相互干扰，并引发了附面层的流动分离。但值得

注意的是，该分离包在向下游发展的过程中被排出

了进气道。

图 10（b）则为传统的 SII/CF一体化构型（半模）在

设计点的轴向截面和对称面上的马赫数分布云图。

可以看到，圆锥前体首先对高超声速来流进行压缩，

产生一道入射外锥激波；接着内转进气道对来流进

一步减速压缩，产生一道入射内锥激波。而由局部

放大图可以发现，在内转进气道的“月牙形”上侧前

缘与入射内锥激波的交汇处，入射内锥激波与前体

累积的附面层发生相互干扰，导致入射内锥激波形

状的根部发生了明显变形，并引发了附面层的流动

分离；并由于进气道侧壁带来较强的横向压力梯度，

导致进气道上壁面的附面层分离流由两侧向对称面

汇聚。

为了进一步说明 DCII/CF一体化构型的流场结

构，图 11给出了 DCII/CF一体化构型的 A-A截面与

B-B截面示意图及其在 A-A截面上的设计点马赫数

分布云图。其中，A-A截面为过圆锥前体轴线与进气

道出口截面圆心的径向切面。可以看到，其流场由

三道激波构成，包括圆锥前体的入射外锥激波、内转

进气道的入射内锥激波以及内转进气道的唇口反射

激波。此时，进气道的入射内锥激波充当了下颌式

进气道布局中前体入射外锥激波的唇口反射激波，

即实现了圆锥前体的入射外锥激波与进气道的入射

内锥激波的良好匹配，也即实现了三维内转进气道

的内收缩流场与圆锥前体的外压缩流场的匹配。由

局部放大图可以发现，进气道的入射内锥激波与前

体下壁面的附面层发生相互干扰引起的附面层分

离，导致其下游发生了微弱的膨胀现象；此外，随着

进气道角区涡流结构的发展，在进气道唇口反射激

波与壁面的交汇处，同样发生了附面层的分离流动

现象。

表 3给出了 DCII/CF与 SII/CF的一体化构型在设

计点的隔离段出口性能参数。其中，总压恢复系数

σe，出口马赫数Mae，出口压比 πe以及流量捕获系数 φ

均为进气道隔离段出口的流量平均参数。可以看

到，本文设计的 DCII/CF一体化构型的进气道总压恢

复系数为 0.482，相较传统的 SII/CF一体化构型的进

气道总压恢复系数提高了 0.079，性能提升效果显著。

但由于前体附面层的排移，DCII/CF一体化构型的进

气道流量捕获系数为 0.917，相比传统的 SII/CF一体

化构型的进气道流量捕获系数低 0.039。

Fig. 9 Pressure distribution along the upper-wall of the

double ellipsoid model

Fig. 10 Mach number contours on axial cross sections and

symmetry plane of integrated configuration of DCII/CF and

SII/CF at the design point ( half-model )

Table 2 Test parameters of the double ellipsoid

Ma∞
4.94
8.02

Re/m-1
5.26×107
1.98×107

α/（°）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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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设计点的前体附面层排移对比

为了对比分析前体附面层对 DCII/CF与 SII/CF
一体化构型的影响，图 12给出了 DCII/CF一体化构

型（半模）和 SII/CF一体化构型在轴向截面上的总

压恢复系数云图及近壁面流线分布。由图 12（a）可

以看到，在 DCII/CF一体化构型的进气道入口宽度

范围内，由于进气道上壁面存在从对称面指向两侧

的横向压力梯度分布，前体累积的附面层基本被排

出了进气道。由图 12（b）可以看到，在 SII/CF一体

化构型的进气道入口宽度范围内，前体累积的附

面层则全部流入进气道内，并由于进气道上壁面

存在从两侧指向对称面的横向压力梯度分布，该

区域的附面层逐渐向对称面汇聚并形成为涡流结

构向下游发展，严重影响了进气道的流场结构与

性能。

为了定量分析 DCII/CF一体化构型对前体附面

层的排移效果，参考文献［23-24］并考虑到进气道上

游流场具有较强的非均匀特征，本文提出以总压达

到远前方来流总压 25%的物理高度定义为附面层厚

度 h25%。并以在进气道捕获形状圆心角 δCC范围内，附

面层流动的流量变化率 Δh25%来衡量 DCII/CF一体化

构型的前体附面层的排移效率，如图 13所示。Δh25%
的定义如下

Δ h25% = m L - m F
m L

（2）
式中 mL为进气道安装位置的轴向截面上圆锥前

体下壁面的附面层流量；mF为进气道溢流口位置的

轴向截面上进气道上壁面的附面层流量。经统计，

该 DCII/CF 一体化构型的前体附面层的排移效率

Δh25%达到了 82.9%。而传统的 SII/CF一体化构型无

法排移前体累积的附面层，即其前体附面层的排移

效率 Δh25%=0。

图 14给出了 DCII/CF一体化构型在 B-B截面及

其壁面上的静压分布云图与流线分布，其中 B-B截

面的位置如图 11（a）所示，即过进气道出口截面圆心

Fig. 12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contours and

near wall streamline distribution of integrated configuration

of DCII/CF ( half-model ) and SII/CF on axial cross sections
Table 3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at isolator exit of

integrated configuration of DCII/CF and SII/CF at the

design point

Ma=6，α=6°
DCII/CF
SII/CF

σe
0.482
0.403

Mae
2.847
2.745

πe
18.69
20.38

φ

0.917
0.956

Fig. 13 Schematic of the boundary-layer area of mL and mF

in the δCC angle range

Fig. 11 Analysis of Mach number contour on some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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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Z向截面。由图 14（a）可以看到，在主流区域中，进

气道的入射内锥激波保持着汇聚状态，气流通过该

激波后发生偏转而流入进气道内，即保证了主流的

流量捕获。从图 14（b）可以发现，进气道的入射内锥

激波所带来的压力梯度分布在近壁面区域中发展为

“发散”状态，从而为一体化构型的近壁面区域营造

了良好的横向压力梯度，进而能够将前体附面层排

出进气道。因此，保证高能主流的捕获而将近壁面

的低能流排出进气道正是本文 DCII/CF一体化布局

的优势所在。此外也可以看到，基准流场的压力分

布决定了 DCII/CF一体化布局的前体附面层排移能

力，所以基准流场的压力分布对前体附面层排移能

力的影响还需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3.5 非设计点的流场结构及性能分析

本节在来流攻角 α=6°的条件下，对非设计来流

Ma∞=5和 Ma∞=4状态的 DCII/CF一体化构型进行了

数值模拟。图 15给出了 DCII/CF一体化构型（半模）

在非设计点下的轴向截面和对称面上的马赫数分布

云图。可以看到，DCII/CF一体化构型在非设计点下

的流场结构与设计点相同，同样包含一道入射外锥

激波与一道入射内锥激波。随着来流马赫数的降

低，圆锥前体的入射外锥激波逐渐偏离进气道下

侧前缘，同时，内转进气道的入射内锥激波也逐渐

偏离进气道唇口，导致进气道的捕获能力随着来

流马赫数的减小而下降。此外也可以看到，进气

道的入射内锥激波与前体累积的附面层发生相互

干扰引起的分离包，与设计点类似，同样被排出了

进气道。

表 4给出了 DCII/CF和 SII/CF一体化构型在典型

状态点的进气道隔离段出口性能。可以发现，相较

设计点 Ma∞=6，随着来流马赫数的降低，进气道的总

压恢复系数逐渐升高，流量捕获系数则逐渐下降；在

非设计状态，DCII/CF一体化布局同样具备良好的总

压恢复性能，在 Ma∞=5.0与 Ma∞=4.0的总压恢复系数

分别达到了 0.586和 0.682，明显高于传统 SII/CF一体

化构型的总压恢复系数 0.507和 0.619。

Fig. 14 Static pressure contours and streamline

distribution of integrated configuration of DCII/CF on B-B

section and along the wall

Table 4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at isolator exit of DCII/CF and SII/CF at the typical point

Ma∞（α=6°）
6
5
4

DCII/CF
σe
0.482
0.586
0.682

Mae
2.847
2.507
2.059

πe
18.69
13.56
9.961

φ

0.917
0.777
0.632

SII/CF
σe
0.403
0.507
0.619

Mae
2.754
2.398
1.955

πe
20.38
15.27
11.35

φ

0.956
0.814
0.670

Fig. 15 Mach number contours of integrated configuration

of DCII/CF on axial cross sections and symmetry plane (half-

model) at the off-design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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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可有效排移前体附面层的 DCII/
CF一体化设计方法，并基于该方法设计了一种双发

并置、侧向安装的 DCII/CF一体化布局，对其进行了

全三维数值模拟，并与传统的 SII/CF一体化布局进行

对比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DCII/CF一体化布局在实现圆锥前体入射外

锥激波与进气道入射内锥激波良好匹配的同时，还

为内转进气道提供了良好的前体附面层排移效果，

有效避免了传统 SII/CF布局中前体附面层与进气道

内部流场之间的相互干扰。

（2）在 Ma∞=6.0设计状态，该一体化布局的进气

道总压恢复系数相较传统的 SII/CF布局的 0.403提高

至 0.482；但由于前体附面层的排移，其流量捕获系数

由 0.956降为 0.917。
（3）由本文设计方法获得的 DCII/CF一体化构型

可实现对前体附面层的排移，经统计，该一体化构型

的前体附面层的排移效率 Δh25%达到了 82.9%。而传

统的 SII/CF一体化构型无法排移前体累积的附面层，

即其前体附面层的排移效率 Δh25%=0。
（4）在非设计状态，DCII/CF布局形式同样具备

良好的总压恢复性能，在 Ma∞=5.0与 Ma∞=4.0的总压

恢复系数分别达到了 0.586和 0.682，明显高于传统

SII/CF一体化构型的总压恢复系数 0.507和 0.619。
（5）基准流场的压力分布决定了 DCII/CF一体化

布局的前体附面层排移能力，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基

准流场的压力分布对该一体化布局前体附面层排移

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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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面元法的分布式涵道推进系统进气道优化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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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布式涵道推进系统被认为是一种高效率的动力布局形式，其中进气道如何使气流低损失

地快速过渡到数个圆形截面的涵道风扇进口是一个亟需探索的设计问题。以分布式涵道推进系统进气道

过渡段为研究对象，基于面元计算方法，发展了一种进气道内流动的快速数值预测手段。应用所发展面

元法数值方法结合进气道的超椭圆参数化方法、自适应优化算法，建立了分布式涵道推进系统进气道的

无经验优化设计方法。以某型悬停状态的分布式涵道推进垂直起降飞行器为例，使用该设计方法实现了

从无圆滑过渡的简单初始几何到气动指标符合优化预期的光顺几何的优化设计。基于RANS的三维数值

分析表明：所优化设计的进气道相比于初始几何总压畸变系数 （DC） 从 0.0086降低到 0.0067，低于基

于经验设计的参考几何（DC=0.0073），且流场无明显分离及旋涡，确认了这种具有高时间效率的无经验

设计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面元法；分布式推进；进气道；优化；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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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Design of Inlet for Distributed Ducted
Fan Propulsion System Based on Panel Method

WANG Hai-tong1，WANG Yan-gang1，ZHOU Fang1，LIU Han-ru1，2
（1. School of Power & Energy，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710129，China；

2. Research & Development Institute in Shenzhen，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Shenzhen 518057，China）

Abstract：The distributed ducted propulsion system is considered to be a kind of high-efficiency aerody‐
namic layout. How the intake makes the flow quickly transfer to several circular cross-sections for ducted fans is
a design problem that needs to explore urgently. Taking the transition section of the inlet of the distributed ducted
propulsion system as the research object，a fast-numerical flow prediction method for the inlet i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panel method. Combined with the hyperelliptic parameterization method and adaptive optimization algo‐
rithm，a nonempirical optimization design method for the inlet of distributed ducted propulsion system is estab‐
lished. In the case of designing a distributed ducted fan propulsion used in a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air‐
craft，this method is used to achieve an optimal design changing simple initial geometry to a smooth geometry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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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s the optimization expectations. The numerical solver based on RANS is used to verify the aerodynamic prop‐
erties of the optimized geometry. Compared with the initial geometry，the optimized inlet’s total pressure distor‐
tion coefficient（DC）is reduced from 0.0086 to 0.0067，which is lower than the baseline geometry based on em‐
pirical design（DC=0.0073），and there are no obvious separation and vortex in the flow field，which confirm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nonempirical design method with high time efficiency.

Key words：Panel method；Distributed propulsion；Inlet；Optimization；Distortion

1 引 言

分布式推进系统由于具有等效涵道比高、可吸

入附面层填充飞行器尾迹亏损、动力差可产生矢量

动力、安全冗余高、有利于实现能源与动力装置的解

耦等优点得到设计人员的广泛关注，在传统飞行

器［1-2］、无人机［3］甚至垂直起降飞行器如 Joby S2，Lili‐
um jet等领域均表现出较高的应用前景。

从飞行器总体设计的角度看，分布式推进是一

种与飞行器机体高度耦合的动力系统布局，研究人

员已完成了相当数量的研究以加深认识、摸清规

律［4］。普遍观点认为，分布式推进在气动效率方面，

除了可以实现更高等效涵道比进而提高推进效率这

一显性优势外，还存在摄入进气道飞行器附面层流

动而形成的隐性优势。如 Daggett等［5］将翼身融合飞

行器背部的三个短舱进气布局改为边界层吸入布局

后，进一步降低了 5.5%的油耗。Wick等［6］对在保证

同集中式推进相同流通面积的基础上，对比了多种

分布式推进方案，最高实现了 8%的效率提升。但值

得注意的是，采用分布式进气方案并不总是意味着

能获得性能收益，Liu等［7］开发了 TeDP（Turboelectric
Distributed Propulsion）动力系统的总体参数设计程序

并进行了应用，虽然同样认为动力系统对附面层的

吸入可以降低燃油消耗，但研究结论表明这一收益

受到进气道总压损失的影响。

上述研究表明，可以实现附面层吸入的分布式

进气道方案具有更可观的效率优势，但由于分布式

涵道与飞行器气动外形的强耦合布局，使进气道进

口截面普遍变为狭长型矩形截面，与涵道风扇的圆

形截面不匹配。这一匹配问题进一步带来进气畸

变，破坏该气动布局带来的优势，给涵道单元设计带

来了严峻的挑战，因此需要精细化地组织进气道气

流，以实现涵道单元的预期效能。在当前对分布式

进气道的研究中，闫万方等［8］研究了分布式动力系统

进气道在不同机身弦向位置及唇口高度时的飞行器

总体气动特性，发现推进系统后置虽然有利于升阻

比的提高，但却因为进气畸变不利于推进系统的高

效运行；Kerho［9］在研究分布式涵道推进系统与机翼

之间的耦合效应时，在分布式进气道的总体参数设

计中额外考虑了附面层效应并对进气道尺寸进行了

补偿；达兴亚等［10］对分布式推进系统进行了建模分

析，研究了进气道进口马赫数和扩张比对性能的影

响，并提出应确保进气道内不会发生流动分离。上

述研究在分布式进气道的设计中考虑了更多细节并

提出了更加明确的建议，但针对诸如截面形状不匹

配、进气道内部曲面设计等问题未给出具体的设计

指导思想。

为实现分布式推进系统的进气道设计，可以从

同属非常规的异型进气道/流道设计中获得一定的借

鉴经验：Zenkner等［11］在无人战斗飞行器的动力设计

过程中，基于 RANS求解器的计算结果，结合进化算

法 和 源 模 型（Meta-models）完 成 了 进 气 道 设 计 。

Wang等［12］提出了一种埋入式进气道的参数化描述手

段并进行优化。 Shumal等［13］基于 ball-spine反设计

算法对离心压气机后面的 90°弯管进行几何修正并

优化。以上研究均以 RANS求解器作为流动分析手

段，神经网络、代理模型及源模型等方法被广泛采

用，以提高优化算法收敛效率并减少 RANS求解器的

计算次数。但这类优化流程仍需要消耗大量的计算

资源及时间成本，限制了优化设计流程在几何初步

设计阶段的应用。相比较而言，面元法作为一种流

动分析手段，对计算资源及时间的消耗量极低［14-15］，

相比于 RANS求解器，在初步设计阶段，使用面元法

结合优化算法实现气动型面的初步设计具有极高的

应用价值。

本文针对分布式推进系统的复杂进气道型面，

以进气道内部流动不发生明显分离为最终目标，在

非光滑、线性过渡的原始进气道内型面的基础上进

行优化设计，以降低流动所需克服的逆压梯度为优

化手段，获得高性能进气道曲面。优化流程采用面

元法作为流动分析手段评估几何模型气动特性，使

用基于无粘条件下的压力梯度等间接参数构建的目

标函数寻找最佳几何。最后再以 RANS求解器对优

化后几何进行校验，确认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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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计难点及方法

分布式涵道推进系统的进气道总体特征如图 1
所示，从结构上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单进口多出口的

进气道形式。设计目标为保持总压损失在较低水平

的同时尽可能减少涵道风扇的进口畸变。难点在于

为了实现进气道捕获面积与涵道风扇总进口面积的

匹配、减少巡航状态下的溢流阻力并贴合飞行器气

动型面，进气道的矩形进气端显得更为狭长且截面

中心线向一侧偏移，导致另一侧极易诱发流动分离

造成损失以及畸变。

针对这一设计难点，本文首先针对单进口到多

出口这一设计问题进行简化。这里假设各涵道风扇

性能一致且不考虑分布式涵道推进系统两端的非均

匀流动，在设计状态下，各涵道风扇均受到相邻涵道

风扇进气道捕获流管的影响形成多个小的矩形捕获

流管。按照流管定义，在捕获流管之间可假设存在

周期边界，则分布式涵道的进气道流动在设计状态

下可被周期边界分割为一个个如图 2所示的独立矩

形管道流动，这一假设的合理性将在文末的数值模

拟中得到进一步验证。

这样分布式涵道推进系统的进气道设计问题被

抽象为具有特定几何约束条件下的变截面管道低损

失流动的气动设计问题。设计问题通常意味着存在

大量的设计迭代，迭代过程中求解器对流场的计算

效率是影响整个设计系统对时间成本、计算资源需

求的关键因素。基于 RANS方程的数值求解算法虽

然有较高的精度，但其较低的计算效率使其难以胜

任初步设计阶段的快速计算需求。如图 3所示，本文

的优化设计方法采用面元法作为求解器进行表面离

散而大幅降低了计算成本，采用超椭圆方程对进气

道进行参数化描述并结合 POINTER自适应优化算法

驱动设计流程。本文不基于总压损失、畸变系数等

“直接参数”实现这一优化过程，而是基于间接反馈

流动模式的逆压梯度、静压力等“间接参数”建立适

用于本优化设计方法的优化目标函数推测几何性能

优劣，并在最后基于 RANS求解器对优化后几何进行

校核进一步确认进气道性能，这一优化设计过程如

图 3所示，后文将对这一设计方法的几个关键流程进

行详细描述，这一特殊优化目标函数的构造思想将

在验证环节结合实例具体说明。

Fig. 1 Inlet of distributed ducted propulsion system

Fig. 3 Design flow of inlet for distributed ducted

propulsion system

Fig. 2 Inlet flow of distributed ducted propuls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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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面元法计算方法

在无粘无旋不可压假设条件下，流体连续方程

可表达为公式（1），式中 ∇2 是拉普拉斯算子，ϕ为速

度势函数。通过格林定理，流动问题转化为求解满

足 Dirichlet壁面边界约束条件下的偶极子及源的奇

异元素分布问题，即转化为公式（2）。式中 body为
物体壁面，wake为脱落的尾迹，μ为面元的偶极子强

度，σ为面元的源强度，n为壁面单位法向量，r是空

间点到面元距离，dS为面元面积，ϕ∞ 是自由来流速

度势函数。

∇2ϕ = 0 （1）
ϕ ( x,y,z ) = 1

4π ∫body + wake μn·∇ ( 1r )dS -
1
4π ∫bodyσ ( 1r )dS + ϕ∞

（2）

结合 Dirichlet边界条件，对公式（2）离散，可对任

意物面的内表面建立等式（3）。式中 ϕ in为内壁面速

度势，B为源的速度势系数，C为偶极子速度势系数，

N为控制点数量，下标 i为索引序号。

ϕ in =∑
i = 1

N

Biσi +∑
i = 1

N

Ci μ i + ϕ∞ = const （3）
令物面内速度势 ϕ in=ϕ∞时，上式进一步化简为

∑
i = 1

N

Biσi +∑
i = 1

N

Ci μi = 0 （4）
其中源强度

σi = n i·Q∞ （5）
式中 Q∞为自由来流速度。

当涵道风扇运转时，进气道内气流将会加速

并进入涵道风扇。为模拟涵道风扇的抽吸效果，

在进气道出口截面布置面元，并定义合适的流体

穿透速度以模拟这一效果。因此出口截面源强度

定义为

σ outlet = n outlet·Q∞ - v （6）
式中 v是进气道出口端平均气流速度，其余物

面仍然保持为公式（5）定义方式。针对本文计算模

型，基于面元法的管道流动计算模型如图 4所示。

其中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设计重点在于进气道

的变截面过程，而进气道进口处的唇口段已通过

精细化的内外型面优化设计，为进气道进口提供

了均匀的来流速度分布。因此为进一步提高对进

气道变截面段的计算精度及计算效率，采用将进

气道前缘向来流方向延伸出适当距离的虚拟管道

的方式，进一步减少了进口边界条件对计算的精

度的影响，并将计算资源集中在所关注的变截面

过程中。

2.2 超椭圆参数化方法

为实现进气道变截面过程的参数化描述，采用

超椭圆方程（7）描述进气道各个截面的形状及位置。

式中参数 a和 b是曲线的半直径，用于描述截面尺寸；

m描述截面形状，其中当 m=2时，截面形状为椭圆，若

附加条件 a=b则为圆形，当 m>2时，截面为带有圆角

的方形。如图 5所示自进气道进口至出口共 10个截

面描述变截面过程，其余截面通过拟合这些控制截

面生成，其中两端截面为固定尺寸截面，因此共有

ai=1~8，bi=1~8，mi=1~8，以及中心线位置 Zi=1~8共 32个可变

参数。

( y/a )m + ( x/b )m = 1 （7）

2.3 自适应优化算法

优化的驱动采用 Isight提供的 POINTER自适应

算法［16］。图 6给出了 POINTER自适应优化算法调用

流程。这组优化算法包含线性单纯形法，序列二次

规划法，最速下降法。其中线性单纯形法适合于解

决线性问题，序列二次规划法适合于解决光滑的问

题，具有非常好的收敛性和数值稳定性，最速下降

法适合于非光滑的问题，它一般从约束边界开始计

算，而且具有非常高的效率，遗传算法适合于全局

Fig. 4 Simulation of inlet based on panel method

Fig. 5 Geometric parameteriz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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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光滑的、不连续的优化问题，但是它的计算比

较耗时。POINTER算法可以自动调取和使用一组

明 显 互 补 的 优 化 算 法 有 效 解 决 多 种 类 型 的 优 化

问题。

3 设计方法验证

基于上述方法，本文以一个强调悬停工况的分

布式涵道推进系统的进气道为对象，以低损失流动

为设计目标，进一步详细论述基于面元法的目标函

数制定并验证本文设计方法的可行性。进气道具体

尺寸约束如表 1所示，该尺寸约束保证了各涵道风扇

所对应的虚拟流道之间没有尺寸干涉，允许进气道

向机翼内部侵占少量空间。悬停状态下进气道远方

自由来流速度 0m/s，每个涵道风扇转静子总推力约

20N，直径 150mm。综合考虑应用场景、所匹配涵道

动力单元的工作特性并参考 Kerho［9］的研究工作，将

进 气 道 进 口 几 何 参 数 确 定 为 高 度 为 86mm、宽 度

174mm，而总长度 120mm。

3.1 优化目标函数制定及优化结果

面元法基于无粘不可压假设，该假设使其在没

有额外补充模型的状态下本身并不能预测分离流

动，而是得到流体严格附着壁面而不分离的理想流

动，因此通过该方法计算诸如机翼、螺旋桨等物面

压力分布时，在设计工况下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高

度一致，但流动分离出现时误差较大。因此使用该

方法求解流场优化几何时，不能直接采用总压恢复

系数、畸变系数等参数作为优化目标制定优化函

数，而是应当提取理想流场中暗含的有效信息，从

其它角度构建目标函数对几何进行优化。逆压梯

度是诱发流动分离进而产生流动损失的关键诱因，

虽然基于面元法的计算结果无法判断分离流动是

否发生，但其按照理想流动的模式计算得出的流场

结果却描述了流动所需克服的逆压梯度并可以作

为依据评估近壁面流动分离的难易程度：当理想流

动中出现局部高逆压梯度流动时，则实际流动中该

区域大概率会出现流动分离；反之若全流场的逆压

梯度较低，则实际流动中则不易出现流动分离，流

动模式亦近似于理想流动。可见该优化策略无需

增加模型与计算量以解决面元法在分离流动模式

下的精度问题，而是如图 7所示，利用流动分离现

象与无粘条件下的逆压梯度近似同趋势特性逐渐

抑制流动分离，逐步减小流动分离的发生概率从而

得到所需几何，该过程使得流动模式愈发贴近于理

想流动，进而导致面元法的精度也随着优化过程同

步提高。

基于以上分析，建立目标函数的核心思想转变

为：将全流域的逆压梯度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状态。

因此针对本文研究对象建立如公式（8）所示的目标

函数 Object以实现这一核心思想。目标函数Object由
5个子目标函数 Fcn1~5加权并求和成为一个具体数值，

优化算法则在给定的设计空间中寻找实现目标函数

最小值时所对应的几何参数。式中 W是目标权重系

数，S为无量纲化放缩因子。无量纲化放缩因子 S被定

为原始几何的对应函数值，即使得原始几何 Fcni/Si=1
（i=1~5）：

Table 1 Optimization constraints

i=1
i=2~9
i=10

ai/mm
75

35~76
43

bi/mm
75

35~87
87

Zi/mm
0

-5~33
17

mi/mm
2

2~10
10

Fig. 6 Adaptive optimization algorithm

Fig. 7 Variation trend of panel method accuracy with

adverse pressure gradient and flow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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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 = Minimize∑
i

W i

Si
× Fcn i

Fcn1 = mean ( | GA,1 | )
Fcn2 = mean ( | GP,1 | )
Fcn3 = mean ( | GA,2 | )
Fcn4 = mean ( | GP,2 | )
Fcn5 = max ( | p | )

（8）

五个子目标函数 Fcn1~5则用于将对应局部几何

的相关流动参数信息进行求绝对值以及均值或最大

值的数据处理。这五个子目标函数所代表的流场参

数分别为：GP（Positive Pressure Gradient）为顺压梯度，

GA（Adverse Pressure Gradient）为逆压梯度，p为静压

力。对于本文所研究的进气道，几何敏感点为两个

转折过程，因此从这两个转折的中点处，沿轴向将进

气道划分为两个局部区域以增强对优化函数对几何

的评估能力，即图 8中的 Part 1与 Part 2，分别对应公

式（8）中的下标 1和 2。建立上述优化子目标的原因

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1）针对发生流动分离的几何壁面，优化关键点

在于逆压梯度的控制。其中进气道进口和出口通常

会出现较为明显几何转折，且在探索性计算中发现

这两处转折的逆压梯度量级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因

此分别构建优化子目标 Fcn1和 Fcn3，分别计算出这

两处转折所在 part1与 part2区域的逆压梯度均值；

（2）优化后的进气道几何被期望为光滑的。基

于面元法的压力分布计算存在一个特性为：在遇到

非光滑或大曲率几何时，在局部会出现大的压力梯

度。利用此特性，建立顺压梯度子目标 Fcn2和 Fcn4，
分别计算出 part1与 part2区域的顺压梯度均值，用以

实现曲面光顺；

（3）对于进气道上表面而言，流体先经过低压区

而后进入高压区，这一过程为流动分离的最先发起

区域，因此建立目标函数 Fcn5，计算进气道内表面的

最高静压值，对应公式（8）可以看出优化方向为降低

高静压区的静压值，这将有助于流体沿程的逆压梯

度降低，结合伯努利方程可以发现这同样有利于提

高沿程的速度以提高流体动量从而抑制分离。

本文面元法计算程序是课题组基于Matlab搭建，

已大量用于设计及验证工作［17-18］。进气道共铺设面

元约 1万个，优化过程中 Fcn1，Fcn2，Fcn5的权重系数

为 0.5，Fcn3，Fcn4 的 权 重 系 数 为 0.1，计 算 使 用 i7-
6700HQ CPU，每轮计算及数据处理耗时约 10s，经过

约 4000轮迭代后得到优化设计的几何及面元法预报

得出的表面压力分布如图 9，相比于初始几何，优化

设计得到的几何表面光滑无棱角且压力分布更为平

缓。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本文采用的优化设计方法

并非在如图 6所示的基于经验设计的光滑几何的基

础上开始优化，而是基于各截面几何参数线性分布

的非光滑初始几何执行优化设计。这意味着本方法

是一种时间效率较高且无需提供流动合理的初始几

何的无经验设计方法。接下来将对所得几何进行进

一步的数值校验以确定本方法的有效性。

3.2 基于RANS方法的优化结果校验

基于 Star-CCM+数值仿真软件校核优化结果并

确定面元法的准确性，同时评估分布式进气道抽象

Fig. 8 Velocity contour in cross section

Fig. 9 Surface pressure before and after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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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独立矩形管道流动是否符合优化预期。为提

高计算精度，计算域是在沿中截面对称的半进气道

几何的基础上对进出口均进行几何延长而得到的，

并采用蜂窝型网格对计算域进行离散，网格数量约

110万，如图 10所示。对称面采用镜像边界条件，进

口采用总压进口边界条件，且总压为大气压，温度为

300K，模拟悬停时的进气参数。出口采用静压边界条

件模拟涵道风扇的抽吸效果，设置静压力为-1306Pa，
近似对应该升力风扇 20N的叶片推力状态。计算采

用 SST k-ω湍流模型，低 Y+壁面处理方式。

首先评估本文所采用面元计算方法的正确性。

图 11显示了两种不同的数值计算方法得到的表面压

力分布云图，两种方法所得结果趋同，验证了面元计

算方法的正确性，在相同计算资源条件下，面元法计

算用时约 10s，RANS法用时约 1.5h得到收敛解，时间

成本约为原来的 1/540。

接着从总体性能上，对比了人工经验设计几何、

初始几何以及优化设计所得几何在出口截面的面积

平均总压损失 Δpt，并用 David［19］方法定义总压畸变系

数（Distortion Coefficient，DC）如公式（9），得到总压及

畸变系数如表 2所示。结果初步表明，优化设计的进

气道具有更低的总压损失以及总压畸变系数。

DC = p t,avg - p t, min
p t,avg

（9）
流动细节上，将三种进气道的表面压力数据进

行对比。由于这类进气道的上表面为最易发生流动

分离的几何区域，因此提取了上表面的中截面处流

体沿程压力分布，如图 12所示。其中流动分离前的

壁面压力分布主要受到曲面形状影响，而分离后的

壁面压力分布则进一步受到了分离现象本身的影

响，因此流动分离前的压力分布更具有代表性从而

应重点关注。结果表明，优化后几何相比于参考几

何的负压力峰值更低，且可以看出流动沿程的逆压

梯度更弱，因此实现了对流动分离的抑制，达到了优

化目的。初始几何以及参考几何均出现了流动分离

现象，其中参考几何相比于初始几何的曲面连续性

更好，压力分布相对缓和，因此流动分离得以推迟。

进一步从流场结构的角度对比了基于经验设

计的参考进气道以及本方法优化设计的进气道，如

图 13所示。从进气道中截面速度分布可以看出，人

工经验设计的进气道上表面诱发了明显的流动分

离，并蔓延至风扇区域；本文优化设计得到的几何相

比于参考几何拥有更低的逆压梯度，因此得到了更

加理想的流场，大尺寸的流动分离明显被抑制；与此

对应的，本方法设计的进气道的出口截面高总压损

失区域在径向上对风扇影响更低，在其它位置处则

与经验设计的几何总压损失分布相同。进一步说明

了本文以控制逆压梯度为核心的优化设计思想对全

Table 2 Total pressure lose & distortion coefficient

Initial geometry
Baseline geometry
Optimized geometry

Δpt/Pa
68.5
54.5
53.8

DC

0.0086
0.0073
0.0067

Fig. 12 Pressure distribution of three inlets

Fig. 10 Flow region and volume mesh of inlet

Fig. 11 Comparison between panel method and RAN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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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流动控制的有效性，而非仅实现了个别位置处的

流动控制。

最后为验证利用周期边界将分布式进气道切割

为多个独立进气系统进行设计的有效性，将独立进

气道阵列为分布式进气道并在来流方向加入远场进

行数值验证。远场采用总压进口边界条件并设置为

总压为大气压模拟悬停工况，网格及其它边界条件

设置与前文保持一致。计算结果如图 14所示，从流

线看分布式涵道推进系统的进气流动情况符合前文

图 2中划分周期边界的假设；各进气道的出口截面总

压分布同样表现为阵列的模式，未出现相互间的流

动干涉作用。上述现象表明可以看出设计结果符合

预期，且分布式进气道可以被切割为存在周期边界

的独立进气系统进行设计。

4 结 论

本文通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分布式推进系统的进气道在设计状态下可

以被周期边界划分为多个流管，进而将问题转化为

变截面管道的设计问题。

（2）在面元法中构建恰当的流体对面元的穿透

速度，可以描述涵道风扇的抽吸效果，相比于基于

RANS方程的求解方法，计算时间约为 1/540。
（3）优化设计方法以理想流动中的逆压梯度为

参考构造目标函数，无需提供经验设计的初始几何

即得到了分离不易产生的最佳流道几何，基于 RANS
的进一步校验表明：优化设计所得进气道流场无显

著漩涡及分离且总压损失更低，总压畸变系数为

0.0067，优于总压畸变系数为 0.0086的初始几何及总

压畸变系数为 0.0073的基于经验设计的几何。

致 谢：感谢深圳市基础研究学科布局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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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正攻角状态下尾迹对低压涡轮附面层的渗透以及转捩过程的影响，分别在设计攻角

和+10°攻角下，对高负荷低压涡轮叶型的吸力面附面层流动进行了数值模拟与实验。数值模拟使用CFX
软件，采用大涡模拟模型。结果表明，在+10°攻角下，尾迹对附面层转捩过程的促进作用比设计攻角下

更为显著，这是由于正攻角下的尾迹中心射流与吸力面切向的夹角更大，使得尾迹扰动渗透入附面层的

深度更深，尾迹放大Klebanoff条纹强度更强，尾迹诱导转捩起始位置更靠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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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penetration of the upstream wakes into the boundary layer and the effect on
transition of the boundary layer under positive incidence，the boundary layer on the suction surface of a highly-
loaded low pressure turbine was investigated at design and +10° incidence conditions under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The simulations are performed with the CFX，by use of large eddy simulation（LES）. It is found
that the wakes play a greater role in promoting the transition of the boundary layer at +10° incidence than that at
0° incidence. The turbulence of the wake under +10° incidence penetrate much deeper into the boundary layer
due to the larger intersection angle between the direction of wake center and the tangent of the suction surface.
Moreover，the intensity of the wake-amplified Klebanoff streaks is stronger，and the wake-induced transiti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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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低压涡轮（LPT）是影响发动机性能与整机重量

的重要部件之一，充分理解 LPT内部流动机理有助于

发动机的设计。不同型号的发动机在不同工作状态

下，其低压涡轮工作雷诺数有很大区别。Hodson等［1］

指出，根据飞行阶段和型号的不同，LPT的雷诺数在

5×104~5×105变化。Mayle［2］和 Halstead等［3］指出 LPT
叶片吸力面附面层通常处于层流状态。当壁面存在

逆压梯度时，近壁面流体不足以维持贴壁运动即会

发生分离，产生相当严重的气动损失，使 LPT效率下

降，影响发动机的整机性能。这种情况在低雷诺数

环境下将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影响。

LPT工作时，转子与静子之间存在相对运动，上

游叶片表面附面层脱离叶片尾缘，产生周期性的非

定常尾迹将影响下一排叶片的吸力面附面层厚度、

速度、压力、剪切应力分布等，并进一步影响其流动

与转捩过程。Meyer［4］对上游尾迹进行了研究，并提

出了尾迹的“负射流”模型，用于描述尾迹在叶栅通

道内的对流过程。Coull等［5］通过非定常平板实验，

研究了不同雷诺数、不同折合频率下的 LPT叶片的速

度分布，同时也指出叶型损失是分离泡产生的分离

损失与湍流区的损失之间平衡的结果。Michelassi
等［6］使用 LES数值方法研究了不同流量系数和折合

频率对 T106A叶型损失的影响，其研究表明上游圆棒

产生的尾迹对损失有很强的影响，流量系数增大会

改变压力面的非定常性从而减小损失，而流量系数

减小则会降低叶片附近的非定常性。Schobeiri等［7］

通过叶栅实验研究了非定常尾迹扫掠周期对低压涡

轮叶片边界层发展、分离和再附的影响，其研究表明

折合频率的变化对边界层的分离起始点位置没有显

著的影响，但能够影响分离泡的长度。上游尾迹周

期性地与附面层发生相互作用，诱发转捩形成湍流

区与抑制区，有效地抑制附面层分离，进而减小叶型

损失。此外，飞机从起飞至着落的整个飞行包线内，

LPT工作环境变化较大，通常处于低雷诺数环境下工

作，进口气流角也往往偏离设计值，并产生较为严重

的气动损失。

国内外学者对非设计状态与非定常来流下的

LPT附面层流动特性进行了研究。Berrino等［8］结合

叶片载荷分布研究了非设计状态下的叶型损失，并

指出后加载叶型在定常与非定常状态下的叶型损失

更低，当攻角变化时，后加载叶型的叶型损失变化也

较小。Marconcini等［9］的研究表明攻角会影响非定常

流状态下 LPT的叶型损失。Simoni等［10］研究了定常

与非定常状态和非设计状态 LPT叶片的附面层流动

特性，并指出压力面动量厚度不随攻角变化而变化，

叶型损失随攻角减小而降低。Lengani等［11］在相同来

流雷诺数不同出口雷诺数下，使用 POD方法分析了

非定常来流下 LPT损失的来源。王明杰等［12］利用表

面热膜技术，在不同的雷诺数下实验研究大转折角

压气机叶片吸力面附面层在均匀来流下的转捩过

程。叶建等［13］对逆压梯度下层流分离泡转捩过程进

行了大涡模拟，得出结论：分离泡外缘平均速度剖面

类似自由剪切层，大部分湍流都是在再附着点附近

产生。张波［14］对尾迹扫掠下的超高负荷低压涡轮叶

片附面层被动控制进行了研究。

上述国内外文献针对叶型损失、附面层分离与

转捩、载荷分布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对低压涡轮叶片

附面层流动非定常特性开展了深入的研究。但对非

设计状态下上游尾迹向附面层的渗透深度及其对附

面层转捩过程的影响机理却鲜有论述。为模拟高负

荷 LPT叶片低雷诺数的工作环境，并讨论其在设计攻

角和非设计攻角下的附面层流动特性的区别，本文

以高负荷 LPT的 PACKB叶型作为研究对象，设置来

流条件为 Re=5×104，自由来流湍流度 FSTI=1.5%、流

量系数 ϕ = 1，折合频率 f r = 1.128。同时选用+10°攻
角与设计状态对比，凸显非设计攻角与设计攻角间

的现象区别。本文主要对两攻角下的尾迹形态对附

面层分离、转捩过程的影响进行分析，探讨尾迹形态

对附面层流动和转捩的影响机理。

2 数值方法

2.1 数值方法与实验验证

本文数值仿真使用 ANSYS-CFX 15.0商用 CFD
软件，采用 LES进行计算并对数值结果进行实验验

证。LES可通过滤波方法对 N-S方程进行过滤，从而

排除小于网格尺度的小尺度扰动，但也会导致滤波

后的 N-S方程不封闭，因此需采用 Subgrid-scale mod‐
el来模拟被过滤掉的小尺度扰动。本文采用 Smago‐
rinsky模型作为 Subgrid-scale model，该模型虽然高

效、稳定、简单，但在近壁面以及层流向湍流转捩区

域的涡粘度很大，需要引入壁面函数进行修正。本

文采用 Van-Driest壁面函数，并将 Smagorinsky常数

和壁面函数系数分别设置为 0.1和 25。空间项离散

采用中心差分，时间项离散采用了二阶精度的向后

欧拉积分。根据 Horie等［15］和 Funazaki等［16］的研究，

采用这种设置能够确保低雷诺数状态 LPT吸力侧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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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层非定常流动的准确性。

实验研究依托低速叶栅试验台，叶栅通道简图

和平面叶栅实验台如图 1所示。表 1给出了具体的

叶栅参数与进口来流条件。

通过使用布置在叶片上游的运动圆棒对上游叶

栅脱落的尾迹进行模拟，圆棒安装在辐条尾迹发生

器上，利用光电转速传感器监控圆棒转速以实现尾

迹与热膜信号的同步。此外，在叶片吸力面半叶高

位置布置静压孔和 32路 Senflex 9102表面热膜，分别

使用 DSA 3217压力传感器和热线风速仪测量叶片吸

力面表面静压以及准壁面剪切应力。

流量系数 ϕ定义为

ϕ = Ux

U b
（1）

式中 Ux 为轴向速度，U b 为尾迹发生器的圆棒线

速度。折合频率 f r定义为

f r = CxU b
pUx

（2）
式中 Cx为轴向弦长，p为栅距。

图 2（a）给出了数值模拟计算域示意图，其中 C为

弦长，d为圆棒直径。模拟上游尾迹的圆棒距离叶片

前缘的轴向长度为 0.6Cx，气流进口平面距离圆棒的

轴向长度为 0.6Cx，气流出口平面距离叶片尾缘的轴

向长度为 Cx，圆棒间距设置为一个叶栅栅距 P。根据

Wu等［17］的研究，为使展向或流向的涡结构充分发展

并能够被观测到，计算域的展向宽度应当足够大。

Michelassi等［18］则认为展向宽度达到 0.15Cx时能够保

证涡结构的充分发展。因此，本文数值模拟选取

0.15Cx作为计算域的展向宽度。

图 2（b）给出了 x-y平面粗网格拓扑结构。其中，

环绕叶片近壁面区域一周的网格拓扑为“O”型，而叶

片外围区域的网格拓扑为“H”型。x-y平面上环绕叶

片近壁面一周的网格节点数为 770，在 x方向上有 560
个节点，y方向上有 225个节点，z方向上有 41个节

点。为保证雷诺数 Re=5×104时 y+<1，叶片壁面法向

上第一层网格最大高度为 3µm，其约为栅距的 4.5×
10-5倍。叶片壁面法向上 12%的栅距长度内，设置了

100个节点以捕捉附面层的发展，并保证 x+，y+均
小于 40。经过网格依赖度验证后，将叶片计算域内

节点数控制在 600万左右，尾迹发生器计算域内节点

数则控制在 60万左右，整个计算域约有 660万节点。

时间步长为 Δt=0.0256ms，Courant数（UinΔt/Δxmin）
约为 0.176（Uin为进口速度，Δxmin为 x方向上的最小网

格长度）。首先使用收敛的 RANS结果作为非定常工

况的初场，再使用 SST模型耦合 γ-θ模型运算一个尾

迹扫掠周期 T，其中 1T对应 2000Δt，最后使用 LES模
型运算 10周期。为确保数值计算结果的准确性，本

文仅对 LES模型计算的后 9个周期进行处理，并以每

隔 3个周期的方式进行锁相平均。数值模拟使用一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ascade and experimental

facility

Table 1 Parameters of the cascade and rod

Parameter
C/mm
Cx/mm
P/mm

Inlet metal angle/（°）
Exit metal angle/（°）

Zweifel
d/mm
Ф

f r

Ux

Ub

Value
83.9
75.4
66.8
35
60
1.08
1.56
1

1.128
8.4m/s，0°

7.25m/s，+10°
8.4m/s，0°

7.25m/s，+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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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10核 20线程的工作站进行计算，每个工况耗时

25d。

2.2 数值验证

2.2.1 时均结果数值验证

将 DSA 3217压力传感器连接到壁面静压孔以测

量壁面静压。传感器最大量程为 2500Pa，精度为±
0.2%。本文将吸力面压力系数定义为

Cp = p t，in - p s1
2 ρU out

2
（3）

式中 pt，in为进口总压，ps为当地静压，
1
2 ρU out

2 为

出口动压，ρ为气体密度，U out为出口速度。图 3给出

了设计攻角与非设计攻角来流下定常与非定常工况

的数值模拟与实验结果的吸力面压力系数图。其中

横坐标为吸力面流向位置 s占吸力面弧长 S0的比值。

由图 3可知，数值模拟与实验结果在速度峰值、压力

“平台”起始点、压力“平台”结束点和压力系数恢复

点等位置基本吻合。

2.2.2 瞬时结果验证

本文使用 Senflex 9201型表面热膜捕捉准壁面剪

切应力。Senflex 9201型表面热膜为 32路，通道间隔

约 2.54mm，使用 MACate IF-2012胶将其布置在叶片

吸力面表面，覆盖从叶片前缘 s/S0=20%到叶片尾缘

s/S0=95%的吸力面表面。一般认为，当准壁面剪切应

力低于某个阈值时，发生分离，由此可通过测量准壁

面剪切应力得到分离泡大致区域。

图 4给出了设计攻角和非设计攻角来流下实验

结果与数值仿真结果的壁面剪切应力 w s云图。图 4
（a）与图 4（b）中实验测量得到的分离泡大致区域则

使用紫色线标出。图 4（c）与图 4（d）中使用黑色等值

线标记出数值模拟壁面剪切应力 w s=0等值线。其中

图 4纵坐标为时间 t占尾迹扫掠周期 T的比值。对比

实验测试的分离与再附位置同数值壁面剪切应力等

值线可以发现，数值模拟结果可以基本反映叶片吸

力面的分离及再附情况，因此认为本文的数值模拟

能够准确地模拟 PACKB叶型吸力侧的附面层流动。

3 结果讨论

瞿红春等［19］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定常还是非定常

来流，正攻角会导致速度峰值点、分离起始点、时均

转捩起始点向上游移动，再附点向下游移动。图 5给
出了文献［19］的吸力面表面压力系数图。由图 5可
知，定常来流时，0°攻角的时均转捩点位于 s/S0=77%
的点 1（简称 p1），而+10°攻角时均转捩点则位于 s/S0=
75%（p2）。在定常来流下，附面层因受到攻角作用，

时均转捩点向上游移动了约 2%S0。而在非定常来流

时，0°攻角的时均转捩点位于 s/S0=72%（p1’），+10°攻
角的时均转捩点位于 s/S0=67%（p2’）。在非定常来流

下，附面层因受到尾迹作用，时均转捩点向上游移动

Fig. 2 Sketch of the regional mesh and the calculation

region of PACKB

Fig. 3 Suction surface pressure coefficient comparison

between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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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约 5%S0。这表明尾迹对附面层转捩的影响要比攻

角对附面层转捩的影响更为显著。

此外，0°攻角下，非定常时均转捩点（p1’）相较于

定常工况（p1）向上游移动了 5%S0。+10°攻角下，非

定常时均转捩点（p2’）相较于定常工况（p2）向上游

移动了 8%S0。这表明受到正攻角的影响，尾迹对附

面层转捩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结合上述观点可

知，尾迹对附面层转捩的影响要比因攻角变化造成

压力场改变的影响更大，且正攻角条件下尾迹对附

面层转捩的影响比设计攻角下的影响更大。

瞿红春等［19］的研究表明正攻角下尾迹对附面层

转捩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并将其简单地归因于正

攻角状态下的尾迹中心区域会比设计状态更靠上

游。但并未进一步探讨正攻角工况下尾迹影响附面

层流动与转捩过程的机理。本文在文献［19］的研究

基础上，结合不同攻角下的尾迹演化形态，研究尾迹

对附面层的渗透，以及尾迹放大 Klebanoff条纹在附

面层多模式转捩中的作用，探讨非设计攻角下尾迹

渗透附面层并影响其转捩的机理。

3.1 尾迹演化与尾迹-附面层相互作用

瞿红春等［19］的研究表明，当来流攻角发生变化，

叶栅通道内的逆压力梯度也会改变，并进一步改变

Fig. 5 Suction surface pressure coefficient of numerical

simulation[19]

Fig. 4 Suction surface wall shear stress comparison between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s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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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迹在叶栅通道内的形态演化过程。为进一步研究

尾迹演化过程对与附面层流动的影响，本文使用湍

动能标识尾迹的方式，在图 6和图 7给出了一个尾迹

扫掠周期下的设计攻角与非设计攻角尾迹通过叶栅

通道的湍动能 TKE云图，并叠加扰动速度矢量。根

据 Meyer［4］提出的负射流模型，当负射流尾迹从进入

叶栅通道并由压力面流向吸力面时，尾迹前缘将会

加速，尾迹尾缘将会减速，在叶栅通道内形成一对对

涡。为了更好地理解尾迹形态对附面层的影响，使

用黑色粗箭头标记出尾迹负射流方向，并采用数字 1
到 8分别标记不同时刻的尾迹负射流，其中，Q1，Q1′
（或 Q2，Q2′）用于标记不同时刻的对涡。

如图 6所示，尾迹在进入叶栅通道后，经历了弯

曲、方向改变和拉伸等过程。尾迹在进入叶栅通道

时，因靠近吸力面附近的流速比靠近压力面附近的

流速大，尾迹会弯曲为弓形，射流中心的方向将会改

变。为便于分析，如图 6（a）和图 7（a）所示，在计算时

使尾迹与叶片的接触位置在 t=0.25T时保持一致。对

比图 6（c）和图 7（c）可知，由于轴向速度不同，+10°攻
角工况下，刚进入叶栅通道内的尾迹 7负射流方向与

叶栅轴向的夹角比 0°攻角工况的尾迹 7的更大，这表

明+10°攻角尾迹进入叶栅通道内的角度更大。对比

图 6与图 7在其它时刻的尾迹负射流中心角度，可以

发 现 负 射 流 中 心 与 叶 片 吸 力 面 的 夹 角 差 异 一 直

存在。

3.2 负射流夹角

为进一步分析两攻角尾迹形态演化的差异及其

对吸力面附面层的影响，图 8给出了高湍流度的尾迹

射流与吸力面附面层发生接触时，两攻角工况下的

尾迹射流与吸力面切向的夹角在时空上变化对比

图，其中横轴为无量纲流向位置，纵轴为角度。由图

8可知，+10°攻角工况的尾迹射流与吸力面切向的夹

角均大于设计 0°攻角工况夹角，且夹角差异随着尾

迹向下游移动越来越大。Jacobs等［20］的研究表明，尾

迹扰动渗透入边界层的厚度与夹角有关。

文献［20］扰动的流方程表示为

ψ ( x,y,t ) = ϕ ( y )ei(αx - ωt ) （4）
其流向和壁面法向的速度扰动表示为

u = ϕ′( y )ei(αx - ωt )
v′ = - iαϕ ( y )ei(αx - ωt )
ϕ = Ae-Q1/2 y + BeQ1/2 y + Ce-αy
Q ≡ iαR (1 - c ) + α2
δ′ ∝ (ωR )-0.13

（5）
Fig. 6 Nondimensional turbulence kinetics energy through

one wake passing period at 0° incidence

Fig. 7 Nondimensional turbulence kinetics energy through

one wake passing period at +10° inc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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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ϕ为扰动特征方程，α为流向波数，c = ω
α

为

相速度，ω为扰动频率，R为雷诺数，δ′为渗透深度。

A，B，C为复数，Q为合成参数。边界条件为 ϕ ( 0 ) = 0，
ϕ′(0 ) = 0。

使用欧拉公式分解扰动速度 u′和 v，有

u′ = ϕ′( y ) [ cos (αx - ωt ) + i sin (αx - ωt ) ]
v′ = - iαϕ ( y ) [ cos (αx - ωt ) + i sin (αx - ωt ) ]（6）
扰动速度的流向和壁面法向分量同时也可以表

示为

u′ = V ′ cosθ
v′ = V ′ sinθ （7）

式中 V ′为扰动速度，θ为夹角，0° < θ < 90°。
根据文献［20］，c ≈ 1，α ≈ ω > 0

Q ≈ α2 ≈ ω2

tanθ ≈ - iω ( Ae-ωy + Beωy + Ce-ωy )
-ωAe-ωy + ωBeωy - ωCe-ωy =

-i
Be2ωy + A + C

eωy
Be2ωy - A - C

eωy
= -i [ 1 + 2 ( A + C )

Be2ωy - A - C ]
（8）

当 ω增大，tanθ减小，δ′与 ω成反比，而与 tanθ成
正比。由于+10°攻角工况下的夹角更大，故尾迹扰动

渗透进吸力面附面层的深度更大。

为证实这一观点，图 9给出了两种攻角下，展向

平均的壁面法向速度扰动 v′在 6%S0 处的分布云图，

并用于比较扰动渗透附面层的深度。其中横轴为无

量纲时间，纵轴为无量纲法向位置。为了便于理解，

将横坐标反向显示。同时为了方便对照尾迹对附面

Fig.8 Intersection angles between the direction of wake center and the tangent of the suction surface during one wake passing

period

Fig. 9 v′ in one wake passing cycle at 6%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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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渗透，给出了近壁面的放大云图，并使用红色虚

线标记出了各自的附面层厚度 δ。

对比图 9（c）与图 9（d）可知，+10°攻角工况附面

层厚度比 0°攻角工况要厚大约 25%。同时+10°攻角

工况下，附面层内的 v′较大，即在上游尾迹相同的情

况下，尾迹的湍流强度能够更好地渗透附面层。

3.3 瞬态分析

本节主要讨论设计攻角与非设计攻角工况下吸

力面附面层多模式转捩的瞬态流动特性。选取距吸

力面表面 y=0.02，P=0.008S0高度的曲面作为测量面，

其中 s>55%S0的部分位于附面层内部，附面层的分离

与转捩发生在 59%S0下游，故该曲面可以反映附面层

内分离、转捩的流动细节。为便于理解尾迹与附面

层间的作用联系，图 10以 0°攻角工况 t=0.2T时刻为

例，给出了尾迹与条纹对照的瞬态图。图 10（a）给出

了叶片表面的无量纲壁面法向涡量云图 ω*和叶栅通

道内的涡粘度云图 ev，并使用黑色实线将尾迹轮廓标

出，使用红色实线和字母标记出了尾迹前缘线 L，尾

迹中心线 A，尾迹尾缘线 B，尾迹诱导湍流区尾缘线 E

和抑制区尾缘线 F的位置。其中，尾迹前缘线 L和尾

迹尾缘线 B对应附面层边缘速度扰动的波峰、波谷。

E线与 F线均产生于尾迹诱导转捩起始位置，依据湍

斑传播模型［21］，其传播速度分别为 50%U 0及 30%U 0，

其中 U 0为主流速度。

图 10（b）给出了对应时刻和工况下观测区无量

纲壁面法向涡量瞬态云图 ω*，并在图中使用黑色虚

线标记出了 Klebanoff条纹，其中吸力面展向位置 z使

用吸力面弧长 S0做无量纲化。Schulte等［21］的研究表

明 Klebanoff条纹是在叶片前缘因“剪切遮蔽”效应而

产生。一定强度的壁面法向涡量能够反映出 Kle‐

banoff条纹的存在。图 10（c）则给出了对应时刻下，

s=60%S0 位置处的流向速度在展向上的分布图。在

图 10（c）中，相对于周围的流体，条纹具有更低的流

向速度，壁面法向涡量越大，速度亏损越大，表明条

纹的强度越强。同时，条纹之间的展向距离约为

0.02S0，这与Matsubara等［22］所观测到的现象相似。

图 11给出了两攻角工况下一个尾迹扫掠周期内

无量纲壁面法向涡量瞬态云图。在图中分别使用黑

色虚线与白色虚线标记出了流向条纹与转捩起始位

置，其中转捩起始位置参考 Solomon等［23］的理论，通

过热膜信号确定。

在图 11（a）中，t=0~0.2T过程中，尾迹诱导转捩主

导附面层的转捩过程，同时尾迹正在离开观测区，在

这一时间段内观察到 Klebanoff条纹强度逐渐减弱，

转捩起始位置开始向下游移动，并在 t=0.2T时移动到

73%S0 位置。同时在转捩起始位置下游无法观测到

明显的流向条纹结构，此时壁面法向涡量分布混乱，

表明该时刻条纹破裂位置与转捩起始位置较接近，

两者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t=0.3T时，尾迹尚未进入观

测区，在 55%~73%S0处可观测到，由背景湍流诱导的

弱 Klebanoff条纹，在 75%S0转捩起始位置下游能观测

到条纹的破裂。

t=0.4~0.5T时，下一条尾迹前缘线 L进入观测区，

并能观测到壁面法向涡量强度增大，表明在尾迹作

用下，Klebanoff条纹被放大。流向条纹的出现为湍斑

的生成提供了必要条件。在这一时间段内还可以观

测到转捩起始位置和条纹破裂位置开始向上游移

动，同时能观测到壁面法向涡量在展向上的不对称

分布。Rao等［24］的研究表明，早期转捩主要发生在楔

形条纹的下游，而条纹在展向上的不对称分布可能

Fig. 10 Sketch of instantaneous data at 0° inc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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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1 Instantaneous nondimensional wall-normal vorticity at 0° incidence and +10° inc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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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提前转捩和提前再附。 t=0.6~0.7T时，尾迹中

心线 A进入观测区，Klebanoff条纹强度提高，转捩起

始位置和条纹破裂位置移动至 69%S0。 t=0.8T时，尾

迹尾缘线 B进入观测区，Klebanoff条纹的强度达到最

大，转捩起始位置和条纹破裂位置移动至 67%S0。 t=
0.8T之后，转捩起始位置和条纹破裂位置开始向下游

移动。这表明转捩起始位置的周期性移动与尾迹本

身和尾迹放大 Klebanoff条纹有很大的关系。

图 11（b）给出了+10°攻角工况的壁面法向涡量

瞬态云图。 t=0~0.1T时，随着尾迹离开观测区，能观

测到转捩起始位置和条纹破裂位置开始向下游移

动。 t=0.2T时，尾迹尾缘线 B正在离开观测区，在此

时刻 Klebanoff条纹开始减弱。 t=0.3T时，E线与 F线

之间的抑制区开始向下游移动，转捩起始位置和 Kle‐
banoff条纹破裂位置移动到 72%S0，达到整个尾迹扫

掠周期的最下游的位置。此时，Klebanoff条纹的破裂

是在条纹穿过分离区后扭曲、变形发生的，因此，在

旁路转捩外又引入了因条纹带来的二次不稳定性。

Mcauliffe等［25］观测到了同样的现象。 t=0.4~0.7T时，

尾迹前缘线 L和尾迹中心线 A再次进入观测区，Kle‐
banoff条纹的强度在 t=0.7T时达到最强，转捩起始位

置和条纹破裂位置移动到了 66%S0。 t=0.8~0.9T时，

随着尾迹开始离开观测区，转捩起始位置和条纹破

裂位置又开始向下游移动。

图 11（a）和图 11（b）分别给出了 0~0.4T和 0.5~
0.9T时刻的无量纲壁面法向涡量瞬态云图 ω*。其中，

左边对应 0°攻角，右边对应+10°攻角。通过对比图

11（a）与图 11（b）发现，条纹破裂位置与附面层转捩

起始位置相关，尾迹放大的 Klebanoff条纹强度明显

高于 FSTI放大的条纹强度，且对转捩影响更大。相

较于 0°攻角工况，+10°攻角工况下的条纹强度更高，

而且+10°攻角工况的条纹破裂位置更靠上游。这是

由于+10°攻角工况的尾迹湍动能向附面层渗透深度

更深，从而导致尾迹放大 Klebanoff条纹的强度普遍

更强，转捩位置更靠上游。

4 结 论

本文主要讨论了正攻角下尾迹对 Klebanoff条纹

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 Klebanoff条纹对附面层转捩

过程的影响。基于本文所研究的高负荷 LPT叶型与

测试条件，得到结论如下：

（1）与 0°攻角工况对比，在+10°攻角工况下，尾迹

对附面层转捩的影响更大。当进口雷诺数相同时，

+10°攻角工况的尾迹负射流与吸力面附面层切向的

夹角更大，尾迹扰动渗透入附面层的深度也更大，造

成尾迹放大的 Klebanoff条纹强度更高。

（2）相较于 0°攻角工况，+10°攻角工况下的 Kle‐
banoff条纹强度普遍更强，导致尾迹诱导转捩位置会

更靠上游。同时+10°攻角工况在尾迹通过间歇期内，

FSTI放大条纹的破碎也加速了旁路转捩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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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RE预冷器计算模型及其在整机模型中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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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实现发动机方案设计阶段预冷器的快速设计与评估，建立了预冷器准二维快速评估模

型。将 SABRE预冷器的几何结构简化为一个扇环形区域，沿径向和周向将该区域划分为二维节点。应

用守恒方程及传热关联式完成单个节点计算，再求解节点矩阵的平衡方程组，计算内外流体特定节点上

参数的二维分布，得到预冷器出口参数。将模型嵌入发动机总体性能程序中，实现了发动机设计及非设

计点的预冷器性能计算的功能。与文献数据对比表明，预冷器模型传热计算误差<5%，摩擦阻力误差

<10%。整机计算结果显示，Ma=0~5时，预冷器空气侧温降为143～932K，温降随飞行马赫数升高单调

上升。预冷器传热有效度为0.896～0.945，空气侧总压恢复系数为0.852～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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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realize the rapid design and evaluation of the precooler in the engine design phase，a
quasi-two-dimensional rapid assessment model of the precooler was established. The geometric structure of the
SABRE precooler is simplified into an annular sector area，which is divided into two-dimensional nodes in the ra‐
dial and circumferential directions. Conservation equations and heat transfer correlation equations are used to cal‐
culate one node，and then solving the balance equations of the node matrix to calculate the two-dimensional dis‐
tribution of the parameters at the specific nodes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luids，and the outlet parameters of
the precooler are obtained. The model was embedded in the engine performance program，and the function of pre‐
cooler performance calculation at the engine design and off-design points were realized. The results of comparison
with literature data show that the model deviations of heat transfer are within 5%，and the deviations of friction is
within 10%. The engin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range of Ma=0~5，the air side temperature drop of the
precooler ranges from 143K to 932K，and it increases monotonously with the flight Mach number increasing. The
range of precooler effectiveness is 0.896~0.945，and the range of air side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is
0.852~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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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20世纪 90年代，反应发动机公司（REL）提出了

SABRE预冷组合循环发动机［1］概念，此发动机以氦气

闭式循环为中心，使空气、氦气、氢气三种工质的热

力循环耦合，并应用深度预冷技术，形成了 Ma0~5.5
的宽速域高效吸气式动力。SABRE发动机卓越的性

能引起了广泛关注，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支持［2］。深度

预冷是 SABRE发动机的一项关键技术，预冷器是其

实现宽速域工作的重要基础。国内外针对 SABRE发

动机预冷器开展了大量研究。

反应发动机公司建立之初就投入大量精力开展

预冷器设计与试验研究。Murray等［3］介绍了预冷器

的设计思路和初步设计方案。其后 REL制造了预冷

器小型缩比试验模块 JMHX［4］，利用该试验件开展了

流动和传热的试验研究，并将理论分析结果与试验

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指出传热关联式对于小水力直

径表面依然适用。Webber等［5］对 SABRE发动机及其

预冷器进行了理论分析，指出此类发动机严重依赖

预冷器性能。Bond等［6］介绍了 REL完整结构的缩比

预冷器，给出了该预冷器的计算结果，以及在 Viper发
动机上试验的数据。Villace等［7］将 Scimitar发动机预

冷器简化为一维逆流形式，并建立了计算模型。邹

正平等［8］利用三维数值模拟进行了微小尺度圆柱绕

流换热机理研究，得到了单排及多排管束总压恢复

及对流传热系数与雷诺数的关系。李晨沛等［9］、魏

鑫［10］利用数值方法对预冷器传热特性进行了研究。

贾云涛［11］对细管换热器的流动传热特性开展了研

究，分析了不同工况条件对细管换热器阻力和换热

特性的影响。张建强［12］通过试验对微小通道内氮气

单相流动传热特性进行了研究，并采用零维方法进

行了预冷器计算。

综上所述，国内外针对微管的流动和传热机理

以及 SABRE发动机预冷器性能计算开展了大量研

究。预冷器性能计算与研究的常见方法主要包括零

维计算、三维数值模拟和试验方法等。SABRE发动

机预冷器工质温度及物性参数变化范围较大，零维

计算方法不够准确，也难以体现预冷器内部结构与

参数分布的细节。三维数值模拟方法精细，但用于

预冷组合循环发动机方案设计阶段，计算周期过于

漫长；试验方法准确可靠，但对试验件和试验条件要

求较严格，且成本高，不适合设计阶段大量方案快速

迭代的需求。目前尚未见兼顾快速设计与细节计算

的预冷器计算模型。

本文针对预冷组合循环发动机方案设计和总体

性能计算中预冷器快速设计和计算的需求，建立了

一种预冷器准二维计算模型。通过对预冷器结构的

分析和简化，将预冷器的一个扇环几何重复结构提

取出来作为预冷器模块，对模块进行二维节点划分

形成节点矩阵，将每个节点作为传热单元，并应用守

恒方程进行求解。根据预冷器结构及流动特点建立

了预冷器模块平衡方程，求解该方程组得到预冷器

模块内外流节点参数的二维分布，进而计算得到预

冷器性能参数及流体出口参数。以文献数据验证了

模型的计算结果，完成了发动机设计点与预冷器的

耦合设计，并实现了预冷器在发动机非设计点平衡

求解中的应用。

2 计算模型

2.1 几何关系

根据文献［13］的描述，SABRE发动机预冷器的

结构形式为：多个完全相同的螺旋管组模块沿周向

均布，以预冷器内径为起点，以阿基米德螺线形式逐

渐向外延伸，氦气在管内由内向外流动，空气在管外

沿径向向内流动，如图 1所示。

图 2（a）展示了预冷器的一层管结构，沿预冷器

轴线方向（z轴）若干层相同的管束构成完整的预冷

器。单层预冷器包括 NM个螺旋管组模块（图 2（a）中

蓝色曲线为一个管组模块），每个管组模块包括 NP排

并行管束，NP排并行管由同一个集流管引出（如图 2
（b）展示了 NP=4的情况）。

相邻的两个管组模块入口之间形成一个扇环形

区域（如图 2（a）中红色虚线框所示），该区域是预冷

器的几何相似结构（称为预冷器模块）。由于预冷器

Fig. 1 SABRE precoo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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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径之差，即管束部分整体的厚度，仅约为预冷器

直径的 7%［3］，可以忽略外流的周向流动，假设外流仅

沿径向流动。预冷器可视为由多个完全一致的换热

器模块组成，预冷器的性能可以用该预冷器模块

等效。

由预冷器模块的几何关系可得

θ0 = 2π/NM
m = é ùβ0 /θ0 N P
N tube = NMN PNA

（1）

式中 θ0代表模块对应的圆心角；NM代表集流管

模块个数，即周向集流管个数；NP代表同一管模块并

行管数，如图 2所示；m代表预冷器模块外流流经的

管排数；β0代表完整管的圆心角。é ù表示向上取整；

Ntube代表预冷器换热微管总数；NA代表预冷器轴线方

向（图 1中 z轴）的管排数。

图 2中扇环形区域的预冷器模块可简化为图 3
形式，空气由上而下依次经过多根微管从几何角度

而言，预冷器模块相当于将同一管组模块打断形成

的多段微管。预冷器模块相当于多程交叉流、总体

逆流的流动布置形式。

假设外流空气沿预冷器径向流动，且忽略管壁

沿轴线方向导热。将预冷器模块沿径向按管数量均

分为 m块，沿周向将外流区域均分为 n块，形成 m×n
个传热单元 HTU（Heat transfer unit）的块阵。预冷器

模块的节点划分如图 4（a）所示，预冷器传热单元如

图 4（b）所示。

模块传热单元矩阵的编号规则为：行编号 i为由

下至上，取值 1~m；列编号 j为由左至右，取值 1~n。
管内流体共有 m×（n+1）个节点 CF（i，j），管外流体共

有（m+1）×n个节点 HF（i，j）。图 4（b）展示了传热单元

中流体的编号规则，对于传热单元 HTU（i，j），管内流

体进出口节点编号分别为 CF（i，j）和 CF（i，j+1），管外

流体进出口节点编号分别为 HF（i+1，j）和 HF（i，j），

如式（2）。

CF ( i,j) + HF ( i + 1,j)¾ ®¾¾HTU CF ( i,j + 1) + HF ( i,j)（2）
2.2 控制方程

将传热单元沿虚线划分为控制体，管内和管外

流体分别满足连续方程、动量方程和能量方程。对

于传热单元，给定进口参数可以通过方程组（3）~（5）
求解得到出口参数。

ρ1 v1 A1 = ρ2 v2 A2 （3）
W 1 v1 + p1 A1 + ΔI = W 2 v2 + p2 A2 （4）
W 1 (H 1 + 12 v21) ± q = W 2 (H 2 + 12 v22) （5）

式中 p，ρ，v，H，W，A分别代表流体的压力、密度、

速度、焓、流量和流通面积；ΔI，q分别代表动量增量

和传热量；下标 1，2分别代表控制体进口和出口。

式（4）中动量增量 ΔI包含 2部分：摩擦阻力项 Ff
及控制体压力积分项 Ip。Ff为壁面摩擦阻力项，采用

式（6）计算；控制体压力积分项 Ip为控制体除进出口

外表面压力的积分，此处简化为（Ao-Ai）（pi+po）/2。式

Fig. 4 Precooler module node divisionFig. 2 Diagram of precooler structure

Fig. 3 Diagram of precooler module (N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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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传热量 q的符号对管外流体取负，管内流体取

正，且数值相等。

F f = C f 12 ρv2 Aw （6）
式中 Cf为范宁摩擦系数，Aw为流道湿面积。

传热单元换热量满足传热速率方程，传热系数

以圆管外壁面积为基准计算。

q = UAΔT （7）
U = ( 1hC,i d od i + d o

2λw ln
d o
d i
+ 1
hC,o )

-1

（8）
式中 ΔT代表冷热流体传热温差；U代表传热系

数；di，do分别代表管内外径；hC，λw分别代表流体对流

传热系数、管壁材料的导热系数；下标 i，o分别代表管

内和管外参数。

式（8）中预冷器管内和管外流体的对流传热系

数 hC分别通过 Taylor公式［14］和 Zukauskas关联式［15］计

算获得，并在管内和管外对流传热系数的基础上分

别加入螺旋管修正［16］和冲击角修正［15］。管内和管外

摩擦系数分别采用 Haaland［17］和 Kays等［18］的关联式

计算。

2.3 模型求解

在预冷器模块中，管外流体可视为流过 m根管并

依次换热。前文分析指出，预冷器流动和换热具有

周期性，任一预冷器模块的管出口即为预冷器下一

模块的管入口，管内流体出口截面与入口截面错位

对应，即进口截面 i+NP对应出口截面 i′，图 5中展示了

NP=2时管内流体进出口对应关系。

换热器工况确定，管内外流体进口参数为已知

条件，管内流体进口集液管分出的 NP个管节点 CF（1，
1）~CF（NP，1），管外流体入口节点 HF（m+1，1）~HF
（m+1，n）均为已知，其它节点参数未知。首先猜测预

冷器模块中第 NP+1~m根管进口节点的参数作为初

值，即（m-NP）个节点的温度和压力，构成自变量序列

x，如式（9）。此时所有管进口参数已知，整体按照外

流流动方向，局部按照内流流动方向进行求解。从

第 m行开始，从左至右（1~n）依次求解传热单元，可

得到第 m-1行外流进口参数，依次向下，完成整个矩

阵的节点参数的计算。模块中管进出口存在对应关

系，猜测值未必准确，计算所有出口截面 CF（i+NP，1）
参数与对应的进口截面 CF（i，n+1）的相对误差，可以

得到残差序列 y，如式（10）。根据上述计算模型，建

立平衡方程，如式（11）。

x = ( ti + NP ,pi + NP)
T , i = 1,2,…,m - NP （9）

y = ( ti + NP - ti′ti + NP
, pi + NP - pi′

pi + NP )
T

, i = 1,2,…,m - NP（10）
y = f (x) = 0 （11）

求解 y=0可以得到换热器模块所有管内流体进

口节点参数，同时得到了管内外流体所有节点参数，

完成换热器模块计算。

3 算例与分析

3.1 模型校验

文献［6］介绍了 REL公司制造的缩比预冷器，并

公布了预冷器的性能计算数据。利用以上建立的预

冷器计算模型，对文献中的预冷器进行验算，采用的

预冷器参数如表 1所示。根据文献信息，该预冷器包

含 21个螺旋管模块，此处选择并行管数 NP=4。

取计算精度为 10-4，求解得到的计算结果如表 2所
示。计算结果与文献数据的对比如图 6和表 3所示。

由于并行管排数为 4，各管进口径向位置不同，

在起点处氦气路温度分为 4条线，随着氦气逐渐向外

流动，各管温度分布趋于一致。图 6和表 3对比结果

Fig. 5 Correspondence between inlet and outlet nodes of

internal flow (NP=2)

Table 1 Precooler module parameter

Variable
NM
NP
m

n

WAir/（kg/s）
WHe/（kg/s）

Value
21
4
84
10
10.79
1.76

Table 2 Precooler simulation results

Item
Inlet

Outlet

Air
He
Air
He

Temperature/K
298.00
97.00
137.33
286.17

Pressure/MPa
0.1020
15.00
0.0984
1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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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预冷器流体温度和压力的分布趋势与文献数

据一致；传热计算结果误差<5%，压力损失计算结果<
10%，说明本模型传热和摩擦阻力计算可信。产生误

差的原因可能在两个方面：（1）文献［19］根据关联式

计算结果与实验数据的对比结果，认为关联式对传

热性能的计算结果趋于保守，因此传热性能低于实

际情况。（2）计算模型未考虑空气湿度，也将带来一

定的误差。对于 SABRE等预冷组合循环发动机总体

方案设计而言，本计算模型的精度可以满足工程需

要，可以在设计阶段提供参考。

3.2 基于整机需求的设计点仿真

预冷器是预冷组合循环发动机的重要部件。两

者的设计紧密相关，如图 7所示，相互关系可以描述

为：（1）发动机设计：针对设计指标，在设计可行域内

开展循环分析，确定发动机循环参数。根据发动机

计算模型，获得发动机及部件参数，作为部件设计的

输入。（2）预冷器设计：由发动机确定的温降或传热

量需求，确定传热面积等传热性能总体参数，以此为

指导，进行几何结构初步设计。根据几何结构及计

算模型完成预冷器计算，检验预冷器性能，并进行预

冷器内部迭代设计。

发动机和预冷器设计过程交替进行，实现总体

性能和部件性能的协调优化设计。图 7中 Aht代表传

热面积，AC代表流通面积，S1和 S2分别代表管束横向

和纵向间距。

采用文献［20］中的方法确定发动机对预冷器的

需求，根据上述流程，选定了预冷器的主要参数，如

表 4所示。预冷器管外为空气，管内为氦气。

单层管数量（NM×NP）固定且并行管数 NP很小时，

NP取值对预冷器性能不起决定性作用，此处 NP=1。
预冷器模块的计算节点划分如图 8所示。图中所有

沿 x轴方向曲线为管中心线位置，y方向曲线是对管

外流体的分割，节点为传热单元管内流体的进口/出
口，因此沿 x和 y方向节点数分别为 11和 60。

设置计算精度为 10-4，迭代计算至收敛，计算时

间 ≤5s。预冷器计算结果如表 5所示。平均传热系数

Uarg 为 局 部 传 热 系 数 的 面 积 平 均 值 ，ε 为 传 热 有

效度。

根据预冷器模块各节点计算结果，绘制得到预

Table 3 Comparison of simulation results and reference data

Variable
Air temperature drop ΔTAir/K
He temperature drop ΔTHe/K
Air pressure drop ΔpAir/kPa

Overall heat transfer rate q/MW

Ref.［6］data
163.00
192.28
3.40
1.80

Simulation result
160.67
189.17
3.6015
1.7465

Deviation/%
-1.43
-1.62
5.93
-2.97

Fig. 6 Radial parameter distribution of precooler

Fig. 7 Precooler and engine couple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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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器模块计算节点的参数分布。空气侧节点的参数

分布如图 9所示。管外侧雷诺数 Re和努塞尔数 Nu取

管外径为特征长度，流速取流道最小流通面积处流

速，取流体温度为定性温度。

空气沿流动方向，温度压力逐渐降低，流通面积

减小。沿流动方向，温度降低使动力粘度降低，Re逐

渐升高，Nu随之升高。而空气导热系数同时随温度

降低而降低（80mW/（m·K）降至 28mW/（m·K）），因此

图 9（e）中对流传热系数沿流动方向降低。管内氦气

沿 x轴正方向流动，因此同一段管位置上，空气温度

沿 x轴方向逐渐增大，密度降低动压增大，因此压力

损失更大，空气侧压力沿周向分布不均匀。空气侧

其他参数基本沿径向变化，周向变化不明显，因为大

部分参数主要随温度变化，对压力不敏感。其中，空

气对流传热系数的冲击角修正系数取值为 0.9987~
0.9989。氦气侧节点的参数分布如图 10所示。管内

侧 Re数和 Nu数取管内径为特征长度，取流体温度为

定性温度。氦气温度沿自身流动方向逐渐增大，以

径向变化为主。氦气粘度、导热系数等物性参数随

温度变化趋势与空气相同，因此参数分布相似，氦气

侧的 Re和 Nu主要沿径向变化，氦气侧对流传热系数

沿径向向外随温度升高而增大。图 10（b）中左上角

位置由于入口效应，对流传热系数大幅度提高，但管

径很小，其影响范围很小。其中，氦气对流传热系数

的螺旋管修正系数约为 1.003。预冷器传热单元节点

的参数分布如图 11所示。

由式（8）可知，传热系数由管内外两侧的对流传

热系数及管壁的导热系数有关。传热系数分布与两

侧对流传热系数基本一致。传热单元 HTU（30，5）中

内流和外流的对流传热系数分别为 7064W/（m2·K）和

1381W/（m2·K），内流、外流及壁面热阻占比分别为

16.2%，82.7%和 1.1%，管壁热阻可以忽略，外流换热

情况为制约性能的主要因素，文献［5］也给出了相同

的结论。由于冷流侧热容流率小于热流侧，因此预

冷器低温端传热温差更大。传热系数和传热温差之

积为热流密度，其沿径向先升高后降低。

3.3 发动机整机非设计点仿真

预冷器计算模型建立的目的在于为整机计算提

供有效的工具，尤其是在发动机非设计点仿真。该

模型应用于整机时，发动机计算模型的框架以及求

解方法基于文献［21］。预冷器出口空气的总温总压

影响空气压气机吸气量，空气流量影响预冷器传热

与流动损失，两者相互耦合，如图 12所示。在整机求

解过程中加入了新的变量——预设的预冷器空气流

量 WAir，PC，和新的平衡方程——预冷器与压气机空气

流量平衡，完成非设计点计算。

对采用了预冷器计算模型的发动机模型，应用

文献［21］制定的最大状态控制规律，沿飞行轨迹计

算了 Ma0~5发动机及预冷器性能，其中飞行马赫数

为 0，3，5时预冷器的温度分布如图 13所示。

由结果可见，随着飞行马赫数降低，预冷器进出

口温度均下降，高温端温度下降显著，与空气来流温

Table 4 Precooler design data

Variable
Aht/m2
Ntube

di，do/mm
NM
NP

β0，θ0/（°）
Tube arrangements

S1，S2
WAir/（kg/s）
WHe/（kg/s）
TAir，in/K
pAir，in/MPa
THe，in/K
pHe，in/MPa

m

n

Value
569.12
1.08×105
0.90，0.98
120
1

180.0，3.0
Staggered
1.8do，1.5do
100.0
19.08
1245.8
0.2506
121.8
21.65
60
10

Fig. 8 Precooler module nodes (internal flow)

Table 5 Precooler simulation results

Variable
q/MW
ε

Uarg/（W/（m2·K））
TAir，out/K
pAir，out/MPa
THe，out/K
pHe，out/MPa
ΔTAir/K

Value
101.98
0.9155
1121.9
313.8
0.2260
1150.9
20.94
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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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相关；同时低温端氦气温度降低，空气被冷却程度

更深。预冷器热端两侧流体流速快，压降分布曲线

在冷端斜率小热端斜率大。随着飞行马赫数降低，

两侧压降损失总体呈减小趋势。

沿飞行轨迹计算得到的预冷器参数如图 14所

示。结果显示，随着飞行马赫数降低，预冷器两侧流

体温度均降低，空气温降由 932K降至 143K，出口温

度由 313K 降至 145K；预冷器热负荷显著降低，由

101MW降至 12.3MW。随飞行马赫数降低，空气与氦

流量先上升，同时传热系数降低，使预冷器传热有效

度小幅度下降；随后，氦与空气流量比不断降低，传

热有效度转为上升，传热有效度为 0.896~0.945。在

Ma5至 Ma3.5时，空气流量升高且密度降低，使压力

损失提高；在 Ma3.5至 Ma0时，空气流量、温度降低，

压 力 损 失 逐 渐 减 小 。 空 气 侧 总 压 损 失 为 9.5~
26.0kPa，总压恢复系数为 0.852~0.904。

Fig. 9 Parameter distribution of air side nodes

Fig. 12 New variable and equilibrium equation of precooler

in engine off-design calculation

Fig. 11 Parameter distribution of HTU nodes

Fig. 10 Parameter distribution of helium side n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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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通过本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与 REL公司的数据对比表明，SABRE预冷器

模型传热计算误差小于 5%，摩擦损失的计算误差小

于 10%。在发动机计算中的应用表明，该模型能够满

足预冷组合循环发动机在方案设计阶段及非设计点

性能仿真对预冷器计算模型的需求。

（2）空气侧、管壁和氦气侧的热阻占比分别为

82.7%，1.1%和 16.2%，管壁热阻可以忽略，预冷器的

传热系数主要受到空气侧的限制。

（3）飞行 Ma0~5 范围内预冷器空气侧温降为

143~932K，出口温度为 145~313K，温降和出口温度

均随马赫数升高单调上升。传热有效度为 0.896~
0.945，空气侧总压恢复系数为 0.852~0.904。
参考文献

［ 1］ Varvill R，Bond A. The SKYLON Spaceplane［C］. Os⁃
lo：46th International Astronautical Congress，1995.

［ 2］ Steelant J. LAPCAT：High-Speed Propulsion Technology
［J］. Advances on Propulsion Technology for High-Speed
Aircraft，2008，12（1）.

［ 3］ Murray J J，Guha A，Bond A. Overview of the Develop‐

Fig. 14 Precooler parameter along trajectory

Fig. 13 Radial parameter distribution

2492



SABRE 预冷器计算模型及其在整机模型中的应用第 42 卷 第 11 期

ment of Heat Exchangers for Use in Air-Breathing Pro‐
pulsion Pre-Coolers［J］. Acta Astronautica，1997，41
（11）：723-729.

［ 4］ Murray J J，Hempsell C M，Bond A. An Experimental
Precooler for Airbreathing Rocket Engines［J］. Journal
of the British Interplanetary Society，2001，54：199-
209.

［ 5］ Webber H，Bond A，Hempsell M. The Sensitivity of Pre‐
cooled Air-Breathing Engine Performance to Heat Ex‐
changer Design Parameters［J］. Journal of the British In⁃
terplanetary Society，2007，60：188-196.

［ 6］ Bond R，Varvill R，Bond A，et al. Pre-Cooler Design
and Development［C］. Bordeaux：International Confer⁃

ence on Space Propulsion，2012.
［ 7］ Villace V F，Paniagua G. Numerical Model of a Vari‐

able-Combined-Cycle Engine for Dual Subsonic and Su‐
personic Cruise［J］. Energies，2013，6（2）：839-870.

［ 8］ 邹正平，刘火星，唐海龙，等 . 高超声速航空发动机

强预冷技术研究［J］. 航空学报，2015，36（8）：2544-
2562.

［ 9］ 李晨沛，王跃社，王海军，等 . 复合发动机预冷器换

热特性研究［J］. 工程热物理学报，2017，38（4）：811-
816.

［10］ 魏 鑫 . 吸气预冷发动机热力循环及预冷器传热特性

研究［D］. 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8.
［11］ 贾云涛 . 细管束低温冷却空气的流动换热与表面结霜

的研究［D］. 北京：清华大学，2017.
［12］ 张建强 . 组合发动机预冷器微小管道内低温工质流动

传热机理研究［D］. 长沙：国防科学技术大学，2018.
［13］ Varvill R. Heat Exchanger Development at Reaction En‐

gines Ltd.［J］. Acta Astronautica，2010，66：1468-1474.

［14］ Taylor M F. Prediction of Friction and Heat-Transfer Co‐
efficients with Large Variations in Fluid Properties［R］.
NASA-TM-X-2145，1970.

［15］ 茹卡乌斯卡斯 A A. 换热器内的对流传热［M］. 马昌

文，译 .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
［16］ 杨世铭，陶文铨 . 传热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6.
［17］ Haaland S E. Simple and Explicit Formulas for the Fric‐

tion Factor in Turbulent Pipe Flow［J］. Journal of Fluids
Engineering，1983，105：89-90.

［18］ Kays W M，London A L. Compact Heat Exchangers［M］.
New York：McGraw-Hill，1984.

［19］ Bacellar D，Aute V，Huang Z，et al. Airside Friction
and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for Staggered Tube
Bundle in Crossflow Configuration with Diameters from
0.5mm to 2.0m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2016，98：448-454.

［20］ 高 远，陈玉春，王治华，等 . 深冷组合循环发动机

吸气模态循环分析与设计可行域研究［J］. 推进技术，

2020，41（6）：1217-1226. （GAO Yuan，CHEN Yu-
chun，WANG Zhi-hua，et al. Cycle Analysis and De‐
sign Feasible Region Research of Deeply Precooled Com‐
bined Cycle Engine in Airbreathing Mode［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2020，41（6）：1217-1226.）

［21］ 高 远，陈玉春，史新兴 . 深冷组合发动机吸气模态

最 大 状 态 控 制 规 律 研 究［J］. 推 进 技 术 ，2020，41
（12）：2659-2669.（GAO Yuan，CHEN Yu-chun，SHI
Xin-xing. Maximum State Control Schedule Research on
Deeply Precooled Combined Cycle Engine in Airbreath‐
ing Mode［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2020，
41（12）：2659-2669.）

（编辑：史亚红）

2493



2021 年 11 月
第 42 卷 第 11 期

推 进 技 术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

Nov. 2021

Vol.42 No.11

介质阻挡体放电对甲烷扩散火焰CH*
自发辐射影响实验研究 *

陈庆亚 1，2，聂万胜 1，陈 川 1，李 挺 3，车学科 1，仝毅恒 1，周思引 1

（1. 航天工程大学 宇航科学与技术系，北京 101416；
2.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陕西 西安 710043；

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摘 要：为分析非平衡等离子体对空气/甲烷扩散火焰的助燃效果，实验以发射中心谱线 430nm的

激发态自由基CH*表征火焰燃烧状态，采用同轴圆柱构型激励器在高频交流模式下激发等离子体，分析

了火焰CH*自发辐射图像、火焰高度、CH*径向分布和燃烧释热速率等火焰特性在不同空气流量和当量

比下随放电电压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等离子体激励在空气流量较低时，会显著增强火焰上游甲烷燃

烧，从而降低CH*空间分布高度和火焰高度；空气流量增大后，有利于促进甲烷充分燃烧，增大火焰下

游CH*辐射强度和分布范围。在火焰上游区域，等离子体气动效应可有效扩展甲烷径向分布，实现剪切

层更宽范围燃烧，其活化效应会明显提高剪切层燃烧强度，并随电压增大作用效果逐渐增强。此外，等

离子体激励会使燃烧器喷嘴出口附近火焰释热速率显著增大，该现象在空气-甲烷动量比较大时更容易

发生。

关键词：非平衡等离子体；甲烷；扩散火焰；CH*自发辐射；火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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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for Effects of Volumetric Di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 on Methane/Air Diffusion Flame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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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study the combustion-assisted effects of nonequilibrium plasma on a CH4/air diffusion flame，
a spectral line at 430nm is selected to indicate the excited state radical CH* chemiluminescence occurred in the
flame. The plasma is generated by a co-axial cylindrical actuator with high frequency alternating current source.
The variations of CH* chemiluminescence images，flame heights，CH* radial profiles，and the combustion 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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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ase rates of the flame with discharge voltage are analyzed under different air flow rates and equivalence ratios.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bustion upstream of the flame is enhanced by the plasma leading to the decrease of the
height of CH*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flame，when the air flow rate is relatively low. As the flow rate rises，the fu‐
el methane burns better. Then，the intensity and the extent of CH* increases in the downstream part of the flame.
Due to the gas dynamic effect of the plasma，the radial distribution of CH4 is extended in the upstream region of
the flame，which results in a larger range of combustion within the shear layer. The combustion intensity around
the shear layer increases by the kinetic effect of the plasma，especially for a higher voltage. Moreover，the heat re‐
lease rate increases notably near the injector outlet of the burner by the plasma. This phenomenon occurs easier，
when the ratio of the momentum of air to the momentum of CH4 is large.

Key words： Nonequilibrium plasma； Methane； Diffusion flame； CH* chemiluminescence； Flame
height

1 引 言

相对于预混火焰燃烧，扩散火焰燃烧由于安全

性好、宽工况稳定性高以及燃烧形态易控制等优

势［1-2］，在航天动力系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是液体火

箭发动机主要燃烧方式之一。基于等离子强化燃烧

技术，在扩散火焰燃烧位置或氧化剂/燃料通道施加

电场产生电离，激发的非平衡等离子体可显著改变

火焰传播速度、火焰结构、燃烧稳定性、化学反应速

率以及熄灭极限等重要特性［3-5］。介质阻挡放电（Di‐
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DBD）是激发等离子体的重

要方式之一，结构上具有体积小、质量轻和易敷设的

特点，便于实现频率和能量密度的宽范围调节，使其

在非平衡等离子体强化燃烧实验研究中被国内外众

多研究者作为首选放电方式［6-7］。

在气体火焰燃烧时，由电子激发态粒子发出的

紫外光、可见光范围内不连续的光谱称为化学发

光［8］，由于激发态自由基的辐射带各不相同，可以使

它们从宽辐射带中分离出来。在甲烷等碳氢燃料燃

烧时，CH*是发射化学发光的主要粒子［9］，对于扩散

火焰结构，可通过 CH*自发辐射图像来识别火焰反应

区域［10-11］。活性基自发辐射是火焰的重要特性，通过

测量其空间分布和辐射强度是分析表征火焰燃烧状

态的重要手段［12-13］。

目前，国内外针对等离子体强化碳氢燃料燃烧

已经开展了较多研究，并基于 CH*等活性基自发辐射

分析了火焰的结构、局部混合比和释热速率等燃烧

特性的变化。Giorgi等［1］采用高频交流电源，分析了

等离子体激励对甲烷扩散火焰和反扩散火焰 CH*辐
射的影响，结果表明活性基分布在燃料流量较低时

更易受放电的影响，在等离子体作用下火焰中心线

CH*辐射强度峰值会向燃烧器出口移动，初始反应区

不断缩小。Lacoste等［14］为分析纳秒脉冲放电等离子

体对空气/甲烷旋流预混火焰燃烧稳定性的影响，根

据火焰速度和 CH*辐射定义了火焰传递函数并以此

分析了火焰稳定性，实验表明在声学干扰下等离子

体激励使火焰振荡幅度减小了一个数量级。Kim
等［15］根据甲烷预混射流火焰 CH*自发辐射图像定义

火焰抬升高度，作为火焰燃烧稳定性的依据，考察了

不同环境温度下等离子体对火焰抬升高度的影响，

结果表明随温度升高等离子体作用效果减弱，并认

为该现象是温度升高使放电中间产物 CO，H2等生存

时间缩短导致。Tang等［7］分析了在放电功率 4W时

空气/丙烷反扩散火焰下游主燃区的活性粒子的辐射

强度变化，结果显示在等离子体作用下火焰上游根

部的燃烧增强，同时下游的 CH*，OH*等辐射强度会

减弱。当前，国内外虽然对等离子体强化燃烧开展

了较多实验研究，但由于燃烧形式和燃料的多样性，

具体到每种燃料在单一燃烧方式下的研究工作还相

对较少。对于甲烷同轴剪切扩散燃烧时的等离子体

控制效果研究，国内外仅有少量公开文献报道［16-17］，

主要分析了等离子体对火焰燃烧稳定性的影响，但

对火焰形态、局部掺混和结构特征等众多特性的变

化仍不明确，有必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为分析等离子体对空气/甲烷同轴剪切气-气喷

注扩散火焰的控制效果，本文基于高频交流电源激

励，采用同轴圆柱构型 DBD激励器，在燃烧器的外喷

嘴环缝空气通道实现体放电以激发等离子体，主要

根据 CH*空间分布和辐射强度表征火焰变化，通过改

变气流流量、当量比和放电电压，研究火焰在不同燃

烧工况下，施加等离子体后 CH*自发辐射图像、火焰

高度、CH*径向分布和燃烧释热速率的变化规律，以

及放电电压变化对等离子体控制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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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系统与测量方法

实验采用的燃烧器为同轴剪切喷嘴构型，其上

敷设有同轴双圆柱构型 DBD激励器，具体结构和尺

寸参数如图 1所示。其中，燃烧器内喷嘴采用 Al2O3
陶 瓷 材 料 制 成 ，喷 嘴 出 口 直 径（di）15mm，外 直 径

25mm；外喷嘴为石英玻璃管，内壁面直径 30mm，外

壁面直径 32mm，管壁厚为 1mm，外喷嘴环缝通道宽

度为 2.5mm。内喷嘴出口端面相对外喷嘴缩进 6mm。

燃烧器与集气瓶供气系统连接，内喷嘴和外喷嘴通

道分别输送甲烷、空气，采用玻璃转子流量计调节气

体流量。DBD激励器两电极均为铜箔材质，其中高

压电极敷设在外喷嘴外壁面，以石英玻璃管作为介

质阻挡层，电极宽度 30mm，其上沿距外喷嘴出口端

面 16mm；地电极和高压电极宽度一致，并与高压电

极沿垂直方向对齐敷设在内喷嘴外壁面上。高压电

极与等离子体电源高压输出端连接，地电极连接电

源低压端并接地，当激励器工作时会在外喷嘴环缝

对空气放电产生等离子体。

等离子体激励电源为 CTP-2000K型高频高压正

弦交流电源，电源中心频率设定为 8kHz。实验使用

Tektronix P6015A高压探头和 Pearson线圈分别测量

激 励 器 上 的 电 压 、电 流 信 号 ，并 通 过 Agilent
DSO3024A示波器显示采集数据。

CH*激发态自由基辐射图像可通过相机配合使

用光学窄带滤镜拍摄获取［18］，中心波长 430nm，带宽

10nm，实验使用相机型号为 Cannon 600D，滤镜测量

的 CH*辐射带为 A2Δ→X2II（0，0），安装滤镜后相机水

平对火焰拍摄以获取 CH*辐射图像。值得注意的是，

火焰碳烟发出的连续辐射光谱会对 CH*测量带来一

定干扰，但由于甲烷碳含量较低，CH*辐射受碳黑辐

射影响较弱，本文参照现有甲烷燃烧实验做法［2，18-19］，

忽略了碳烟辐射对 CH*自发辐射图像的影响。CH*
主要由甲烷燃烧热解产生，其辐射强度经常用于表

征碳氢燃料释热速率［20］，但同时也受当量比和应变

率的影响，实验在不需要精确量化 CH*辐射强度与释

热速率关系时，可以将 CH*辐射强度和释热速率近似

成正比关系［12］。

为分析不同燃烧工况下等离子体对火焰控制效

果，以及随放电电压的变化规律，实验设定放电频率

f=8kHz保持不变，放电电压峰-峰值 Upp由 22~30kV变

化。分别在空气流量 ṁair为 10，15，20和 25L/min时，

通过改变甲烷流量实现不同工况下的燃烧，具体参

数如表 1所示，同时表中列出了不同条件下对应火焰

全局当量比 Φoverall（以下简称当量比）、射流出口平均

速度 u，射流雷诺数 Re和空气-甲烷动量比 M（O/F）（以

Fig. 1 Schematic of burner and plasma actuator (mm)

Table 1 Different combustion conditions in experiment

ṁair/（L/min）
10
10
10
15
15
15
20
20
20
25
25
25

Φoverall
0.6
1.0
1.4
0.6
1.0
1.4
0.6
1.0
1.4
0.6
1.0
1.4

ṁCH4 /（L/min）
0.6
1.0
1.4
0.9
1.5
2.1
1.2
2.0
2.8
1.5
2.5
3.5

uair/（m/s）
0.77
0.77
0.77
1.16
1.16
1.16
1.54
1.54
1.54
1.93
1.93
1.93

uCH4 /（m/s）
0.06
0.10
0.13
0.09
0.14
0.20
0.11
0.19
0.27
0.14
0.24
0.33

Reair
298
298
298
449
449
449
596
596
596
747
747
747

ReCH4

53
88
123
79
132
185
106
176
246
132
220
308

M（O/F）
410
148
75
410
148
75
410
148
75
410
148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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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动量比）等多种射流参数。

3 结果与讨论

3.1 CH*自发辐射图像

对于扩散火焰燃烧，通过测量自发辐射强度分

布是研究火焰结构的有效手段，甲烷燃烧能够在 CH
（A2Δ→X2II）产生 CH*自发辐射主要为 C2H+O2→CO2+
CH，C2H+O→CO+CH和 C2+OH→CO2+CH三步基元反

应［21］。为考察等离子体对火焰 CH*空间分布的影

响，图 2分别给出了表 1不同燃烧工况在电压峰-峰
值 Upp=22，26，30kV时的 CH*自发辐射图像，相机设

定感光度 ISO100，光圈 f/18，采用 4s长时曝光以获取

时均效果［1］，图中内喷嘴出口端面对应纵坐标 0mm，

并用白色水平线标出。自发辐射图像将光强度值在

0~255分级采用云图表达，显示了 CH*辐射强度的分

布特征，由于辐射强度大小反映了 CH*浓度高低，因

此自发辐射图像同时表征了 CH*浓度分布［2，18］。为

分区域描述火焰特性变化，根据 CH*分布特征将火焰

分为上游和下游两个区域，火焰上游是指从喷嘴出

口开始中心轴线 CH*辐射强度较弱，两侧有明显剪切

燃烧层的区域；火焰下游是指在剪切燃烧层特征结

束后沿轴线继续燃烧直至结束的区域，具体如 ṁair=
10L/min，Φoverall=0.6无放电时的火焰标注所示。

根据图 2可知，未施加等离子体时，在 ṁair=10~
25L/min四种流量下，火焰 CH*分布长度随当量比提

高逐渐增大，这主要归结为两方面原因：一是空气雷

诺数一定时，当量比的增大意味着燃料流量增大，相

应地会提高火焰长度，文献［22］得到了类似变化规

律；二是随当量比增大动量比发生降低，对于同轴剪

切射流降低动量比会减弱空气射流对甲烷的卷吸能

力，造成火焰上游掺混程度降低［1］，从而促进了下游

反应区增大。

团队先前研究表明，在外喷嘴环缝施加的介质

阻挡体放电除具备活化效应外，同时伴随显著气动

效应，该效应会于喷嘴出口初始增强空气/甲烷掺混，

增大射流沿下游发展的扩张角度［16］。结合图 2可以

看出，DBD激励器开启后，在等离子体活化效应与气

动效应双重作用下，CH*空间分布特征发生明显变

化，主要表现在火焰上游喷嘴附近和火焰下游锥形

头部区域。其中，喷嘴附近在放电后 CH*辐射强度有

不同程度增大，分布宽度有一定扩展，火焰头部主要

表现为 CH*空间分布范围和辐射强度特征的变化。

此外，在空气流量较低时部分放电工况火焰径向有

明显右侧偏斜，具体如 ṁ air=10L/min 时（Φ overall=0.6，

Upp=22~30kV；Φ overall=1.0，Upp=26~30kV；Φ overall=1.4，
Upp=22kV），ṁair=15L/min 时（Φoverall=0.6，Upp=30kV）工

况所示，这可能因为空气流量低不仅射流动量小，使

流场对等离子体气动激励更为敏感，而且在流量较

低时因斑图特性会增强放电的不均匀性［16，23］，所以火

焰有不同程度偏斜。

针对 CH*空间分布高度，根据图 2（a）可知，ṁair=
10L/min流量较低时，在不同当量比下放电后的火焰

CH*空间分布高度均发生降低，并随电压增大高度

下降更加明显，而空气流量进一步增大后，根据图

2（b）~（d）可知放电后火焰 CH*分布高度均未发生明

显下降，据此现象分析 CH*高度变化可能主要与射流

雷诺数和等离子体气动效应有关：其中 ṁair=10L/min
时，空气射流雷诺数很低仅为 298，使射流湍流行为

较弱接近层流流动，火焰上游掺混度不高，放电后等

离子体气动效应有效增强了上游空气/甲烷掺混，促

进甲烷上游燃烧，并随放电电压增大掺混能力逐渐

增强［16］，因此使 CH*分布高度降低，且随电压增大效

果更为明显；而空气流量增大后，射流雷诺数的增大

提高了湍流强度，从而促进燃料掺混［24］，在无放电时

已具有较高掺混度，使等离子体气动效应强化掺混

空间有限，以致反应区高度变化并不明显。

此外，火焰下游 CH*辐射强度的变化规律也验证

了上述对 CH*分布高度变化解释的合理性，在 ṁair=
10L/min由于火焰上游掺混在放电后得到明显提高，

增强了上游燃烧强度，促进了甲烷提前燃烧，造成在

贫燃或恰当比时下游甲烷不足使火焰头部 CH*辐射

强度减弱，该变化正如图 2（a）中 Φoverall=0.6，1.0时所

示：其中，在 Upp=22kV时气动效应弱，对下游影响较

小，CH*分布高度和下游辐射强度均无显著变化；至

Upp=26，30kV时气动掺混能力明显增强，提高了火焰

上游掺混使甲烷局部当量比增大，如图所示使得上

游 CH*辐射强度在部分区域明显增大，同时火焰下游

头部 CH*辐射强度明显降低。在Φoverall=1.4富燃条件

下，由于燃料过量，尽管上游燃烧强度增大，仍有充

足甲烷在下游燃烧，在活化效应作用下，随着空气电

离产生的基态及激发态 O原子，O3分子等活性物质及

燃烧中间产物向下游传播，有效加速了下游燃烧，使

得火焰头部 CH*辐射明显增大，同时也表明该处释热

速率得到提高。

ṁ air=10L/min后空气流量进一步增大，根据图 2
（b）~（d）可知，放电后火焰下游 CH*分布高度均未

明显降低，而辐射强度有不同程度增大。其中，在

Φoverall=0.6，1.0贫燃或恰当比条件下，不同空气流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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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电后火焰下游 CH*辐射强度均有明显提高，根据前

文所述空气流量增大后等离子体提高上游掺混程度

有限，未导致甲烷在上游过度提前燃烧造成的下游

燃料减少，同时等离子体活化效应提高了燃烧强度，

因此使下游 CH*辐射强度有明显提高。此外，CH*辐
射强度增强较明显工况主要集中于电压峰-峰值 22，
26kV，而 30kV则会略微下降，这可能是因为 30kV气

动效应较强，提高了上游燃烧强度，一定程度上降低

了下游甲烷含量所致。在 Φoverall=1.4富燃状态下，下

游 CH*自发辐射变化与 ṁair=10L/min基本一致，在不

同电压下辐射强度均有显著提高，值得注意的是，除

辐射强度增大之外，火焰头部 CH*分布区域也有明显

扩大，这说明在燃料充足条件下，等离子体激励不仅

提高了下游燃烧释热速率，同时扩大了燃烧范围，可

有效促进甲烷与空气的充分燃烧。

在火焰上游喷嘴出口附近，可以看到，ṁair=10~
25L/min实验范围内，放电后部分工况 CH*辐射强度

有所增大，该现象在当量比较低时更易发生，且随电

压峰-峰值提高效果更为明显。由于等离子体气动

掺混效应是对射流从喷嘴出口的初始气动扰动后，

沿下游发展过程中空气/甲烷掺混得到持续增强的作

用效果，而 CH*辐射强度的增大仅在喷口附近，和周

围存在明显的梯度差，与增强掺混的连续作用效果

变化趋势并不一致，因此可以判断喷嘴处 CH*辐射强

度的增大主要与等离子体活化效应有关，并随电压

增高电离度增大，CH*辐射强度更为明显。此外，该

现象之所以在当量比较低时更容易发生，这可能主

要与动量比有关，根据表 1可知 Φoverall=0.6时动量比

约为Φoverall=1.4的 5.5倍，由于较高的动量比使空气对

燃料具有更强的卷吸掺混能力，可知当量比较低时

在喷嘴出口处空气/甲烷的掺混度要显著高于当量比

较高状态，而局部预混增强能够更好发挥活化效应

强化燃烧作用，因此在当量比较低时放电后更容易

提高喷嘴附近的 CH*辐射强度和燃烧释热速率。

3.2 火焰高度

对于同轴剪切扩散燃烧，火焰高度一般是指是

从燃烧器出口至火焰中心线上氧化剂/燃料为恰当比

的位置，通过测量火焰中心线 CH*辐射强度分布曲线

的峰值位置是确定火焰高度的一种主要方法［25］。据

此本文获取了图 2中火焰 CH*自发辐射图像中心线

处宽度 3mm的辐射强度分布曲线，并将曲线峰值与

内喷嘴出口之间的距离定义为火焰高度 Hf，得到的火

焰高度随电压变化曲线如图 3所示。根据图 2中 CH*
空间分布高度与图 3火焰高度对比可知，除在 ṁair=

10L/min二者均显著降低的规律相同以外，在空气流

量 15~25L/min内，根据图 2（b）~（d）可知放电后不同

电压下 CH*空间分布高度没有明显变化，而图 3（b）~
（d）中放电后火焰高度变化趋势发生明显改变，可知

CH*辐射区高度与火焰高度变化趋势并不一致，作为

火焰结构的重要特征参数，因此有必要对火焰高度

进行上述单独分析。

根据图 3（a）可知，ṁair=10L/min不同当量比下的

火焰高度在放电后均发生明显降低，其变化趋势与

图 2（a）中 CH*空间分布高度变化规律基本一致，该

变化应该与前文所述后者的变化原因相同，主要是

该空气流量下等离子体气动掺混明显减小了燃烧反

应区所致。值得注意的是，Upp由 26kV增大至 30kV
时，3种当量比下火焰高度均没有进一步降低，可知

火焰高度在降低到一定程度后随电压增大很难再发

生下降。ṁair=10L/min后空气流量继续增大，根据图 3
（b）~（d）可知，火焰高度变化趋势发生改变，这主要

是因为火焰初始无控制燃烧状态发生变化，使得等

离子体在不同燃烧状态下的表现出的活化效应和气

动效应的作用程度也有所不同。

其中，在 ṁair=15L/min，根据图 3（b）可知，Φoverall=
1.0，1.4时放电后火焰高度随着电压提高呈先减小、

后增大变化趋势，结合 ṁair=10L/min时得出的气动掺

混效应会降低火焰高度这一结论进行分析可知，火

焰高度的增大主要是因为等离子体活化效应的作用

结果，具体地在 Upp=22kV时受气动掺混效应影响更

为显著，因此降低了火焰高度，至 Upp=26，30kV时空

气电离度增大，这有利于提高甲烷燃烧效率，促进甲

烷完全燃烧，在燃料相对较多的 Φoverall=1.0，1.4体现

更为明显，因此下游甲烷的充分燃烧扩散大了燃烧

范围，又使得火焰高度继续增大。而在 Φoverall=0.6贫
燃状态下，放电后火焰高度开始并没有发生明显变

化，直到 Upp增大至 30kV火焰高度才有明显降低，根

据前文 3.1节分析得出的结论，这是因为Φoverall=0.6时
动量比最高在未放电时已经具有很强的空气/甲烷掺

混，因此等离子体气动掺混效应体现并不明显。此

外，由于该状态甲烷含量较低，且空气/甲烷掺混度较

高，可以判断在未施加等离子体时甲烷已经实现了

较充分的燃烧，以致在 Upp=30kV活化效应较强作用

下，并没有与 Φoverall=1.0，1.4一样发挥促进甲烷充分

燃烧的作用，该状态下活化效应主要表现为提高燃

烧反应速率，加速甲烷燃烧，因此使得火焰高度发生

降低。

当空气流量进一步增大到 ṁair=20，25L/min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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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图 3（c）~（d）可知火焰高度曲线相比 ṁair=15L/min
时又发生明显改变。Φoverall=0.6，1.0两种当量比下的

火焰高度曲线变化规律较为一致，随着放电电压增

大均呈先增大、后减小走势。文献［24］表明随着射

流速度增大，燃料在火焰区驻留时间缩短是导致燃

烧不充分的重要因素，据此分析在放电开始后火焰

Fig. 2 CH* chemiluminescence images with different discharge vol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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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首先增大，这可能是因为空气流量增大至 ṁair=
20L/min，25L/min时甲烷发生了明显的不完全燃烧，

而在等离子体激励后提高了甲烷的燃烧程度，使得

火焰燃烧区继续向下游发展，因此火焰高度出现增

大。随着电压继续提高甲烷逐渐接近完全燃烧，此

时火焰高度应达到最大值，在此之后继续提高电压

等离子体活化和掺混效应会进一步增强，因此火焰

高度又转为下降。其中，ṁair=20L/min两种当量比的

高度曲线在 Upp=26kV便发生明显下降，而 ṁair=25L/
min时这一变化在 30kV发生，可知在较高射流速度

时为获得相同效果需要更高的激励强度才能实现，

这是因为电压不变时等离子体气动效应和电离度在

更高射流速度下相对减弱所致［16］。

3.3 CH*辐射强度径向分布

为进一步分析等离子体激励对火焰 CH*自发辐

射特性的影响，图 4~图 6根据图 2每种工况 CH*自发

辐射图像，对应给出了火焰上游区域距内喷嘴出口

分别为 di，2di，3di三种不同高度处 CH*径向辐射强度

分布曲线。结合图 4~图 6可知，在未施加等离子体激

励时，曲线呈“M”形，以喷嘴轴线 r=0为中心两侧近似

对称分布，CH*辐射强度峰值分别位于轴线两侧。当

相机沿水平方向垂直于火焰观察时，三维的火焰结

构投影到二维平面上，因此图中曲线可以看作是中

心甲烷射流注入两侧空气射流所形成流场结构的分

布特征［10］。中心甲烷在与两侧空气接触时，在剪切

层被动量更高的空气卷入发生掺混形成初始燃烧反

应，因此 CH*辐射强度曲线形成两侧各有峰值的对称

分布结构。对同一 CH*分布图像，可以看出，不同高

度时的曲线形状特征有一定区别，在距离喷嘴出口

较近为 di时，两侧峰值的边沿斜率更大，形状更加尖

锐，阶跃性明显，与周围存在较大差值；当距离喷嘴

较远高度为 3di时，峰值减小，其边沿斜率降低，与周

围差值减小，形状更为平缓。据此现象可知，在空气/
甲烷初始掺混时，形成的燃烧层厚度较窄，沿径向的

燃烧程度差异明显，随着射流向下游发展，燃烧层伴

随掺混持续发展宽度明显增大，其中在 ṁair=10~25L/
min，Φoverall=0.6，1.0时以 r=0.5di为参考位置燃烧向两

侧空气发生明显扩展；在 ṁair=20L/min，Φoverall=1.0，1.4
和 ṁair=25L/min，Φoverall=0.6~1.4向中心甲烷扩展明显。

在图 4~图 6中，施加等离子体激励后，CH*强度

曲线在等离子体作用下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体现

在峰值大小、峰值边沿斜率及 CH*径向分布范围的变

化，且在不同高度处对曲线的影响程度和趋势也有

所不同。

当距离喷嘴为 di时，根据图 4分析，在等离子体

作用下，以 CH*辐射强度值 0作为其径向分布宽度截

止阈值，可以看出相比未放电时 CH*宽度显著增大，

具体在无放电时单侧约为 r=0.5di增大至放电后 r=Fig. 3 Curves of Hf varied with discharge vol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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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di左右，且随电压增大 CH*扩展宽度更大，这进一

步验证了等离子体气动效应可有效增强上游空气/甲
烷掺混程度，同时扩展了甲烷径向分布，实现剪切层

更宽范围的燃烧。此外，CH*辐射峰值大小和两侧峰

值之间辐射强度均发生明显下降，且根据多种工况

（ṁair=15~20L/min，Φoverall=1.0~1.4；ṁair=25L/min，Φoverall=
1.0~1.4）可知随着放电电压提高峰值降幅主要呈增

大变化趋势，结合图 2分析，这一变化可能是喷嘴出

口附近放电后的剧烈燃烧降低了与空气接触一侧附

近区域的甲烷浓度所致，也有可能是等离子体气动

效应下空气射流湍流形态增强，径向扩散快速稀释

了由卷吸与空气掺混的甲烷浓度所致。值得注意的

是，仅在 ṁair=10L/min，Φoverall=0.6，1.4时 Upp=30kV的两

种工况下，等离子体作用下 CH*强度峰值发生显著增

大，出现反向趋势，结合前文该状态下火焰高度较

低，且放电后火焰高度明显缩短这一现象，有可能是

Fig. 4 CH* chemiluminescence radical intensity profiles at the same downstream distance of 1di from inner injector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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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该工况受等离子体作用明显，待激励强度达到

某种程度后火焰上游燃烧结构发生一定变化造成。

当 距 离 喷 嘴 为 2di 时 ，根 据 图 5 可 知 ，除 ṁ air=
10L/min工况外，等离子体激励在其他空气流量下对

此高度下的燃烧影响并不明显，不同放电电压下的

CH*辐射峰值和径向分布宽度与未放电状态基本相

同。但与高度 di处放电时的状态相比则变化明显，由

于在 di处等离子体降低了 CH*辐射强度峰值、扩大了

CH*分布范围，而此处相对未放电无明显变化，因此

在 2di处的控制效果相对于 di处可以看作是增大了

CH*辐射强度峰值，收窄了 CH*分布宽度。此外，在

ṁair=10L/min空气流量较低时，相比未放电状态等离

子体激励则会产生明显影响，CH*分布宽度和辐射强

度峰值均得到明显增大。此外，该流量下大部分放

电工况曲线两侧分布明显不对称，导致这一现象的

因素可能与前文 3.1节该流量下放电后 CH*自发辐射

Fig. 5 CH* chemiluminescence radical intensity profiles at the same downstream distance of 2di from inner injector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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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易发生径向偏斜的原因相同，主要与空气流量

较低有关，在较低流量下增强了放电不匀均产生的

扰动所致。

当距离喷嘴为 3di时，根据图 6可知，等离子体对

CH*辐射强度的增强效果进一步凸显，在图中所有燃

烧工况下施加等离子体后两侧辐射强度峰值均有不

同程度增大，峰值边沿斜率降低，高强度辐射区域径

向宽度增大，且随电压升高激励强度增大作用效果

更为明显，可知在等离子体气动和活化效应作用下，

有效提高了此处的剪切层释热速率和燃烧强度，同

时空气流量较低时可径向增强燃烧强度。对于 CH*
径向分布宽度，在 ṁair=20L/min，25L/min流量较高条

件下，放电后 CH*分布并没向两侧空气发生明显扩

展，不同放电电压下的分布宽度与未放电时基本一

致；在 ṁair=10L/min，15L/min流量较低时，CH*向空气

一侧则有明显扩展，此外 CH*峰值径向位置在部分工

Fig. 6 CH* chemiluminescence radical intensity profiles at the same downstream distance of 3di from inner injector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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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有不同程度偏移，这是因为空气流量较低时受不

均匀放电的离子风影响火焰发生偏斜所致。根据上

述变化可知等离子体气动效应随着空气射流增大控

制能力逐渐减弱，这与前文得出的结论一致，团队前

期研究工作尽管表明等离子体可有效增强射流湍流

强度，增大下游的射流宽度［16］，但该现象表明其气动

效应对上游区域甲烷的扩散控制能力有限。

根据上述等离子体对 di~3di不同高度下 CH*辐
射强度径向分布的影响规律综合分析可知，在不考

虑放电后喷嘴出口附近剧烈燃烧时，等离子体激励

对火焰上游区域燃烧的影响，在距离喷嘴出口较近

时主要表现为降低空气/甲烷剪切层火焰释热强度，

同时会促进甲烷向外侧空气的扩散掺混，随着向下

游发展，对火焰释热强度的影响由减弱转为增强，并

随射流发展作用效果更加明显，但对甲烷径向扩散

能力逐渐减弱。等离子体对火焰上游燃烧的这一影

响规律会随着放电电压的提高而增强，同时会随着

射流速度增大作用效果逐渐减弱。

4 结 论

本文开展了介质阻挡体放电对空气/甲烷非预混

扩散火焰燃烧影响的实验研究，基于 CH*自发辐射分

析了火焰特性变化规律和等离子体作用机理，得到

的主要结论有：

（1）介质阻挡体放电具有明显气动效应，在空气

流量较低时，该效应可显著增强火焰上游空气/甲烷

掺混，促进上游甲烷燃烧，从而降低 CH*空间分布高

度，并随放电电压增大作用效果逐渐增强；在空气流

量增大后，气动作用效果减弱，CH*分布高度变化不

明显，但火焰下游头部 CH*辐射强度和分布范围明显

增大。

（2）在等离子体激励下，燃烧器喷嘴出口附近火

焰燃烧释热速率会显著增大，这一现象在空气-甲烷

动量比较大时更容易发生，且随着放电强度增大效

果更为明显。

（3）在火焰上游区域，等离子体气动效应可有效

扩展甲烷径向分布，实现剪切层更宽范围燃烧，但随

着沿下游发展对甲烷扩散能力逐渐减弱；等离子活

化效应会明显提高剪切层燃烧强度，并随射流发展

作用效果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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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蒙特卡罗法的航空发动机空气系统
稳态算法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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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目前航空发动机空气系统稳态算法中收敛性依赖初值的问题，将蒙特卡罗方法与流体

网络法综合应用到空气系统可压缩流体一维网络计算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计算方法Monte Carlo-Fluid
Network（MC-FN）。该方法将空气系统简化为由节点和元件组成的网络，借助蒙特卡罗方法获得空气系

统内各节点压力分配，再根据空气系统中各元件流阻特性和换热特性计算流量、温度。计算中通过将游

动次数比较少的蒙特卡罗方法的计算结果作为流量残差法节点压力、温度的初始值，实现快速求得精确

收敛解。与流量残差算法相比，MC-FN方法计算精度不变，收敛速度提升了 66.5%；与线性求解法相

比，MC-FN方法的计算精度提升了25.2%，收敛速度提升了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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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Steady State Algorithm for Aero Engine
Air System Based on Monte Carlo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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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solve the initial value dependence occurred in the current aero-engine air system steady-
state algorithm，a new calculation method Monte Carlo-Fluid Network（MC-FN），which combined Monte Carlo
（MC）method and fluid network method，was applied to solve 1D network calculation of compressible fluid in air
system. The air system was simplified as a fluid network comprised of nodes and elements. The pressure distribu‐
tion of each node was calculated by the MC method，and then the mass flow rate and temperature were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flow resistance characteristics and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element in the air system. An
accurate convergence solution can be quickly obtained by using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he MC method with rel‐
atively few walking times as the initial value of the node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of the flow residual method.
Compared with the flow residual method，the calculation accuracy of the MC-FN method is not improved，bu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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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gence speed increases by 66.5%. Compared with the linear solution method，the calculation accuracy of
the MC-FN method is improved by 25.2%，and the convergence speed increases by 43.8%.

Key words：Air system；Compressible；Steady state calculation；Monte Carlo method；Fluid network
method

1 引 言

空气系统是航空发动机中重要的功能系统，其

工作状况直接影响发动机的安全、可靠和高性能运

转。目前航空发动机设计点的研究中，空气系统分

析大多仍采用稳态计算方法，提高空气系统的计算

速度和精度一直是设计人员的追求。

在求解空气系统时，通常将复杂流路简化为由

节点和元件组成的网络系统，通过求解网络系统的

质量和动量守恒方程组来得到空气系统沿程参数分

布［1-2］。在空气系统稳态计算研究中，最常用的是流

体网络法。Kutz等［3］采用流体网络法对某发动机空

气系统进行了数值模拟，并对多种基本的通流元件

性能进行了分析及实验测试。 Jose等［4］建立了空气

系统中的腔室和流动通道的一维网络模型，展示了

空气系统设计参数对高压涡轮总功率和冷却工质的

影响。陶智等［5］使用流体网络方法，在压力修正、流

热耦合方法基础上引入系数迭代修正求解，提高了

计算精度。王新军等［6］在求解空气系统内流量的分

配的问题上，使用逐步简化空气系统网络的方法，并

编制出了空气系统流动特性的通用计算程序。孙科

等［7］将流体网络法应用到压缩空气供应系统中，设计

了一种新型数据结构用来表达空气网络，计算结果

与实验值相吻合。

流体网络算法相对成熟，但求解过程中需要反

复迭代求解非线性守恒方程组，计算量过大，并且在

求解复杂网络和复杂部件时计算稳定性有赖于初值

的设置，难以获得收敛解。为了提高收敛速度，Mull‐
er［8］在对各节点压力赋初值时，把节点的压力取做相

邻两节点压力的平均值，但这种初值赋予方法只适

用于网络内相邻元件流阻特性差别不大的情况。

Chowdhury等［9］采用过一种“逐点计算”的方式求解守

恒方程组，避免了将流体网络模型中所有节点的未

知量联立求解，减少了计算量，但在计算时需要预先

估算冷却回路的空气流量。张婷婷等［10］提出一种初

值赋值规律，扩大了网络节点残量算法的收敛范围。

包航凯［11］针对动量方程中压力与流量之间的非线性

格式，采用了“线性化”的方法，简化计算难度，同时

引入了松弛因子以增加算法收敛性，但只给出了燃

气涡轮叶片中孔道类元件的“线性化”方法。

在网络节点法之外，考虑到蒙特卡罗法具有求

解简单、灵活且对初值不敏感的优点，部分学者尝试

将蒙特卡罗法应用到一维流体网络的求解过程中。

白建辉等［12］在进行天然气管网稳态分析时，将蒙特

卡罗方法的计算结果作为牛顿迭代法节点压力的初

始值进行计算，这种组合式算法极大提高了计算效

率。胡肖肖等［13］引入蒙特卡罗方法对航空发动机稳

态空气系统网络进行计算，计算结果与 Flowmaster基
本吻合，这种方法对初值设置并不敏感，但没有考虑

流体可压缩性和固体域传热对计算结果的影响，计

算精度有限。

为了解决目前稳态空气系统算法在求解复杂网

络时收敛速度和稳定性较低的问题，本文将蒙特卡

罗方法计算的结果作为流量残差法节点参数初值，

开发了一种快速求得精确收敛解的计算程序，对发

动机稳态空气系统一维网络展开计算，并将该计算

方法命名为MC-FN（Monte Carlo-Fluid Network）。

2 方 法

2.1 计算模型

图 1为发动机涡轮部件空气系统结构简图，其中

数字表示节点编号，箭头为冷气流动方向。本文以

该涡轮部件为例进行空气系统稳态计算，并将 MC-
FN程序计算结果与流体网络法计算结果进行比较。

图 2给出了该空气系统的流体网络拓扑图，节点

1，12为压力和温度已知的进口边界结点；7，11，13为
压力已知的出口边界节点，其余节点为内部节点。

Fig. 1 Secondary air system of turbine 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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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空气系统的主要流路为高压压气机出口引出的气

流，经燃烧室内机匣孔进入预旋喷嘴，经预旋喷嘴降

温后流入涡轮盘腔 1并分成两股气流，一股气流通过

轮盘前的上封严篦齿流入主流道，一股气流沿轮盘

向底部流动与卸荷腔气流掺混后进入涡轮盘腔 2，再
从轮盘后的上封严篦齿流入主流道。

2.2 工况设置

表 1中给出了涡轮部件空气系统中 5个边界节

点在两种不同工况下的总压和进口总温，p*1 和 T *
1 为

Condition 1，p*2和 T *
2 为 Condition 2，分别对应起飞和巡

航状态。

2.3 研究方法

流体网络法求解可分为建立流体网络模型、建

立控制方程组，求解非线性控制方程组三部分。

2.3.1 建立流体网络模型

其中流体网络模型建立过程参考文献［14-15］。

求解空气系统时，一般将流路系统简化为由流体元

件和节点组成的网络，在节点处建立质量、能量守恒

方程，在元件处建立动量守恒方程［14］。

如图 2所示，流体网络模型由节点和元件组成。

元件是指空气系统中具有一定流阻和换热特性的零

件和装置，主要分为管道、孔、腔室、预旋装置和封严

装置，其中集气环和盖板腔视为腔室元件。而节点

定义为元件的进口和出口，网络中流体的温度和压

力定义在节点上。

2.3.2 基本控制方程组

定义空气系统中任一内部节点 i（i为节点编号）

处流进节点的流量为正，流出节点的流量为负，则节

点 i处的质量守恒方程为

∑
j = 1

n

mij = 0 （1）
式中 mij为进出节点 i的第 j段分支的质量流量。

对于管道、孔、腔室，压力损失方程为

p*out - p*in = ρω2 r
2
out - r2in
2 - ρξ2

L
D ( mρA s )

2

（2）
式中 p*in和 p*out为元件进、出口总压，ρ为元件内流

体平均密度，ω为元件旋转角速度（对于静止元件，角

速度可作为 0），r in和 rout为元件进出口平均旋转半径，

ξ为元件的阻力系数（ξ大小与元件的几何结构和雷

诺数大小有关［13］），L为元件长度，D为元件当量直径，

A s为元件横截面积。

对于预旋喷嘴、压力和流量的关系满足下式

m = CD ⋅ AN p*in

R ⋅ T *
in

2k
k - 1 ( )( )p out

p*in

2
k

- ( )p out
p*in

k + 1
k

（3）

式中 CD 为元件的流量系数（CD 的大小和喷嘴进

出口压比、出口气流旋转比 β有关，β定义为气流周向

速度与转盘旋转速度之比［16］），AN 为喷嘴的喉部面

积，R为气体常数，T *
in 为进口总温，k为等熵指数，p out

为出口静压。

对于篦齿封严结构，压力和流量的关系参考文

献［17-18］。

m = AR ⋅ CD ⋅ Γ ⋅ p*in

R ⋅ T *
in

1 - ( )p*out /p*in 2

n - ln ( )p*out /p*in （4）

式中 AR 为齿顶与衬套之间的环形面积，Γ为透

气效应修正系数（CD 和 Γ的大小取决于篦齿的几何

结构和雷诺数［18］），n为齿数。

对应的能量守恒方程为

m ( )H *
out - H *

in = mω
2

2 ( )r2out - r2in + hA ( )TW - T f
H* = cpT *

（5）

式中 H *
in和 H *

out分别为元件进出口节点总焓，h为

流体与壁面的换热系数，A为流体与壁面的换热面

积，TW为壁面平均温度，T f为流体在元件内的平均温

度，cp为定压比热容，T *为流体总温。

求得节点处压力和温度后，根据理想气体状态

方程可以得到元件内平均密度为

Fig. 2 Fluid network of the computational model

Table 1 Known conditions of boundary nodes

Node
1
7
11
12
13

p*1 /kPa
1987.7
982.0
848.5
1279.1
870.1

T *1 /K
758.58
-
-

654.17
-

p*2 /kPa
921.5
472.2
408.9
614.5
423.5

T *2 /K
671.68
-
-

6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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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 = 1
2R ( p inT in + p out

T out ) （6）
式中 T in和 T out为元件进、出口静温；p in和 p out元件

进、出口静压。

2.3.3 流量残差算法

稳态空气系统计算问题归结于对上述非线性控

制方程组的求解问题。传统的流体网络法中，采用

流量残差算法求解非线性控制方程组。

根据质量守恒方程，进出节点 i的质量流量之和

为零，但由于求解时预设的压力值和实际值有偏差，

由此会产生一个流量残差。假设节点 i相邻的元件

编号为 ij，ik，il，残差值由下式得到

Δmi = mij + mik + mil （7）
要满足流量守恒关系式，需各元件进行流量补

偿，补偿后的流量应该满足

(mij + Δmij) + (mik + Δmik) + (mil + Δmil) = 0（8）
将式（7）代入到式（8）中可以得到

-Δmi = Δmij + Δmik + Δmil （9）
因为在几何参数一定的情况下，质量流量是进

出口压力的函数，所以有

Δm = ∂m∂p in Δp in +
∂m
∂p out Δp out （10）

联立式（9）和式（10）可以得到

( ∂mij

∂pi +
∂mik

∂pi +
∂mil

∂pi )Δpi + ∂mij

∂pj Δpj +
∂mij

∂pk Δpk +
∂mil

∂pl Δpl = -Δmi

（11）

对网络内所有节点写出类似的关系式，便得到

与节点数相等的关系式，形成求解压力校正量的方

程组，并可用下面的矩阵形式表示

[ C ]N{Δp}N = -{Δm}N （12）
式中［C］是 N维雅可比系数矩阵，由各分支流量

对进出口压力的偏导数组成，{Δp}和{Δm}分别为压

力校正值和流量残差。

因为式（11）中相关系数与压力有关，所以对压

力和流量校正后需要迭代求解，直到残差比 ep小于设

定值

ep = || Δp
p

（13）
2.3.4 线性求解算法

流量残差算法在理论上可以求得非线性方程组

的精确解，但对初值依赖性大，收敛性较差。文献

［11］在求解控制方程组时，使用了一种线性求解算

法，对动量方程适当变形将非线性方程求解转化为

线性方程求解，其主要核心思想是：对于式（2）~（4），

通过引入线性系数 K，可以得到流量与压力的线性关

系式

mij = Kj (p*ij - p*i ) （14）
式中 Kj表征与节点 i相连的第 j个元件的流量与

进出口总压差之比，其大小与节点压力、温度、元件

的阻力系数、流量系数还有几何参数等相关。p*i 为节

点 i处的总压，p*ij为与节点 i相邻节点 ij处的总压。

联立式（1）和式（14）可得节点 i处总压

p*i =
∑
j = 1

n

( )Kj p*ij

∑
j = 1

n

K j

（15）

式中 n表示与节点 i相连的元件总数。

由于 Kj 与流体的压力和温度等参数有关，在计

算节点 i处总压 p*i 时对初值的要求较高，会使得计算

难以收敛。为了提高算法收敛性，程序在每次迭代

计算更新节点 i处的压力值 p*i 时，加入了松弛因子

α p，使得第 n次迭代的 p*i (n)变为

p*i (n) = α p
∑
j = 1

n

( )Kj p*ij

∑
j = 1

n

K j

+ (1 - α p) p*i (n - 1) （16）

每次算出总压值后都需要重新计算其所连接单

元的流量和节点温度，然后更新 Kj的值，反复迭代直

到如下的残差比 ep小于设定值。

ep = || p*i ( )n - p*i ( )n - 1
p*i ( )n - 1 （17）

2.3.5 Monte Carlo-Fluid Network计算方法

线性求解算法虽然避免了求解非线性守恒方程

组，但却引入了松弛因子 α p，而 α p的取值会影响算法

收效速度和计算精度，难以达到最佳的收敛速度。

所以本文通过结合蒙特卡罗方法和流量残差算法，

提出了一种新的计算方法MC-FN。
（1）MC-FN计算流程

蒙特卡罗法为了得到较高精度解，需要大量样

本重复进行随机游动来进行抽样计算，程序运行时

间长，计算效率较低。本文中的 MC-FN程序将游动

次数较少的蒙特卡罗法计算结果作为流量残差法的

初始参数值，可以有效提高计算效率，具体的程序计

算流程如图 3所示。

文献［12-13］将流体密度和温度视为常数，仅使

用蒙特卡罗法计算了节点压力和流量，计算精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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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且收敛速度较慢。与文献［12-13］相比，本文中

MC-FN方法采用分层次计算方法，压力求解、温度求

解和密度修正交替进行。在迭代计算中考虑了冷气

密度的变化与流路的沿程温升，进一步提高了计算

精度，并将较少游动次数的蒙特卡罗法计算结果作

为流量残差法的计算初场，改善了蒙特卡罗法计算

精度较低的问题，并且提高了收敛速度。具体的计

算方法介绍如下。

（2）蒙特卡罗方法

蒙特卡罗方法，也称为统计模拟方法，基本思想

是构建一个概率模型或随机过程，使求解的问题等

于某种随机事件的概率或随机变量的期望值，通过

对大量随机样本进行抽样试验来计算统计特征，给

出概率或期望值的近似解［19-20］。在引入蒙特卡罗法

时，首先要将空气系统压力和流量求解过程转化为

一个随机过程。

令 kj ( i) = Kj /∑
j = 1

n

K j，则式（15）可转换为

p*i =∑
j = 1

n

k j ( )i p*ij （18）

式中∑
j = 1

n

k j ( i) = 1，并且 0 ≤ kj ( i) ≤ 1。
根据式（18）建立节点压力分配的随机过程，定

义 kj ( i)为转移概率，则空气系统压力计算过程可转

换为一个随机游动模型。针对图 2所示的空气系统，

构建由元件和节点组成的空气系统一维网络，设置

压力初场和温度初场，并根据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得

到密度初值，则转移概率 kj ( i)可视为常数。

设 一 质 点 自 节 点 i 开 始 游 动 ，按 照 概 率 kj ( i)

（1≤ i≤n1，n1 为空气系统内节点数）向与节点 i相邻

的第 j个节点 ij（1≤ j≤n2，n2 为节点 i处分支数）随机

游动一步。若质点第一步到达的位置为节点 i1，则

再按 kj ( i1)的概率向与节点 i1相邻的第 j个节点随机

游动一步。如此重复下去，直到该质点到达一个已

知压力的边界节点 S时，一次游动停止，这样就确

定 了 一 次 随 机 变 量 ε 的 值 即 为 边 界 节 点 S 的 压

力值 p*s。

假设在节点 i处一共有 N个质点进行了随机游

动，则可以得到 N个随机变量的值 ε1，ε2，…，εN，取平

取值
-ε = 1

N∑j = 1
N

εj即为节点 i处总压 p*i 的近似值。

根据求得的压力近似值可以得到更新后的节点

温度、密度，将这些参数代入到式（2）~（4）中，重新计

算线性系数 Kj，便可以得到更新后的转移概率 k'
j
( i)，

定义概率误差比为

ek = || k'j ( )i - kj ( )i
kj ( )i

（19）
重复上述随机过程计算，直到式（19）中的概率

误差比小于设定值。

3 结果与讨论

3.1 算法的精度验证

用于验证的模型参考自文献［21］。如图 4所示

的预旋进气转静盘腔模型，忽略 A，B两处封严结构并

将出流孔简化为狭缝［22］，简化后的模型包括预旋喷

嘴、转-静腔、接受孔、盖板腔、出流狭缝。具体的模

型尺寸和边界条件参考文献［21-23］。

对图 4所示的盘腔模型建立一维流体网络，得

到一个 6节点流路，其中节点 1为压力和温度已知的

边界节点。将线性求解方法、蒙特卡罗方法和 MC-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MC-FN

Fig. 4 Pre-rotation intake disk cavity model[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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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程序计算结果与文献［22］中数据对比，如图 5所
示。图中 CW 是无量纲质量流量，ζ是总压损失系数。

从图中可以看出，几种算法的计算结果和文献［22］
中仿真计算结果基本一致，线性求解方法、蒙特卡罗

方法和MC-FN计算结果中总压损失系数与仿真值的

最大相对误差为依次为 3.61%，1.96%和 1.88%，吻合

得较好，证明了程序的可行性。

3.2 计算效率对比

将蒙特卡罗法中的概率误差比、流量残差法和

线性求解算法的残差比均设定为 0.01%，对图 1的空

气系统进行计算。定义残差精度为 ek或 ep，定义收敛

速度 vc衡量算法收敛的快慢。

vc = lg e0 - lg e
*

n
（20）

式中 e0为初始残差精度，e*为设定的残差精度，n

为达到设定残差精度时的迭代次数。

四种算法的残差精度随迭代次数变化如图 6所
示，从图 6可以看出，蒙特卡罗法在残差精度大于

0.001时收敛速度较快，之后的收敛速度大大降低，还

会出现明显阶跃震荡，这是由于蒙特卡罗法的收敛

只是概率意义上的收敛，只有当随机游动次数足够

大时才能确保计算精度。综合考虑收敛速度和计算

量，本文中将蒙特卡罗法概率误差比达到 0.1%时的

计算结果作为流量残差法计算的初值进行计算，可

以看到 MC-FN的收敛速度明显高于其余几种算法，

具体迭代次数和计算时间在表 2中给出。

其中MC-FN程序中使用蒙特卡罗法计算是为了

得到相对准确的初值，对精度要求不高，因此随机游

动次数较少以节约计算时间。从表 2中的数据可以

看出，达到设定残差精度时，MC-FN的迭代次数最

少，收敛速度相比流量残差算法提高了 66.5%，与线

性求解法相比提高了 43.8%。

3.3 计算精度对比

MC-FN计算结果与流量残差算法并无区别，相

对误差小于 0.01%。这是因为 MC-FN只是改变了流

量残差算法的初值设置，在计算精度上并无区别。

而且直接应用蒙特卡罗法计算效率太低，不适合求

解复杂的空气系统，所以在后续的结果比较中重点

进行了MC-FN、线性求解算法与实验结果的对比，其

中实验结果来自该发动机整机试验数据。

图 7中给出了各节点压力比较，横坐标为各节点

编号，纵坐标为各节点对应压力值。可以看出两种

计算方法均与实验值基本吻合，其中 MC-FN与线性

求解法相对实验值的最大相对误差分别为 1.56%和

1.77%。图 7（a）和图 7（b）中，两种计算方法在节点 8
和 9处均出现较大偏差。这是由于在节点 4~8的流

动过程中，腔 1的宽度明显扩大，而在一维的流体网

络算法中将腔 1的宽度取为平均值，由此产生了

误差。

为了进一步提高计算精度，本文还尝试对图 1中
的腔 1进行划分再进行计算，如图 8所示。图 8中，腔

1被划分成腔 1a、腔 1b和腔 1c三段，a和 b为对应的腔

室进出口节点，将腔 1a、腔 1b和腔 1c看作三个串联

的腔室元件，重新对空气系统进行计算，将其命名为

Refined算例。

Table 2 Comparison of convergence speed

Parameters
Random walking times
Number of iterations

ek/%
ep/%
e0
vc

Calculation time/s

MC
10000
230
0.01
-

0.307
0.016
905.17

Flow
residual
-
156

0.01
0.59
0.024
1.79

Linear
solution
-
141
-
0.01
0.835
0.028
1.17

MC-FN
100
92
0.1
0.01
0.307
0.04
0.93

Fig. 5 Change in total pressure loss coefficient

Fig. 6 Residual accuracy varies with number of it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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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给出了腔 1划分前后节点 8，9，10的压力对

比，可以看出，图 9（a）和图 9（b）中两种算法与实验值

的误差在腔 1划分后均明显减少，计算精度提高了

30%以上。Refined算例中，MC-FN与线性求解法与

实验值的最大相对误差分别为 0.77%和 1.03%，定义

计算精度为最大相对误差的减小幅度，则MC-FN Re‐
fined方法的计算精度明显更高，相对提升了 25.2%。

Refined算例在提高了计算精度的同时，相应的

也增加了节点数，提高了空气系统网络复杂度。图

10给出腔 1划分前后算法收敛速度的对比，MC-FN
和 线 性 求 解 法 的 收 敛 速 度 分 别 下 降 了 4.91% 和

3.27%。但是比较 4种算法，仍能看出无论是 MC-FN
还是MC-FN Refined方法，其收敛速度明显优于其它

两种方法。

图 11给出了腔 1划分前后节点 8，9，10的温度对

比。从图中可以看出，两种算法的 Refined算例计算

精度相比于初始算例略有提升。计算结果和实验数

据之间存在差异，主要由于在温度求解时，固体壁面

温度设定为平均温度（见公式（5）），且并未考虑流热

耦合的影响。

Fig. 10 Comparison of convergence speed

Fig. 8 Schematic diagram of cavity 1 division

Fig. 9 Comparison of node pressures before and after

division of cavity 1
Fig. 7 Comparison of node pressure under different fluid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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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进一步给出了 Refined算例中各节点温度

对比，MC-FN与线性求解法与实验值的最大相对误

差分别为 2.05%和 2.83%，MC-FN Refined方法的计

算精度明显更高，相对提升了 27.6%。

相对于图 9所示的节点压力计算结果，图 12中
节点温度计算精度的提升更为明显，这是由于节点

温度的大小取决于冷气质量流量和换热系数，而元

件进出口压差是影响冷气质量流量大小的因素之

一，因此相邻节点的压力差值会影响节点温度的计

算结果。以腔 2为例，节点 9和节点 10分别为腔 2的
进口节点和出口节点，表 3中给出了 Condition 1中节

点 9，10的压差。两种算法得到的节点 9，10压力值

的误差均在 1%以内，而腔 2的进出口压力差值 Δp9-10
的相对误差分别为 6.52%和 46.11%。

MC-FN方法的计算精度相对于流量残差法并无

区别，而与线性求解法相比计算精度有所提升。这

是由于线性求解法在对压力损失方程线性化时引入

的系数 K的大小依赖于节点压力值，所以通过式（14）
求得的流量与实际值存在误差，而计算节点压力的

式（15）假设了各节点满足质量守恒，因此在迭代中

产生了误差。

4 结 论

本文编写了航空发动机稳态空气系统计算的程

序 MC-FN，对某发动机涡轮部件空气系统进行了计

算，并与蒙特卡罗法和改进的流体网络法进行了对

比，得到如下结论：

（1）通过对文献［22］中预旋进气盘腔模型的计

算验证，本程序与仿真结果误差较小，最大相对误差

为 1.88%，验证了自编程序的计算精度和可靠性。

（2）航空发动机空气系统分析中，直接应用蒙特

卡罗法计算效率低，且计算精度不高，并不适合求解

复杂的航空发动机空气系统。

（3）空气系统一维稳态计算中，对几何形状复杂

的腔室元件，通过将其划分成多段进行计算，可以有

效提高计算精度，但相应的收敛速度也有所下降。

（4）将游动次数较少的蒙特卡罗法计算结果作

为流量残差算法节点参数初值，解决了流量残差法

Table 3 Relative error of two methods for Δp9- 10

Δp9-10/kPa
Relative error/%

Linear solution
15.02
46.11

MC-FN
10.95
6.52

Exp
10.28
-

Fig. 11 Comparison of node temperature before and after

division of cavity 1

Fig. 12 Comparison of node temperature under different

fluid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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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初始值敏感的问题，在保证计算精度的基础上减

少了迭代次数。与流量残差算法相比，MC-FN方法

计算精度不变，收敛速度提升了 66.5%；与线性求解

法相比，MC-FN方法的计算精度提升了 25.2%，收敛

速度提升了 43.8%。

致 谢：感谢工信部专项科研项目基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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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点谱方法求解非均匀介质内辐射传热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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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动机内的燃气等高温介质随着组分和浓度的变化，会引起折射率在空间上的非均匀分

布，导致辐射能束沿着曲线传播，其相应的辐射传热过程也更为复杂。为了避免射线追踪方法的复杂计

算、提高计算效率，提出了配置点谱方法求解二维非均匀介质内辐射传热问题。在求解过程中，角向采

用离散坐标法处理，空间采用配置点谱方法处理。通过将三种非均匀介质内辐射传热问题的配置点谱方

法结果与文献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发现配置点谱方法可以在较少的节点数下，获得准确、有效的计算结

果。并且，采用配置点谱方法求解三种算例的计算时间消耗较少，均在20min以内。这将为进一步开展

发动机复杂结构内高温燃气辐射快速仿真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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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热辐射作为传热的三种基本方式之一，广泛应

用于各种高温工业系统的燃烧室、换热设备中［1］。目

前，随着航空发动机等高效动力装置中的燃烧室温

度进一步提升，准确预测其高温热辐射传输影响，对

其热防护结构的设计至关重要［2］。

航空发动机燃烧室内高温燃气属于参与性介

质，热射线在其传输过程中会发生吸收、发射和散射

的现象。另外，由于高温燃气的组分和浓度分布不

均，其折射率随着空间会发生变化。热射线在传输

过程中遵循 Fermat原理沿着曲线传播，传输过程较

为复杂。其控制方程将存在角向微分项，导致求解

难度加大。传统求解热辐射问题主要分为两类：一

类基于射线追踪法。常见的基于射线追踪原理方法

有：蒙特卡罗法（MC）［3］、离散传递法（DTM）［4］及多网

格蒙特卡罗法（MGMC）［5］等。研究者应用这些方法

解决了一维到多维的变折射率问题，但这些方法计

算量大且求解过程复杂，往往非常耗时且消耗大量

计算资源。由于其计算精度高，一般作为可行性的

数值方法及高效性的检验标准，具有参考价值。另

一类利用各种数值方法求解辐射传递方程。近些年

来发展用于求解非均匀介质内辐射问题的数值方法

有：有限体积法（FVM）［6-7］、有限元方法（FEM）［8］、无

网格方法（MLM）［9-10］、谱方法（SM）［11-12］、积分矩方法

（IMM）［13］等。使用这些方法在求解低维问题做了大

量工作，且能够取得较好结果；而对于多维问题的求

解效果不是很理想，往往存在数值不稳定性，这是因

为辐射传递方程具有强对流特性，所以需要进行方

法的改进工作［14-15］。

谱方法具有无穷阶收敛速度及高精度特点，无

色散误差和耗散误差，可在较少的节点数下获得高

阶计算精度。目前，已在流体力学［16］，磁流体力学［17］

等学科领域广泛应用。

本文将利用配置点谱方法（CSM）的上述优点，分

析非均匀介质内高温热辐射的数值特性，构建相应

的高温热辐射模型，求解二维非均匀参与性介质内

辐射传热问题，并通过三个典型算例来检验该模型

的计算精度，校验其可行性和有效性。

2 数值模型和求解过程

2.1 辐射传递方程

在直角坐标系下，对于二维非均匀参与性介质

的辐射传递方程为

μ
∂I ( )r,Ω
∂x + η ∂I ( )r,Ω

∂y +
1
sinθ

∂
∂θ [ ξ (μα + ηβ) I (r,Ω) ] +

1
sinθ

∂
∂φ [ (β cosφ - α sinφ) I (r,Ω) ] +

(κ a + κ s) I (r,Ω) = n2κ a Ib (r) +
κ s
4π ∫4π I (r,Ω′)Φ (Ω′,Ω )dΩ′

（1）

式中 I (r，Ω)为辐射强度，其是空间位置 r和方向

Ω的函数；n是介质的折射率，随着空间变化；κ a和 κ s
分别是介质的吸收和散射系数；θ和 φ分别是极角和

方位角；Ib (r)是黑体辐射强度；Φ (Ω′，Ω )是入射方向

Ω′到出射方向 Ω的散射相函数，本文考虑线性各向

异性散射，其表达式为

Φ (Ω′,Ω ) = 1 + a1 (μμ′ + ηη′ + ξξ′) （2）
式中Ω′，Ω为入射和辐射方向向量，μ，η和 ξ为方

向余弦，它们之间的关系式为

Ω = μi + ηj + ξk =
sin θ cosφi + sinθ sinφj + cosθk （3）

式中 a1为线性各项异性系数。

α和 β是介质折射率的空间导数，即

α = 1
n
∂n
∂x （4）

β = 1
n
∂n
∂y （5）

对于不透明、漫反射和漫发射壁面，辐射边界条

件为

I ( rw ,Ω ) = n2εw Ib ( rw ) + 1- εwπ ∫nw·Ω′ < 0 I ( r,Ω′) || nw·Ω′ dΩ′,
Ω ⋅ nw > 0

（6）
2.2 角向离散

辐射传递方程是角度-空间高度耦合的方程，在

求解过程中需要对角度进行离散。本文采用离散坐

标法对角度空间进行离散。将方程（1）写成半离散

形式的辐射传递方程，使用角度分段常数求积方法

进行立体角的离散。在离散过程中，将角度上的方

位角 φ和极角 θ分别离散成 Nφ和 Nθ份，有

φm = (m - 1 2)Δφ, m = 1,2,…Nφ （7）
θn = (n - 1 2)Δθ, n = 1,2,…Nθ （8）

式中 Δφ = 2π Nφ，Δθ = π Nθ。对于每一个离

散的方向，其对应的权值为

wm
φ = ∫

φm - 1 2

φm + 1 2

dφ = φm + 1 2 - φm - 1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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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n
θ = ∫

θn - 1 2

θn + 1 2

sinθdθ = cosθn - 1 2 - cosθn + 1 2 （10）
φm + 1 2 = ( )φm + φm + 1 2 （11）
θn + 1 2 = ( )θn + θn + 1 2 （12）

此时，方程（1）可离散为

μ
∂I ( )r,Ω m,n

∂x + η ∂I ( )r,Ω m,n

∂y +
1
sinθn

∂
∂θ [ ξ (μα + ηβ) I (r,Ω m,n) ] +

1
sinθn

∂
∂φ [ (β cosφ - α sinφ) I (r,Ω m,n) ] +

(κ a + κ s) I (r,Ω m,n) = n2κ a Ib (r) +
κ s
4π ∑m′ = 1

Nφ ∑
n′ = 1

Nθ

I ( )r,Ω m′,n′ Φ (Ω m′,n′ ,Ω m,n )wm′
φ wn′

θ

（13）

相应的角向微分项可离散为

1
sinθn

∂
∂θ [ ξ (μα + ηβ) I (r,Ω m,n) ] =

χ m,n + 1/2
θ I m,n + 1/2 - χ m,n - 1/2

θ I m,n - 1/2

wn
θ

（14）

1
sinθn

∂
∂φ [ (β cosφ - α sinφ) I (r,Ω m,n) ] =

χ m + 1/2,n
φ I m + 1/2,n - χ m - 1/2,n

φ I m - 1/2,n

wm
φ

（15）

则 χ m，n + 1/2
θ 和 χ m + 1/2，n

φ 处理为

χ m,n + 1/2
θ - χ m,n - 1/2

θ = wn
θ

sinθn
∂
∂θ [ ξ (μα + ηβ) I (r,Ω m,n) ]

（16）
χ m,1/2
θ = χ m,Nθ + 1/2

θ = 0 （17）
χ m + 1/2,n
φ - χ m - 1/2,n

φ = wm
φ

sinθn
∂
∂φ [ (β cosφ - α sinφ) I (r,Ω m,n) ]

（18）
χ 1/2,n
φ = χ Nφ + 1/2,n

φ = β
sinθn （19）

根据迎风思想，辐射强度的上下游关系式可表

示为

χ m + 1/2,n
φ I m + 1/2,n = max (χ m + 1/2,n

φ ,0) I m,n -
max ( - χ m + 1/2,n

φ ,0) I m + 1,n （20）

χ m - 1/2,n
φ I m - 1/2,n = max (χ m - 1/2,n

φ ,0) I m - 1,n -
max ( - χ m - 1/2,n

φ ,0) I m,n （21）

χ m,n + 1/2
θ I m,n + 1/2 = max (χ m,n + 1/2

θ ,0) I m,n -
max ( - χ m,n + 1/2

θ ,0) I m,n + 1 （22）
χ m,n - 1/2
θ I m,n - 1/2 = max (χ m,n - 1/2

θ ,0) I m,n - 1 -
max ( - χ m,n - 1/2

θ ,0) I m,n （23）

综上所述，方程（13）可改写为

μm,n
∂I m,n ( )r
∂x + ηm,n ∂I m,n ( )r∂y + δm,n (r) I m,n (r) = Sm,n (r)

（24）
式中 δm，n (r)和 Sm，n (r)分别为

δm,n (r) = κ a + κ s +
1
wn
θ

max (χ m,n + 1/2
θ ,0) + 1

wn
θ

max ( - χ m,n - 1/2
θ ,0) +

1
wm
φ

max (χ m + 1/2,n
φ ,0) + 1

wm
φ

max ( - χ m - 1/2,n
φ ,0)

（25）
Sm,n (r) = n2κ a Ib +
κ s
4π ∑m′ = 1

Nφ ∑
n′ = 1

Nθ

I ( )r,Ω m′,n′ Φ (Ω m′,n′ ,Ω m,n )wm′
φ wn′

θ +
1
wn
θ

max ( - χ m,n + 1/2
θ ,0) I m,n + 1 + 1

wn
θ

max (χ m,n - 1/2
θ ,0) I m,n - 1 +

1
wm
φ

max ( - χ m + 1/2,n
φ ,0) I m + 1,n + 1

wm
φ

max (χ m - 1/2,n
φ ,0) I m - 1,n

（26）
2.3 空间离散

利用配置点谱方法进行空间离散求解。在离散

过程中，选用 Chebyshev多项式作为基函数，Cheby‐
shev Gauss-Lobatto（CGL）节点作为离散节点

αj = cos ( )2j + 1 π
2N + 2 , j = 0,1,…N （27）

任意光滑函数 u (α)可以近似表示为

u (α) =∑
j = 0

N

u (αj) hj ( )α （28）
相应的微分表达式为

u′(αi) =∑
j = 0

N

u (αj) Dij (α) , i = 0,1,…N （29）
插值函数 h和微分矩阵 D 的具体表达式见文

献［18］。

因此，采用配置点谱方法离散后的辐射传递方

程为

μm,n
2

( )x2 - x1 ∑p = 0
Nx

Dα
i,p I

m,n
p,j + ηm,n 2

( )y2 - y1 ∑k = 0
Ny

Dα
j,k I

m,n
i,k +

δ m,ni,j I
m,n
i,j = Sm,ni,j

（30）
式中 x1，x2和 y1，y2是物理空间的坐标；Dα 是微分

矩阵；Nx和 Ny是 x和 y方向上配置点的个数。

方程（30）可进一步写成矩阵的形式，即

AI + IB + C.∗I = D （31）
式中矩阵运算 C.∗I表示矩阵元素之间点乘。

相应的辐射边界条件也可进行离散。以图 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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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壁面的辐射边界条件为例，其离散表达式为

I m,n0,j = εw Ibw + ( )1 - εw
π ∑

m′ = 0
μm′,n′ < 0

Nφ ∑
n′ = 0

Nθ

I m′,n′0j μm′,n′wm′
φ wn′

θ ,

j = 0,1,…Ny ; μm,n < 0
（32）

壁面辐射热流表示为

q (rw) = ∫4π(Ω·nw) I ( )rw ,Ω dΩ =

∑
m = 1

Nφ ∑
n = 1

Nθ

( )Ω·nw I ( )rw ,Ω wm
φ wn

θ

（33）

3 结果与讨论

为了检验基于配置点谱方法的热辐射模型对求

解非均匀参与性介质内辐射传热问题的可行性及精

度。首先，进行网格无关性测试，确定求解此类问题

的最优网格数。然后，分别选取三个不同算例进行

分析讨论，检验热辐射模型的准确性。最后，给出在

计算上述三个算例所需计算时间，检验热辐射模型

的有效性。

3.1 网格无关性测试

如图 1所示，考虑介质折射率为线性分布 n=1+
2（x+y）/H，四个壁面发射率 εw=1，底边的温度 Tw1=
1000K，其它壁面温度为 Tw2=Tw3=Tw4=0K，介质吸收系

数为 κ a=0，散射系数 κ s=1，各向同性散射。选择下壁

面无量纲辐射热流（qw1 /σT 4
w1）与文献［9］结果进行分

析比较。

为了更加定量地进行精度分析，定义积分平均

相对误差 ε error为

ε error = ∫H || ( )ϕ ( )x - ϕ ref ( )x dx
∫
H
ϕ ( )x dx （34）

式中 ϕ (x)是本文求解结果，ϕ ref (x)是参考基准的

结果。

表 1列出了不同网格数下，积分平均相对误差

ε error，迭代次数和 CPU运行时间。从表 1可以看出，下

壁面无量纲辐射热流与文献结果之间的平均积分相

对误差均在 1×10-3量级。综合考量计算精度、迭代次

数和计算时间等因素，选取 Nx=10，Ny=10，Nθ=24，Nφ=
12作为空间和角度上的离散节点数。

3.2 线性折射率介质内各向同性散射

如图 2所示，考虑三组壁面发射率（εw=1.0，εw=
0.5，εw=0.1）对下壁面无量纲辐射热流量的影响，并与

文献结果进行对比。从图中可以看出，配置点谱方

法对于不同壁面发射率的变折射率介质辐射传热问

题与 MLPG［9］结果吻合良好，且两者之间的积分平均

相对误差分别为 0.41%，0.72%，2.8%。另外，随着壁

面发射率增加，下壁面无量纲辐射热流增大。由方程

（6）可知，当壁面发射率较大时，壁面向外辐射热量

大于其它冷壁面传入的热量。因此，无量纲辐射热

流较大。需要指出的是：与均匀介质内热辐射的下

壁面无量纲辐射热流呈对称分布［19］不同，而本算例

中线性折射率介质内下壁面无量纲辐射热流非对称

分布。这是由于非均匀介质内热射线沿曲线传播导

致的。

3.3 非线性折射率介质内各向异性散射

此算例中，折射率分布 n（x）=5［1-0.9025（x/H）2］0.5，

与 y方向无关。四个壁面为冷壁面 Tw1=Tw2=Tw3=Tw4=
0K，介质温度 Tg=1000K，壁面发射率 εw=1，各项异性

散射系数 a1=1。图 3给出了两种情况（1）κ a=10，κ s=0；
（2）κ a=κ s=0.5下的无量纲辐射热流分布。与文献［3］
中给出使用 4×105能束进行追踪的 MC结果进行比

Table 1 Effect of the number of collocation pointes and

discrete directions for errors, iterations and CPU time

Nx，Ny

5×5
5×5
5×5
10×10
10×10
10×10
15×15
15×15
15×15
20×20
20×20
20×20

Nθ，Nφ

16×8
24×12
32×16
16×8
24×12
32×16
16×8
24×12
32×16
16×8
24×12
32×16

ε error
5.46×10-3
5.42×10-3
5.42×10-3
4.47×10-3
4.46×10-3
4.46×10-3
4.12×10-3
4.12×10-3
4.12×10-3
3.94×10-3
3.94×10-3
3.94×10-3

Iterations
60
85
111
52
55
55
85
80
85
111
131
133

CPU time/s
3.31
14.77
50.38
25.54
111.32
372.77
97.00
544.35
1363.14
249.59
1442.75
3352.27

Fig. 1 Two-dimensional rectangular medium and the

coordinat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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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两者结果吻合良好，且积分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

0.56%和 1.21%。

为了更加定量地分析该热辐射传递过程，图 4给
出了 κ a=10且 κ s=0时，4个不同位置点的辐射强度在

角度空间上的分布图。对比图 4（a）和图 4（d）发现，

只有 1/4球面上存在辐射强度。这是由于黑体冷壁

面边界造成的。另外，对比图 4（b）和图 4（c）发现：图

4（b）中的辐射强度大，这再次验证了图 3中的无量纲

辐射热流曲线趋势图。

3.4 非线性折射率介质内无散射

考虑参与性介质无散射，利用配置点谱方法求

解辐射平衡问题，即确定四个壁面的温度，参与性介

质温度由辐射平衡决定。四个壁面的温度为 Tw1=
1000K，Tw2=Tw3=Tw4=0K，介质内折射率分布为 n（x，y）=
5［1-0.4356（x2+y2）/H2］0.5，吸收系数 κ a=10，壁面发射

率（1）εw=0.5，（2）εw=1.0。图 5给出在 x/H=0.325处沿

y方向无量纲温度分布。通过与文献［3］的 MC结果

对比分析发现，壁面发射率为 εw=0.5和 εw=1.0的积分

平均相对误差分别小于 0.1%和 0.19%。图 6进一步

给出了温度分布云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温度场分

布光滑，无振荡现象。表明 CSM在求解二维非线性

折射率介质内热辐射问题有较好的计算效果。

Fig. 4 Angular distributions of radiative intensity at four

locations on the bottom wall

Fig. 2 Dimensionless net wall radiative heat flux on the

bottom wall with different emissivity

Fig. 3 Dimensionless net wall radiative heat flux on the

bottom wall with absorbing, emitting and scattering media

2519



推 进 技 术 2021 年

3.5 CPU运行时间

表 2列出了文中所有算例的 CPU计算时间。从

表中可以看出，所有算例消耗计算机资源都较少，所

需计算时间都很短，不超过 20min。

4 结 论

本文采用配置点谱方法对高温二维非均匀介质

内的辐射换热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壁面发射率、

吸收系数、散射系数、非均匀折射率分布等参数对结

果的影响，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发展了配置点谱方法成功应用于求解非均

匀介质内辐射传递问题。

（2）三组壁面发射率所得无量纲热流分布结果

与无网格方法对比，最大积分相对误差 2.8%，最小为

0.41%。

（3）与文献中模拟能束数目为 4×105的 MC所得

基准解对比，计算误差最大为 1.21%。

（4）配置点谱方法求解二维非均匀介质内辐射

传热所需计算资源较少，花费的计算时间均较短，在

上述三个算例中均不超过 20min。
致 谢：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陕西省重点研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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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决大缸径船用预混天然气双燃料发动机的爆震问题，并拓展天然气的稀燃边界，基

于三维数值模拟的方法对大缸径船机进行了仿真模拟。分析了大缸径双燃料发动机爆震的特点，并对缸

内涡流强度和废气再循环（EGR）率对爆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大缸径预混天然气发动

机的爆震位置往往发生在气缸边缘，火焰面的传播过程是引起缸内爆震的主要因素。随着缸内涡流从无

到有的增强，缸内的爆震强度随之增强；当涡流到达一定程度后，随着涡流的增强，缸内的爆震强度反

而降低；缸内加入EGR可以提高天然气当量比的同时减少爆震的强度，可以拓展天然气的稀燃边界。

关键词：低速柴油-天然气双燃料发动机；预混合燃烧；涡流；爆震；三维CFD数值模拟；废气再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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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solve the knock problem of large-bore marine dual-fuel engines with premixed natu‐
ral gas and expand the lean burn boundary of natural gas，based on the engine’s three-dimensional numerical
simulation，the knock characteristics in the large-bore dual-fuel engine were analyzed，and the effects of swirl
intensity in-cylinder and EGR（Exhaust Gas Recirculation）rate on knock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knock positions of large-bore premixed natural gas engines often occur at the edge of cylinder. The propagation
process of flame surface is the main factor causing the knock in-cylinder. The knock intensity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wirl intensity in the cylinder. When the swirl intensity reaches a certain value，the knock intensi‐
ty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wirl intensity. Adding EGR in the cylinder can increase the equivalence ra‐
tio of natural gas but reduce the knock intensity at the same time，additionally it can expand the lean burn bound‐
ary of natural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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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随着国际海事组织颁布的越来越严格的海上排

放法规［1］，柴油机越来越难以满足海上的排放标准。

严格的法规要求柴油机具有更先进的减排技术，虽

然改变柴油机的燃烧策略可以实现氮氧化物排放的

降低，如带有涡轮增压或先进喷射策略的米勒循环，

但是如果不发展新的技术和操作策略或者使用废气

后处理，通常无法实现较为显著的减排，而这些新技

术也不可避免会对整个系统的效率造成影响［2-3］。天

然气以其较高的经济性、排放物低、低热值高和国内

储量丰富等特点，成为一种很有发展前景的替代燃

料。柴油-天然气双燃料发动机的氮氧化物、硫化物

和颗粒物的排放都远远低于柴油机［4］。在船用双燃

料天然气发动机中，一种在压缩冲程低压喷入天然

气从而获得天然气和空气的预混合气，并在预燃室

中喷射柴油来引燃预混合气的双燃料发动机，因为

具有不需要任何后处理装置或者废气再循环（Ex‐
haust Gas Recirculation，EGR）就可满足 IMO Tier III
排放法规的优点而被广泛应用［5］。

在预混燃烧中，Otto循环中的燃烧放热不能通过

控制喷射速率来控制。天然气的燃烧在一定程度上

受压缩比和燃烧过程中的湍流和涡流的水平控制。

但在给定的发动机设计中，这些参数已经固定，因此

燃烧控制的基础是混合气的空燃比。通过调整混合

物的空燃比和正确的点火正时，可以获得最佳的燃

烧速度，从而获得具有最佳效率和最低 NOx排放的工

况。但是天然气具有狭窄的空燃比工作区域。容易

发生失火和爆震等非正常燃烧现象［6］。同时，低压喷

射天然气双燃料发动机爆震的发生严重阻碍了发动

机压缩比的提高，进而影响了发动机功率的提高，并

且增加了通过控制空燃比来控制工况的难度［7］。因

此，了解双燃料发动机爆震的发生机理以减少爆震

的发生和扩展天然气的稀燃边界来提高双燃料发动

机的压缩比，进而提高发动机的功率极其具有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科研工作者针对双燃料发动机

的爆震问题也进行了相关研究。Selim［8］在柴油-天
然气双燃料机上进行了研究，发现了提高发动机转

速或负荷、减少气体燃料的质量、滞后引燃油喷油正

时和增加引燃油量可提高双燃料发动机的热效率从

而降低双燃料发动机的爆震倾向。Lounici等［9］提出

增加引燃油喷射量是延缓柴油-天然气双燃料发动

机爆震的有效技术。Abdelaal等［10］用柴油机改造的

柴油-天然气双燃料发动机研究了在空气中加入过

量氧气对爆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空气中增氧

是消除爆震的一种有效途径。Berenjestanaki等［11］对

未发生明显压力振荡且没有缸压急速上升的爆震燃

烧，使用远端混合气的自燃作为爆震发生的指标。

Tanoue等［12］的研究表明，火焰的传播速度对发动机

的爆震具有显著的影响。Li等［13］研究了 EGR率对甲

醇的爆震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燃烧室中引入 EGR
可以降低爆震强度，并延缓爆震的开始时间。

以上的研究工作都是在小缸径、四冲程双燃料

发动机上进行。而船用发动机通常具有大缸径、长冲

程的特点，因此其缸内爆震发生的机理和特点与小缸

径的发动机尤为不同。大缸径船机的实验较为复杂，

昂贵，周期较长。大型船机的三维仿真模拟可以节省

大量的实验费用，并且可以深入分析发动机缸内的流

动和燃烧细节而被广泛使用在科研工作中。

对于爆震的研究很多都是基于增大发动机的空

燃比，进而减少爆震的发生，如在空气中加入氧气，

增加柴油的掺挠比例或者减少天然气的添加比例，

以达到调整空燃比的目的。大缸径船机的扫气过程

和火焰射流会引起较大的缸内涡流（绕发动机气缸

轴线的气流运动），这点也不同于小缸径发动机。这

些缸内涡流对火焰的传播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从而

引起燃烧过程的变化。而改变缸内涡流强度不会改

变缸内的空燃比。

EGR中含有大量的 CO2，由于 CO2具有更大的比

热容，可以很好地起到降温作用，从而进一步降低

NOx的排放，所以被广泛用于扩散燃烧的船用柴油机

上来减少氮氧化物的排放。设想预混天然气缸内引

入 EGR会相对地提高缸内的天然气当量比，利用高比

热容的 CO2吸收过高的缸内热量，使缸内温度不至于

提升太快，从而减少远端天然气的自燃趋势，来减少

爆震发生的趋势，这样可以扩展天然气的爆燃界限。

本文使用三维仿真软件 CONVERGE模拟发动机

的工作过程，进行发动机缸内爆震的研究。通过对

缸内不同空间分布的压力监控点进行分析，研究了

大缸径双燃料发动机的爆震特征，并通过设置不同

的缸内涡流强度和不同 EGR率来研究缸内涡流和

EGR对双燃料发动机的爆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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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值模型和研究方法

2.1 模型构建

本文以船用低压喷射天然气双燃料发动机为研

究对象，发动机的几何模型和基本参数见图 1和表 1。
工作方式为在压缩行程，对称分布在缸套中部的天

然气喷气阀向缸内喷入天然气，天然气通过缸内的

气流运动与空气进行预混合。缸盖上对称分布一对

预燃室，临近压缩终点向预燃室内喷入引燃柴油，之

后预燃室内燃烧的柴油和天然气混合物喷入主燃室

点燃预混合气。本文使用三维仿真软件 CONVERGE
对发动机的工作过程进行仿真模拟。

由于船用发动机具有较大的体积，小网格会带

来巨大的计算量。为了保持较高模拟精度的同时节

约计算时间，采用了较大尺寸的基础网格，并对重要

的流动区域进行网格局部加密和全局速度、温度梯

度自适应加密的方法。基础网格为 20mm；在流动和

燃烧剧烈的区域设置圆柱形加密，如扫气区域、喷气

阀区域和缸套上部的燃烧区等，网格为 5mm；预燃室

内的气体流动对柴油的喷雾、混合和着火过程的影

响较为重要，对预燃室区域和喷油器进行了进一步

加密，网格为 1.25mm；同时全局设置了自适应加密，

在速度和温度梯度剧烈变化的区域自动进行网格加

密，网格为 2.5mm。图 2是加密区域指示图。保持加

密策略不变，对基础网格的不同尺寸进行了无关性

分析。基础网格尺寸分别为 0.02m，0.03m和 0.05m，

图 3是无关性分析的缸压曲线。计算了扫气过程和

燃烧过程，定义曲轴转角 0°为上止点 TDC（Top Dead
Center），上止点后为 ATDC（After Top Dead Center）。

从图中可以看出，基础网格尺寸对扫气阶段的缸压

影响较小，0.02m和 0.03m案例缸压的误差为 0.03%。

在燃烧阶段随着基础网格尺寸的变小，计算精度随

之提高，但是随之而带来了巨大的计算量。0.02m和

0.03m案例缸压的误差为 1%，这说明 0.02m的基础网

格尺寸已经可以较为准确地描述仿真过程。从无关

性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物理量变化剧烈、梯度大的区

域进行局部加密和自适应加密的方法对计算精度具

有很大提升。

柴油喷射使用喷雾模型，其中喷雾模型中的

KH-RT模型系数进行了 ECN相关喷雾实验的校核。

天然气喷射使用一个固定质量流来模拟，天然气和

空气的混合过程使用湍流模型来描述。在 SAGE燃

烧模型中使用正庚烷替代柴油的燃烧过程，甲烷替

Fig. 1 Dual fuel engine model with prechambers and gas

ports

Table 1 Dual fuel engine specifications

Parameters
Bore /mm
Stroke/mm

Connecting rod length/mm
Compression ratio

Engine speed/（r/min）
Equivalence ratio

Mass ratio of diesel and natural gas

Value
500
2050
2050
12
124
0.4
0.007

Fig. 2 Mesh refinement regions in the model

Fig. 3 Effects of base grid size on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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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天然气的燃烧过程。使用的反应机理为自主构建

的 73 种 组 分 和 249 个 基 元 反 应 的 双 燃 料 反 应 机

理［14］。表 2是模型中的流动、喷雾和燃烧过程的数值

计算子模型。

使用一维仿真结果来获取三维模型的边界条

件，详见表 3。为了保证计算稳定性的同时最大限度

地提高计算速度，在 100µs和 0.01µs之间自动变化时

间步长。图 4是 100%载荷下三维模型和实验的缸压

和放热率（HRR）对比图。

2.2 爆震表示方法

为了更好地表示缸内的爆震情况，得到较好的

表示爆震的指标，在气缸的中心到四周径向不同位

置分别设置了压力监控点（Monitor Point，MP），如图 5
所示。通过提升缸内天然气的当量比 0.6来获得爆

震工况。通过监控点的压力变化分析爆震的特征。

通常使用 MAPO法［15］（压力振荡的最大振幅）来

表示爆震的程度。具体方法为对监控点的压力曲线

进行傅里叶变换和带通滤波，带通滤波频率为 5~
30kHz。从而得到压力震荡幅值图，取绝对值最大的

幅值来表示爆震程度的大小。根据文献［16］，一般

MAPO值大于 0.03MPa为轻度爆震，大于 0.1MPa为严

重爆震。

3 结果与讨论

3.1 大缸径双燃料发动机的爆震特点

图 6是某工况下气缸径向和最大缸径周向上的

压力监控点的压力曲线。压力监控点位置详见图 5。
从图 6（a）中可以看出，同一径向监控点的压力波动

相位一致，压力震荡程度只与监控点与中心点的距

离有关。离中心点越近，则压力波动越小，爆震越

小；反之，越远则压力波动越大，爆震越剧烈。气缸

外围的压力震荡会导致活塞与气缸间的剧烈摩擦，

从而引起拉缸等现象。而图 6（b）中同一直径不同方

向上压力监控点的压力震荡程度大致相同，只是相

位有所差别。为了更好地表示爆震情况，后文的爆

震分析皆选取最大直径监控点 7的压力曲线。

图 7是一个爆震工况的缸压、放热率和带通滤波

的压力震荡图。压力振荡幅值接近 1MPa，按照前文

的标准，已经发生了严重爆震。从图中可以看出，压

力剧烈波动开始发生在放热率峰值处，放热峰值后

随着放热变缓，压力的波动变大。图 8是 900K的温

度等值面，可以看到火焰面的发展过程。结合图 7，
放热率峰值时刻火焰面几乎已经扩展至整个燃烧

室，此后放热率骤减，缸内发生压力的急剧震荡。在

火焰射流的传播早期，缸内的压力温度尚小，没有发

生远端天然气的早燃。随着缸内压力温度升高，在

图 8（c），（d）中的黑圈部位可以看到局部的一些早燃

现象。但由于此时火焰面几乎已经扩展至整个燃烧

室，可以发生早燃的部位并不多。在未发生爆震的

Table 2 Models used in this paper

Models
Turbulence model
Drop breakup model
Combustion model

NOx model
Soot model

Name
RNG k-ε
KH-RT
SAGE

Extended Zeldovich model
Hiroyasu model

Table 3 Boundary conditions

Parameters
Head temperature/K
Cylinder temperature/K
Piston temperature/K
Intake temperature/K
Exhaust temperature/K
Intake pressure/MPa
Exhaust pressure/MPa

Value
563
506
606
305
612
0.322
0.309

Fig. 4 Comparison of pressures and HRR between

experiment and simulation

Fig. 5 Locations of monitoring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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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下也有这种早燃现象的发生，因此认为在大缸

径天然气双燃料发动机中天然气早燃对发动机的爆

震贡献不大。

图 9是燃烧室内 Z方向和 X方向的压力切片图，

其中 X方向为 Z方向切片的竖直方向。从这些压力

分布图可以看出图 7中压力震荡最严重时刻的压力

变化情况，这些压力震荡在图 8中的火焰面扩散至整

个缸内后发生。从这些压力分布图可以看出，缸内

压力是不均匀分布的，压力分布随时间变化且遵循

着一定的运动规律：每 0.6° CA一个循环，最大压力位

置沿逆时针方向变化，与涡流同方向运动。在竖直

方向也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可以推定从预燃室喷

射出来的火焰射流和顺涡流传播的火焰面燃烧导致

了压力的不均匀分布，并且最大压力沿涡流方向变

化。因为火焰射流和火焰面与涡流方向相同，并相

互影响，所以涡流对缸内的压力分布会产生较大的

影响。涡流强度将是影响爆震的一项重要因素。

3.2 缸内涡流对爆震的影响

通过 3.1节的分析，大缸径天然气双燃料发动机

缸内爆震可能和缸内涡流具有一定关系。因此本小

节研究了涡流强度对爆震的影响。这里使用了涡流

比的概念来衡量缸内涡流的强度大小，即涡流的角速

度与发动机转速的比值，是一个无量纲值。使用

CONVERGE中的 Map功能，只改变临近上止点（-10°
ATDC）时刻缸内的涡流强度，而不改变其他的参数，

如缸压、温度、组分等，以保证除了涡流以外其他参

数对仿真结果没有影响。在原本涡流的基础上，将

初始时刻（-10° ATDC）的涡流强度设置为正常涡流

水平的 0倍、0.5倍、1倍和 1.5倍等案例。

首先研究稀薄燃烧中涡流的作用。图 10是稀薄

燃烧（当量比 0.4）中不同涡流强度下的缸内压力和放

热率曲线图。从缸压曲线中可以看出，随着涡流的

增强，缸内压力曲线显著升高。由于具有相同的体

积变化规律，所以指示功也随着涡流的增强而增加。

同时从放热率曲线可以看出，缸内涡流越强，天然气

的燃烧速度越快，火焰传播速度也越快，从而燃烧持

续期越短。而涡流为 0时，缸内火焰传播速度极慢，

没有出现天然气的急燃期，最高爆压只有 11MPa左

Fig. 7 Pressure, HRR and band-passed pressure in cylinder

of a knock case

Fig. 8 900K temperature isosurfaces

Fig. 6 Cylinder pressure curves of different monitoring

points in radial direction and circumferential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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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且放热时间太长导致热效率极大地减少。这说

明稀薄当量比的天然气具有较低的层流火焰燃烧速

度，没有涡流的帮助火焰很难进行传播，缸内的涡流

对于稀薄燃烧是必不可少的。

图 11是不同涡流强度下的 1200K温度等值面来

表示火焰面的传播过程。三种案例的图 11（a）几乎

完全一样，这说明在火焰束的喷射过程中，涡流对火

焰束的影响较小，这是因为火焰束的喷射速度远大

于涡流的速度。从图 11（b）中可以看出，在涡流的

作用下，1.5倍涡流案例中火焰束的头部已经开始

进行顺涡流的传播，而较小涡流下的火焰面很难进

行传播。图 11（d）中 1.5倍涡流案例火焰面已经传

播至整个缸内，0.5倍涡流案例火焰面开始顺着涡流

进行缓慢传播，而 0倍涡流案例火焰面因为没有涡

流的作用，完全以层流火焰速度进行传播，火焰面

几乎没有移动，导致燃烧不充分。这也说明了在天

然气的稀薄燃烧中，涡流对火焰面的传播是不可或

缺的。

图 12分别描述了不同初始涡流强度下的涡流比

和湍动能变化情况。从图 12（a）中可以分析得到，火

焰射流进入缸内后涡流比会得到约 0.8的提升。这

个涡流强度的提升不会使初始涡流为 0的工况燃烧

很好。除了初始涡流不同，不同涡流强度工况下的

涡流变化规律大致相同。而对于图 12（b）中的湍动

能，由于船机的缸径较大，在压缩终点缸内具有较小

的初始湍动能。随着火焰射流射入缸内，引起了一

定的流体紊乱，湍动能得到显著增强。但几种涡流

强度下的湍动能强度和发展趋势几乎相同，因此可

以说明在火焰传播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缸内涡流

强度，而不是火焰锋面的湍能。

将缸内的当量比提高到 0.6，获得爆震工况。仍

然使用Map功能进行缸内涡流的调整，并保持其他参

数不变，设置涡流分别为 0倍、0.25倍、0.5倍、1倍、1.5
倍和 2倍涡流等案例。图 13是压力曲线和压力波动

图，图 14是各工况的 MAPO图。可以得到，随着缸内

涡流从无到有的增强，缸内的爆震强度随之增强；当

涡流到达一定程度后，随着涡流的增强，缸内的爆震

强度反而降低。缸内涡流很低时，火焰面的传播主

要依靠天然气的层流火焰速度进行传播，层流火焰

速度与当量比密切相关，尽管随着当量比的提高，传

播速度较稀薄燃烧快，可以达到较大的缸压，但传播

速度仍较小，因此由火焰面相互碰撞引起的压力震

荡很小，尽管缸内的压力温度很高也没有发生爆震。

随着缸内涡流的增大，火焰面的传播速度变快，由火

焰射流引起的多个火焰面相互剧烈碰撞，引起压力

激荡变强，爆震变强；但是当涡流增大到一定程度

时，涡流在火焰面的传播中占主导地位，此时的火焰

Fig. 10 Comparison of pressure and HRR curves in

cylinder with different cases of initial swirl ratio

Fig. 9 Slices of pressure in the Z and X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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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传播极快，避免了火焰射流形成的多个火焰面，可

以形成一个火焰面进行传播，因此压力激荡变小。

3.3 EGR率对爆震的影响

改 变 引 入 缸 内 的 EGR 率 分 别 为 30%，40% 和

50%。为了保证总的燃料能量不变，保持天然气的含

量相同，这样引入的 EGR势必会导致缸内的天然气

当量比上升。通过计算，引入 0%EGR的天然气当量

比为 0.6，引入 30%EGR的天然气当量比为 0.87，引入

40%EGR的天然气当量比为 1，引入 50%EGR的天然

气当量比为 1.24。通过加入 EGR提高了天然气的当

量比，以此研究引入 EGR对拓展爆燃界限的作用。

Fig. 11 1200K temperature isosurfaces in different cases

Fig. 14 MAPO values with different cases of initial swirl

ratio

Fig. 12 Change of swirl ratio and turbulent kinetic energy

in the cylinder with different cases of initial swirl ratio

Fig. 13 Pressure and band-passed pressure in cylinder with

different cases of initial swirl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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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是压力曲线和压力波动图，图 16是各工况

的 MAPO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尽管加入 EGR后天

然气的当量比得到提高（从 0.6到 1.24），但随着引入

EGR量的增加，爆震程度反而减小。当引入 50%EGR
时，爆震消失。这是因为由于引入了 EGR，导致缸内

的天然气燃烧更为稳定，且 CO2会吸收一部分热量，

使缸内温度降低，这些都导致了火焰面的传播速度

变慢，并降低了远端天然气发生早燃的趋势。图 17
是不同 EGR率的火焰面传播过程，可以看出随着引

入 EGR增加，火焰面传播速度变慢。这也从侧面说

明了爆震与火焰面的传播过程和传播速度关系密

切。因此，通过加入 EGR可以相对提高发动机的当

量比，且可以做到在较高当量比的环境中不发生爆

震，从而提高了天然气的空燃比界限和爆燃界限。

结合上一节，可以通过缸内引入 EGR和合适的

较大缸内涡流配合使用，这样既可以保证天然气火

焰的传播速度，极大减少缸内爆震且保证发动机稳

定的功率，又不至于缸压过高导致过高的机械损失，

降低发动机的爆震趋势和 NOx排放量。因此，设置了

2倍涡流和引入 40%EGR的案例。

图 18是监控点 7压力曲线和压力波动图，图 19
是 MAPO值。可以看出，分别提高缸内涡流和 EGR
率都会降低缸内的爆震强度，提高涡流会提前爆震

的开始时刻，加入 EGR会滞后爆震开始的时刻，同时

提高缸内涡流强度和加入 EGR会极大地降低缸内的

爆震强度，甚至不发生爆震。提高缸内涡流会提高

缸内的压力，导致较大的机械摩擦损失；加入 EGR会

导致发动机的功率降低。但是提高缸内涡流的同时

Fig. 15 Pressure and band-passed pressure in cylinder with

different cases of EGR

Fig. 18 Pressure and band-passed pressure in cylinder

Fig. 19 MAPO values of different cases

Fig. 16 MAPO values in cylinder with different cases of

EGR

Fig. 17 1500K temperature isosur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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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EGR会保持发动机的功率，保证较低的摩擦损

失，更重要的是可以极大地降低爆震强度。

4 结 论

通过本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大缸径预混天然气发动机的爆震位置往往

发生在气缸边缘。离中心点越近，则压力波动越小，

爆震越小；反之，越远则压力波动越大，爆震越剧烈。

缸内的火焰射流引发的多个火焰面着火和火焰面的

传播过程是引起缸内压力波动的主要因素。

（2）随着缸内涡流从无到有的增强，缸内的爆震

强度随之增强；当涡流到达一定程度后，随着涡流的

增强，缸内的爆震强度反而降低。

（3）缸内加入 EGR可以提高天然气当量比，同时

减少爆震发生的倾向，拓展天然气的爆燃界限。

（4）提高缸内涡流的同时加入 EGR，可以保持发

动机的功率不变，减少摩擦损失，还可以极大地降低

缸内的爆震强度。

致 谢：感谢高技术船舶科研计划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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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离子体射流作用下光壁面超声速燃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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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光壁面超声速燃烧室的点火需求，利用中心嵌入式等离子体射流，在模拟马赫6、总

温1680K的直连式试验台上，实现了煤油燃料的可靠点火和稳定燃烧。研究了超声速燃烧室起动过程中

等离子体建立与维持特征，获取了不同当量比下火焰传播与燃烧特性。试验表明：在自身工质的高压射

流维持下，等离子体点火器可以在点火起动的不同压力变化环境中保持稳定；中心等离子体射流产生一

定尺度的高温区域且含有丰富的自由基，其在恰当的混气当量比下会产生等离子体诱导火焰；诱导火焰

沿燃烧室轴向传播并发展形成了稳定的超声速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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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Plasma Jet Enhanced Ignition
in No-Cavity Supersonic Combu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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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 the ignition requirements of the no-cavity supersonic combustor，a central embedded plas‐
ma jet was proposed to enhance ignition and stabilize combustion，in the direct-connected test of kerosene super‐
sonic combustion under the simulated condition of Ma 6 and the total temperature of 1680K. The plasma charac‐
teristics during the ignition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were studied，and the plasma-ignited flame
characteristics at different equivalence ratios were obtain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lasma jet al‐
ways maintained stable with the high-pressure jet of its own working medium during the varied pressure ignition
process. A spatial region with high temperature and a large amount of active radicals was produced at the down‐
stream of plasma jet，which was useful to initiate a supersonic ignition at an appropriate mixing equivalence ratio.
The plasma-ignited flames propagated along the axial direction of the chamber and developed a stable supersonic
combustion.

Key words：Supersonic ignition；Plasma；Jets；Supersonic combustor；Enhanced ignition；Experimen‐
tal study

* 收稿日期：2019-12-19；修订日期：2020-07-2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217070695）；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7-III-0007-0032；2019-III-0013-0056）。
通讯作者：唐井峰，博士，副教授，研究领域为等离子体流动/燃烧组织，气体放电及应用。

引用格式：唐井峰，向安定，李 寄，等 . 等离子体射流作用下光壁面超声速燃烧室点火试验研究［J］. 推进技术，2021，42
（11）：2531-2537. （TANG Jing-feng，XIANG An-ding，LI Ji，et al. Experimental Study on Plasma Jet Enhanced
Ignition in No-Cavity Supersonic Combustor［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2021，42（11）：2531-2537.）



推 进 技 术 2021 年

1 引 言

采用液体煤油燃料的超声速燃烧室冷起动工况

下燃烧室入口速度快，总温较低，燃料的雾化和沿程

蒸发距离较长，这对其点火和火焰稳定提出了严峻

的技术挑战［1］。气体放电等离子体具有特殊的物理

化学性质，为发动机强化点火提供了技术途径，是当

前等离子体应用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2-17］。

近年来，等离子体强化点火技术的研究是伴随

着航空航天所涉及的超声速燃烧需求而兴起。以俄

罗斯科学院高温研究所 Starikovskaia［3］和普林斯顿大

学 JU［4］为代表，系统地综述了等离子体强化点火的需

求、技术内涵、关键技术和应用潜力。国内在等离子

体辅助燃烧反应动力学方面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陈琪等［5］采用实验结合模拟的方法，对等离子体辅助

甲烷反应中的激发态组分、基元反应和反应活化能

分别进行了完善、拆分和再计算。张儒征等［6］对甲烷

和乙烯在高压纳秒脉冲放电激励下的氧化过程进行

了光电离分子束质谱在线组分诊断，证实了等离子

体辅助燃料产生了多种离子、分子、自由基和激发态

组分。这些机理分析表明，等离子体对燃烧反应过

程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这是和等离子体的自身属

性紧密相关。

等离子体的特殊物理化学活性，必将在强化点

火与辅助燃烧中展现潜在优势。在航空发动机领

域，吴云等［7］发现了低压飞行环境中高频纳秒脉冲放

电加速丙烷预混火焰的潜力；李水清等［8］发现了介质

阻挡放电在湍流环境中提高火焰速度和改善燃烧稳

定性的优点；于锦禄等［9］提出了一款预燃等离子射流

点火器的结构；张义宁等［10］和郭晓晶［11］证实了交流

驱动低温等离子体在触发爆震点火的可行性。在亚

燃/超燃冲压发动机领域，宋文艳等［12］试验探索了超

声速燃烧室中等离子体点燃气态燃料的可行性；张

军龙等［13］和李飞等［14］评估了等离子点火器应用于煤

油超声速点火的可行性。值得关注的是，包恒等［15］、

孙明波等［16］、徐旭等［17］、田野等［18］、蔡尊等［19］将等离

子体与凹腔火焰稳定器相结合，实现了等离子体诱

导下燃料着火及火焰稳定，展现了等离子体在超声

速燃烧室中的技术特点。

可以肯定的是，将等离子体引入到超声速燃烧

室中，必须要认识点火过程中等离子体核的形成、诱

导火焰的发展与稳定特征，方可实现可靠的燃料着

火［20-23］。相对于将等离子体点火器与凹腔火焰稳定

器结合的技术思路，本文以光壁面超声速燃烧室为

对象，开展中心等离子体射流作用下煤油超声速点

火试验，来认识超声速燃烧环境中等离子体点火火

焰的建立、传播及稳定特征。

2 实验装置及过程

2.1 试验装置

等离子体作用下超声速点火稳燃试验平台是在

直连式超声速燃烧台上开展的。试验台主要包括：

空气加热系统、超声速燃烧室、测控系统。

空气加热系统的功能是为模拟真实气体环境下

的超声速气流。该系统采用空气/氧气/酒精燃烧加

热方式，通过合适的组元配比与燃烧，在燃烧室内达

到设计的压力和温度、并使燃烧产物中氧气含量与

大气环境中的氧气含量基本一致。高温高压空气通

过喷管膨胀，在喷管出口达到所需的静温、静压。本

文实验模拟飞行条件为马赫 6的燃烧室入口气流参

数，燃烧室入口马赫数为 2.8，总温为 1680K，总压为

1.15MPa。
光壁面燃烧室中等离子体射流装置的安装结构

示意图，如图 1所示。在轴对称的超声速燃烧室中置

有三个周向均布的后掠支板，其共同支撑一个置于

燃烧室中心的三角锥稳燃机构。等离子体射流装置

独立设计，并内嵌于三角锥中。等离子体放电所需

要的电激励、放电工质分别通过两个后掠支板导入。

中心锥和后掠支板均开有喷油孔，已在图中标示，高

压煤油通过油泵与等压差阀，经喷油孔逆向主流方

向喷射，用于煤油和空气间的强化掺混。在本实验

中，维持燃油供给的回油压力 7MPa，以使得流量基本

不随燃烧室的背压而变化。中心锥喷油孔轴向位置

为 460mm，后掠支板喷油孔平均轴向位置为 500mm。

为了确保等离子体射流装置内小间隙下稳定放电，

且不会出现电极烧蚀情况，射流装置内部电场匹配

设计和流场考核是必须的保证［24］。放电工质在外界

激励下被击穿，形成一定的压力高温弱电离气体，其

从顶端喷嘴喷入到超声速燃烧室内部，喷射位置已

在图中标出。采用直流激励等离子体射流，放电工

质为 O2，其供给压力为 8MPa；电源为直流激励，闭路

电流为 10~40A内可调，恒直流输出。

试验测控系统用于实现试验台时序控制及操

作、试验台煤油流量测量与控制、发动机壁面压力测

量，该系统是将点火器时序编入原有超燃冲压直连

实验台的控制系统实现的。试验时序控制软件提供

了 ms级的试验过程设定，保障准时有序地完成试验

工作。采用航空煤油作为燃料，安装高压煤油罐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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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氮气增压驱动。煤油共三路，流量可单独控制，

采用闭环回路控制系统调节流量，保证不同工况下

流量稳定。煤油流量采用涡轮流量计测量，精度 1%。

在燃烧室右侧壁面（面向气流上游观察，下同）布置

了 25个压力测点。其中三处法兰连接处、凹腔段观

察窗边缘的盖板处测点较为稀疏。测点均布置在流

道中心线处，其中凹腔段的测点位于不考虑凹腔的

流道中心线上。压力测量采用的压力传感器，量程

有 0~0.5，0~0.8和 0~1MPa三种，测量精度均为 0.5%
全量程 FS。
2.2 等离子体强化点火试验过程

在一次热态下等离子体点火试验中，试验的整

个过程包含试验开始、加热器工作、等离子体点火和

燃烧组织建立若干个重要过程。

在试验开始时，加热器开始供应气体，发动机燃

油开关阀打开，考虑到液体在管路中的流动延迟，部

分管路会提前开启，保证发动机点火时燃油已供应

给燃烧室内。当流动稳定时，加热器开始工作。加

热器的点火火炬工作，完成点火，约 0.5s后加热器

进入稳定工作状态。等离子体点火时，发动机内供

给点火氧气，并开启等离子体，燃料点火后开始进

入稳定燃烧状态，燃烧室后半段壁面压力上升到一

个相对较低的水平。燃烧组织建立，氧气和等离子

体维持工作状态 2s，实现燃烧组织建立，并获得稳

定的压力分布。试验结束后，开始进入试验台吹扫

程序。

试验中，采用酒精工质的加热器对一定流量的

空气/氧气混合空气进行加热，产生高焓气流，模拟飞

行马赫 6的燃烧室入口气流参数。加热器正常工作

产生高焓入口气流之后，燃料加入进行燃烧，工作一

段时间之后试验结束。如图 2所示，t1时刻加热器启

动，空气 /氧气混合气体通入到加热器中，酒精加热

器对空气 /氧气混合气体加热，产生高焓气流，温度

压力同时上升，t2时刻燃油注入，t3时刻开启等离子

体射流实现煤油稳定燃烧，t4时刻煤油和等离子体

射流同时关闭，t5 为发动机试验结束，加热器开始

吹除。

3 结果与讨论

超声速燃烧室要实现等离子体强化点火，就必

须实现超声速流动中等离子体射流的维持，等离子

体点火核的建立以及诱导火焰的稳定。从试验开展

的视角，下面从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3.1 高速流动下等离子体射流的特征

在超声速燃烧室的高速流动中建立和维持等离

子体，是等离子体诱导燃料点火和火焰稳定的基本

要求。在静止气流条件、加热器冷试条件（模拟压力

达标）和加热器冷试条件（模拟速度均达标）下开展

了等离子体的放电激励，对应的等离子体射流照片

如图 3所示。值得说明的是：铜电极材料在放电作用

下形成激励态的铜粒子，其能级跃迁会发出绿色

的光。

在静止气流条件下，点火器末端喷出了明亮的

等离子体射流，形成了轴向上 11mm尺度的高温等离

子体。加热器冷试下会形成高速气流引射，等离子

体射流所处环境的气体压力会显著降低（本试验台

会产生 0.5倍的压力衰减）；此条件下等离子体射流

的形貌出现了明显变化，不仅在轴向上出现了 2倍
以上的尺度扩展，在径向方向上形成了直径 60mm
的明亮放电区。加热器热试下超声速气流已经建

立，超声速携流下等离子体射流在轴线与径向方向

上尺度均出现明显降低，但基本涵盖了中心锥的下

游区。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a supersonic combustor

Fig. 2 Operation sequence of ignition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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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等离子体射流所处的环境中气体压

力、速度的变化会改变等离子体射流的形貌。环境

气体压力的降低会导致等离子体中粒子碰撞频率下

降，利于等离子体射流在空间上的尺度延展；气体速

度的提高会导致向下流方向的能质输运，等离子体

射流的尺度也随之改变。结合上述结果可知，虽然

点火器喷出的等离子体射流会随着燃烧室内气动参

数而变化，但在其自身放电工质的高压射流作用下，

从静止条件到加热器冷试再到加热器热试的过程中

等离子体射流均可以稳定地建立与维持，这为等离

子体在超声速燃烧室的高速流动中强化点火和火焰

维持提供了基础。

图 4展示了氧气工质等离子体射流的电特性和

光谱特性，展示了等离子点火器的工作状态。电特

性和光谱特性分别通过示波器及探头以及光谱仪采

集。P6015A高压探头和普通电压探头分别采集点火

器两端电压信号和采样电阻两端电压信号，并传输

至 MSO-5104B示波器，来获取点火器的电压和电流

信号。光谱信号由 Avantes公司 AVS-RACKMOUNT
-USB2光谱仪采集和记录。实时测量放电的电压电

流特性，并分别在不同的时间段内对信号进行评估

判断。首先是放电通道建立，放电通道建立后为放

电通道稳定阶段，放电通道稳定后是等离子体射流

用于点火的时间。放电通道建立时间段内电压没有

上升，对应等离子体射流没有启动（可能是电源供给

或电路短路的原因）。在放电通道稳定时间段内，电

压和电流没有发生突变，对应等离子体射流一定处

于打火状态，没有建立起稳定的放电通道（可能激励

电压太低或电极间距太大的原因）。在等离子体射

流点火时间段内，放电的电压电流都基本维持不变，

而燃烧室压力升高并最终在点火器关闭后维持不

变，对应等离子体作用下点火成功。等离子体向燃

烧反应持续注入热与活性基团，并通过这些途径强

化燃烧，成为维持超声速火焰的重要条件［25］。等离

子放电过程中持续用光谱仪采集光谱信息，采集波

长为 300~1000nm，但是只有 777nm和 844nm两条曲

线可以看到。这两条谱线均是 O原子中发生能级跃

迁产生的，这说明等离子体放电形成了大量自由 O原

子和高能的激发态 O原子，这些自由 O原子和激发态

O原子会诱导形成活性基团，来加快燃料分子的燃烧

化学反应。

3.2 等离子体射流作用下点火火核的特征

在超声速燃烧室中利用高温且富含自由基的等

离子体射流产生点火火核，去形成煤油燃料的着火

以及火焰的空间传播。下边给出了在一次试验过程

中等离子体点火火核的建立过程，对应的试验图像

如图 5所示。

中心锥前端的煤油由空气裹挟向下游流动，大

量的煤油被卷吸进中心锥末端的回流区。在等离子

体射流的作用下，中心锥末端处煤油被成功点燃并

形成明亮火焰。随着加热器进入到热试条件，建立

起高超声速气流，等离子体点火火焰在空间尤其轴

向上进行传播，形成了一股明亮且强烈的燃烧火焰。

中心锥前端喷射的煤油进入到中心锥末端的回

流区，会形成一个富燃料区。考虑到煤油主要是沿

着壁面向下流传播，中心锥末端的回流区的局部油

气比会超过着火的边界条件。为调节此局部区域内

燃油与空气的混合比例，就必须使用空气或氧气作

Fig. 4 Discharge wave and spectrum of working plasma

torch igniter

Fig. 3 Plasma jets under different flow conditions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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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等离子体射流的工质气体，以此起到调节局部燃

料和氧化剂比例的作用。实验发现，中心锥前端喷

油的全局当量比为 0.3~0.5时，等离子体点火的稳定

性和燃烧情况是最佳的。因此，局部区域内恰当的

油气比和等离子体射流的存在，为煤油火焰的传播

及沿燃烧室轴向发展提供了条件。

3.3 不同煤油流量下发动机点火试验

等离子体射流诱导下点火火焰在超声速气流中

传播形成扩散火焰特征。可以肯定，在等离子体的

持续作用下，随着火焰的轴向传播，燃烧区内的压力

升高会导致壁面处附面层分离，诱导产生压缩激波

和高温高压区，进而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燃烧场。这

是等离子体强化点火、火焰传播与稳定的主要机制。

图 6给出了一次点火试验中不同的中心锥供油

量下燃烧室末端火焰照片。由等离子体射流诱导的

中心火核将点燃支板煤油，实现火焰的径向传播与

稳定。随着中心锥供油当量比的增大，火焰的径向

尺寸有所增加，火焰颜色从明亮的白色向黄色发展。

图 7对应给出了此次试验中不同的中心锥供油

量下燃烧室壁面压力分布。中心锥供油的当量比

0.3时，等离子体射流诱导的中心火核将点燃支板煤

油，在中心锥下流处形成了稳定的火焰，并在点火器

至其下游 400mm的范围内形成明显压升，最大压升

约为三倍的初始压力；随着中心锥供油当量比的增

加，火焰轴向范围增大，并向燃烧室上游传播，最大

压力点移动到点火器末端附近；进一步地增加中心

锥供油的当量比，火焰的轴向范围也进一步增大，最

大压升点位置基本不变，压力约为五倍的初始压力，

压 升 推 入 燃 烧 室 前 的 隔 离 段 中 ，导 致 发 动 机 不

起动。

图 8对应给出了此次试验中不同的中心锥供油

量下燃烧室反算马赫数分布。中心锥供油的当量比

为 0.3时，在中心锥下流处形成了稳定的火焰，火焰

引起的预燃激波串在扩张段被抗住。因此，隔离段

附近无明显由火焰压力而引起的 Ma下降，而在点火

器至其下游 400mm的范围内，形成明显马赫数下降

至亚声速。在火焰区下游，受燃烧释热影响和发动

机管道膨胀影响，已燃气体再次被加速至超声速。

中心锥供油当量比增加时，火焰径向范围增大，燃烧

释热增加，压力进一步向燃烧室上游反向传播，最低

马赫数点移动到点火器末端附近。进一步地增加中

心锥供油的当量比，火焰的轴向范围也进一步增大，

最低马赫数位置点基本不变，但马赫数有所下降，此

时燃烧室前的隔离段的马赫数也受到了影响。

Fig. 6 Flame form under different central fuel equivalent

ratio
Fig. 5 Plasma ignition core under different flow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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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在模拟马赫 6，总温 1680K的直连式试验台上利用

中心嵌入式等离子体射流实现了轴对称光壁面超声

速燃烧室的强化点火和稳定燃烧。主要结论包括：

（1）等离子体射流形态受燃烧室气动状态变化

的影响较大，但在自身工质的高压射流作用下等离

子体在点火起动过程中可以维持。

（2）中心嵌入式等离子体射流产生一定尺度、高

温且含有丰富的自由基的空间区域，其在恰当局部

当量比的前提下产生诱导火焰。

（3）等离子体诱导火焰在光壁面超声速燃烧室

中传播与稳定，主要依赖于等离子体持续作用下的

中心火焰诱导壁面附面层分离，形成压缩激波和高

温低速区，并引燃支板喷出的煤油，进而发展成一个

稳定的超声速燃烧场。

本文仅是对中心等离子点火进行初步的探讨。

未来将探讨加热器组分对等离子点火的影响以及在

什么条件下，等离子体点燃发动机后燃烧能够自维

持等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致 谢：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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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获得金属粉末燃烧装置燃烧产物的反弹特性，进而为金属凝相燃烧产物收集装置的设计

提供指导，在收集并分析了铁粉燃烧产物特性的基础上，搭建了壁面碰撞反弹装置，开展了凝相燃烧产

物与石墨板反弹特性实验研究，获得了法向反弹系数 （en） 与切向反弹系数 （et） 随粒子入射速度、入

射角度的影响规律，并拟合了反弹系数多项式。结果表明：真实燃烧产物实验条件下，铁粉凝相燃烧产

物的入射速度对 en和 et影响不显著，但入射角度对 en和 et的影响较大，表现为 en随入射角度的增加而增

大，et随入射角度的增加先减后增，但增幅较小，当入射角度大于58°时，et又出现减小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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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Rebound Characteristics of Condensed
Products in Metal Powder Combustion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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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rebound characteristic of combustion products in metal powder combustion
device，and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design of metal condensed combustion product collection device，on the ba‐
sis of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bustion products of iron powder，a wall impact rebound
device was built. The rebound characteristics experiment of condensed combustion products and graphite plates
was carried out. The effects of incident velocity and incident angle on the normal rebound coefficient（en）and the
tangential rebound coefficient（et）were obtained. Meanwhile，the rebound coefficient polynomial was fitt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realistic combustor conditions in this paper，the incident velocity of met‐
al condensed combustion product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en and et，while incident angle has significant in‐
fluence on the rebound coefficients. With the increase of incident angle，en increases，et decreases initially and in‐
creases afterwards. However，the added value of et is small，and et decreases again when the incident angle is
greater than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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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以及能源缺乏等问题和挑

战，利用可再生能源代替传统的化石燃料来实现零

碳及零污染排放势在必行［1-2］。在文献［3］中，拉比诺

夫提出使用铁粉代替煤油作为内燃机燃料后，国内

外学者对金属燃料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4-8］，结果表

明金属燃料的优点如下：（1）体积热值比传统燃料

高。（2）燃烧产物中几乎不含 CO2，NOx等污染环境的

气体。（3）燃烧产物具有较高的熔点与沸点，其颗粒

燃烧产物可经回收后通过电解等方式进行还原，从

而实现燃料的循环应用。因此，金属燃料被认为是

未来取代传统化石燃料的最佳选择之一。

基于金属燃料上述优点，文献［8］提出了金属粉

末燃烧装置的概念，金属粉末与氧化剂在燃烧室内

燃烧后产生的凝相产物进入分离收集装置，使得高

温燃气与金属凝相燃烧产物分离开，通过将收集到

的金属氧化物还原从而实现金属燃料的循环利用。

在金属粉末燃烧装置中，金属凝相燃烧产物的运动

轨迹受其密度、速度以及与壁面的碰撞反弹特性等

因素的影响，对燃烧装置壁面的烧蚀程度以及收集

方式的选取、收集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由于金属

粉末燃烧装置处于高温高压环境，金属凝相燃烧产

物的运动轨迹难以通过实验测得，通常只能采用数

值仿真来模拟粒子的运动。而在数值仿真中，要获

得金属凝相燃烧产物在金属粉末燃烧装置中的运动

轨迹，实现金属凝相燃烧产物的高效回收，需获得金

属凝相燃烧产物与壁面碰撞反弹特性参数。文献

［9］建立了斜撞击反弹模型，定义了切/法向反弹系

数。文献［10-13］研究了不同粒径、不同粒子与不同

壁面的反弹特性。但上述研究所采用的颗粒均为理

想条件下给定粒径的模拟粒子，其粒径较大，缺乏针

对金属粉末燃烧装置实际燃烧工况下的颗粒碰撞反

弹特性的研究，未采用金属颗粒燃烧后的实际凝相

燃烧产物作为研究对象，所得的壁面反弹特性对金

属粉末燃烧装置的实际应用指导有限。

在课题组前期对金属粉末发动机技术研究的基

础上［14-16］，本文基于真实燃烧工况下的金属粉末燃烧

装置，研究实验收集到的金属凝相燃烧产物的特性，

搭建壁面碰撞反弹装置，通过高速相机拍摄并对图

像进行处理，研究金属凝相燃烧产物与壁面的反弹

特性，并拟合出反弹系数多项式，为金属凝相燃烧产

物收集装置的设计提供指导。

2 实验装置与实验方法

2.1 金属颗粒燃烧模型和实验装置

金属粉末燃料与空气燃烧过程中，金属凝相燃

烧产物能够有效收集和再循环的关键是获得相对大

的微米级氧化物颗粒，而颗粒燃烧期间形成的氧化

物尺寸直接取决于燃烧室内的颗粒燃烧模式。文献

［17］指出，金属颗粒的燃烧模式与火焰温度、化学当

量比以及沸点有关。若金属粉末燃料的沸点低于其

氧化物的挥发点和火焰温度，则在燃烧过程中可将

金属液滴先加热至沸腾，然后通过包围其微扩散火

焰将其点燃，如图 1A所示，该金属氧化燃烧产物可形

成远离液滴表面的纳米尺寸氧化物；若金属的沸点

高于其氧化物的挥发点以及火焰温度，金属不能快

速蒸发，并且颗粒必须通过多相表面反应不均匀地

燃烧。这种非均匀燃烧过程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在

金属液滴表面上形成气态金属氧化物或亚氧化物，

Fig. 1 Burning modes of metal droplets[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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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扩散远离液滴（如图 1B）。另一种为在金属颗粒

表面形成凝聚的金属氧化物并包围金属液滴（如图

1C）。以燃烧模式 B进行燃烧的金属颗粒，在反应和

冷凝区中再次形成远离颗粒表面的纳米氧化物。以

燃烧模式 C进行燃烧的金属颗粒，会在金属液滴表面

直接形成氧化燃烧产物，导致金属氧化物颗粒尺寸

大于初始金属颗粒。

因此当金属颗粒的燃烧模式为 C时，金属颗粒可

作为金属粉末燃烧装置的燃料。目前已知的属于 C
模式的金属燃料主要为铁［17］，铁粉的燃烧温度适中，

类似于碳氢化合物燃料，低于自身的沸点和氧化物

的分解点温度；铁资源丰富，获得成本较低；低于

1000℃时，铁易于从铁的氧化物粉末中还原。因此，

本文以铁粉为燃料，研究了粒径为 20µm、空燃比为

1.87工况下的燃烧产物特性，为铁粉燃烧产物分离奠

定理论基础。

图 2为铁粉燃烧实验装置图，实验时，将铁粉均

匀装填于粉末储箱中，通过控制台控制步进电机向

上运动并推动活塞挤压铁粉向上运动，铁粉经过流

化气入口处时与流化气体相遇并均匀掺混为气固两

相流体后，沿整流管向上流动至等离子点火器处并

与引导火焰相遇，点火成功后关闭等离子点火器，收

集铁粉燃烧产物。

2.2 粒子反弹模型和实验装置

基于文献［9，18-19］提出的粒子撞击壁面模型，

得到如图 3所示的单个球形粒子撞击壁面反弹过程

示意图。图中 θ i，θ r分别为颗粒球心处的入射角及反

射角；θ ci，θ cr分别为粒子与壁面接触点处的入射角与

反射角；V i，V r分别为颗粒球心处的入射速度及反射

速度；v i，v r分别为粒子与壁面接触点处的入射速度及

反射速度。粒子以初始速度 V i，入射角 θ i，角速度 ω i

与壁面发生斜向碰撞，发生反弹后粒子以反射速度

V r，反射角度 θ cr，角速度 ω r离开壁面。

粒子法向反弹系数为 en，切向反弹系数为 e t，其

表达式如下［11-12，20］：

en = VnrVnr =
V r cosθ r
V i cosθ i （1）

e t = V trV ti =
V r sinθ r
V i sinθ i （2）

当粒子入射的角速度 ω i = 0时
e t = 1 + 2Rω r

5V ti （3）
当粒子入射的角速度 ω i ≠ 0时

e t = 27
v tr
V ti
- 27

Rω i
V ti

+ 57 （4）
可知，粒子与壁面反弹后的反弹特性与粒子反

弹后的角速度、粒子入射速度以及粒子入射角度

有关。

金属粉末燃烧装置中铁粉燃烧会产生高温环

境，在实验过程中为了防止高温燃烧产物烧蚀壁面，

通常在分离段内壁使用石墨绝热层，故本文在研究

铁粉凝相燃烧产物与壁面碰撞实验过程中采用石墨

板壁面，经测量，其表面粗糙度为 Ra3.2。
依据碰撞反弹的原理设计了如图 4所示的铁粉

燃烧产物与石墨板碰撞反弹实验系统［13，18，21］，气瓶提

供的高压空气通过孔板后携带小粉箱中的铁粉燃烧

产物由出口喷出并与石墨板发生碰撞反弹，在实验

过程中可以通过控制来流空气的压强与孔板大小来

控制出口处的流量，从而控制粒子的速度。为了清

晰拍摄到粒子反弹过程中的边缘轮廓，使用氙灯作

为光源，采用阴影法进行拍摄，清晰地分辨出铁粉燃

烧产物与背景光的边界面，增加图像处理的准确度。

实验过程中采用 Phantom研究机构出产的 Miro
M340高速相机拍摄铁粉燃烧产物与石墨板反弹过

Fig. 3 Schematic of single particle impact wall bounce

Fig. 2 Experimental device for iron powder combu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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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相机参数设置如表 1所示。由于高速相机拍摄到

的图片（图 5（a））有 RGB三个矩阵，在图像处理时较

复杂，故本文先采用Matlab编程将高速相机拍摄到的

图片转化为灰度图，然后将视频各帧与实验开始前

的背景图片灰度相减，得到灰度值在［-1，1］之间的

灰度矩阵，将所有值加 1并除以 2，使得灰度矩阵各点

值转化为［0，1］之间。将转化好的视频导入 Photo‐
shop，选取能清晰看到颗粒的色阶，从而完成图片处

理。处理后的图片如图 5（b）所示，经处理后的图片

可以清晰看到铁粉凝相燃烧产物的运动轨迹。通过

对图 5（b）中同一颗粒不同帧所在坐标进行提取，将

提取获得的金属凝相燃烧产物入射与反射过程进行

叠加，得到如图 5（c）所示的轨迹图，从而计算出金属凝

相燃烧产物的入射角、入射速度、反射角、反射速度。

3 结果与分析

3.1 铁粉燃烧产物特性分析

3.1.1 铁粉燃烧产物成分分析

本文采用日本岛津生产的 7000型 X射线粉末衍

射仪对铁粉凝相燃烧产物进行衍射，得到其衍射图谱

并进行铁粉凝相燃烧产物成分分析，测量时 X射线发

生器为 Cu靶，测量角度为 5°~90°，测量速度为 3°/min。
对铁粉凝相燃烧产物进行物相分析时，观察到

铁粉凝相燃烧产物中除了 Fe3O4，FeO，Fe以及 Fe2O3
四种成分外，存在 Fe2.886O4，Fe2.942O4等成分，其中 Fe元
素与 O元素的原子比与 Fe3O4中 Fe元素与 O元素的原

子比接近，说明该物质与 Fe3O4的性质相似。Fe成分

的存在，表明该实验条件下铁粉未完全燃烧。

3.1.2 铁粉燃烧产物形貌分析

本文采用 FEI生产的 Helios G4 CX型聚焦离子/
电子双束电镜对实验使用的铁粉以及铁粉燃烧产物

进行形貌分析，结果如图 6所示。由图可知铁粉燃烧

产物的球形度明显改善，呈多尺寸分布，在较大颗粒

表面会附着一些小颗粒，颗粒与颗粒之间存在团聚、

碰撞现象。颗粒形貌存在规则的球形与不规则几何

体形状，该不规则形状是由于燃烧生成的产物附着

在铁颗粒上，氧气通过多孔介质进一步与铁粉反应

导致的。

3.1.3 铁粉燃烧产物粒径分析

本文采用 Mastersizer 2000激光粒度分析仪对实

验使用的铁粉以及收集到的铁粉燃烧产物进行粒度

分析，在测试过程中进行了重复性实验，以保证测量

结果的准确性。

由测量结果可知铁粉以及铁粉凝相燃烧产物的

粒径分布服从正态分布，且只有单峰。铁粉粒径测

量过程中，未使用超声波打散时，其 d50为 34.907µm，

使用超声波打散后，其 d50为 33.678µm。铁粉凝相燃

烧产物的 d50为 40.073µm。

图 7为铁粉及铁粉燃烧产物粒径分析图，由图可

见，实验使用的铁粉粒径主要集中在 10~35µm，而铁

粉燃烧产物粒径位于 10~35µm的百分数明显降低，

位于 35~60µm以及 60~100µm的百分数增加。若以

d50的值代表粉末的粒径大小，则铁粉燃烧产物的粒

Fig. 5 Image processing

Fig. 4 Arrangement of instruments for rebound

experiments

Table 1 Camera parameters

Exposure/µs
7

Resolution
320×304

Sample rate/fps
20000

Aperture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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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为初始铁粉粒径的 1.2倍，表明铁粉适合作为金属

粉末燃烧装置的燃料。

3.2 铁粉燃烧产物反弹特性

由前文对铁粉凝相燃烧产物成分分析可知，该

产物的成分为 Fe3O4，FeO，Fe以及 Fe2O3，且四种燃烧

产物的粒径分布非单一粒径，而是呈正态分布。同

时由于碰撞实验中铁粉凝相燃烧产物喷射出口直径

为 6mm，导致铁粉凝相燃烧产物呈散射状喷出，使得

粒子的运动轨迹不为单一运动轨迹。

本文对高速相机拍摄得到的铁粉凝相燃烧产物

碰撞过程处理时，若后喷出颗粒的运动轨迹与先喷

出颗粒的运动轨迹相似，则认为该运动轨迹获得的

数据有效。通过对多组数据处理发现，有效颗粒的

运动轨迹较为集中，无效颗粒运动轨迹出现在有效

颗粒运动轨迹集中区域的两侧，其示意图见图 8。
由图 6可知，铁粉凝相燃烧产物形貌一部分球形

度较好、一部分呈现不规则分布，球形粒子与非球形

粒子与石墨板碰撞时在碰撞点周围产生的曲率不

同，文献［22］采用尖角距离质心的距离 Rn及其与固

定方向的夹角 θn来表示非球形粒子的二维形状，由于

铁粉燃烧产物形状的（Rn，θn）不确定，使得粒子与石

墨板碰撞时碰撞点的曲率不同。在同一入射条件

下，不同粒子以及同一粒子表面不同点撞击石墨板

后经实验测得的入射速度会存在不同。故为了获得

铁粉凝相燃烧产物与石墨板的反弹规律，在实验过

程中对各工况进行了两组重复实验，选取所有实验

中有效粒子运动轨迹进行处理，得出该工况下的反

弹系数。

3.2.1 粒子入射速度对反弹特性的影响

由于铁粉燃烧产物由气体携带离开小粉箱与石

墨板碰撞时，入射速度分布在一定范围内，故本文研

究了入射角为 45°时，不同入射速度下铁粉燃烧产物

与石墨板的切向与法向反弹特性，结果如图 9所示。

由图 9可知，随着铁粉凝相燃烧产物入射速度的

增大，切向反弹系数在一定范围内变化，且变化幅值

较小，主要集中在 0.5~0.6；法向反弹系数随粒子入射

速度的增大基本维持在 0.3~0.35。故本文认为该铁

粉凝相燃烧产物与石墨板碰撞反弹后，切向反弹系

数 和 法 向 反 弹 系 数 随 粒 子 入 射 速 度 的 变 化 均 不

显著。

3.2.2 粒子入射角度对反弹特性的影响

图 10为铁粉凝相燃烧产物撞击石墨板时法向反

弹系数随粒子入射角度 θ i的变化曲线，由图可见，法

向反弹系数随粒子入射角度的增加而增大。当粒子

Fig. 9 Relationship between rebound coefficient and

incident velocity

Fig. 8 Schematic of the trajectory of particles after collision

and rebound with graphite plate

Fig. 6 SEM of iron powder and its combustion products

Fig. 7 Particle granularity distribution of iron powder and

its condensed combustion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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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射角度小于 35°时，法向反弹系数较小，变化幅度

较小，随着入射角度的增加，法向反弹系数开始缓慢

增加，大部分数据点维持在 0.3左右。这是因为法向

反弹系数主要由石墨板的变形恢复能力决定，在入

射角度较小时法向撞击速度分量较大，法向上的动

能被消耗，使得反射速度减小；当粒子入射角度大于

35°时，法向反弹系数迅速增加，其原因是此时粒子对

石墨板的法向撞击分量逐渐减小，使得动量损失

减小。

为了模拟铁粉凝相燃烧产物在金属粉末燃烧装

置分离段内的运动轨迹，从而设计出性能较好的分

离段结构，本文将铁粉燃烧产物与壁面碰撞产生的

法向反弹系数拟合成粒子与石墨板夹角 θ（与入射角

θ i互余，取国际制单位弧度）的多项式为

en = -1.2225θ3 + 4.5530θ2 - 5.5790θ + 2.5266（5）
图 11为铁粉凝相燃烧产物撞击石墨板时切向反

弹系数随入射角度的变化关系曲线，可以看出，当铁

粉凝相燃烧产物的入射角度较小时，切向反弹系数

较大，其原因是入射角度较小时，粒子与石墨板的碰

撞过程由粘滞状态转为微动滑移直至变为完全滑

移，这一阶段切向变形恢复力最小，切向反弹系数较

大；随着入射角度的增大，切向反弹系数快速减小，

其原因是随着铁粉凝相燃烧产物入射角度的增大，

粒子与石墨板的碰撞过程由完全滑移或微动滑移开

始，在摩擦力的作用下，碰撞过程逐渐转为粘滞状

态，动能损失增大，使得切向反弹系数不断减小，在

入射角度为 35°时达到最小值，其值为 0.5左右；随着

入射角度的继续增大，切向反弹系数呈增加的趋势，

其原因是该阶段铁粉凝相燃烧产物与石墨板碰撞

后，粒子仅受到动摩擦力作用，可能由于铁粉凝相燃

烧产物与石墨板碰撞过程的接触时间较短，法向冲

击力变小而导致切向摩擦力变小等原因使得切向动

能损失变小，使得切向反弹系数不断增大［18］；当入射

角度大于 58°时，切向反弹系数随着入射角度的增加

又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其原因可能是本文研究选

用的铁粉凝相燃烧产物的粒径较小，石墨板具有一

定的粗糙度，当铁粉凝相燃烧产物与粗糙的石墨板

壁面产生碰撞时使得部分粒子的局部体积陷于石墨

板表面凹处，导致粒子的动能迅速减小，从而出现切

向反弹系数减小的趋势。

同样，将铁粉燃烧产物与壁面的切向反弹系数

拟合成粒子与石墨板夹角 θ的多项式

e t = 2.3661θ3 - 4.4071θ2 + 2.4851θ + 0.1013（6）
铁粉凝相燃烧产物入射角度的变化会引起法向

和切向分速度的变化，进而影响反弹系数。结合本

文提取的实验数据拟合了三者间的关系，结果如图

12所示。由图可见，（1+en）/（1+et）与 tanθ i 呈线性关

系，其关系式为

1 + en
1 + e t = 1.67tanθ i + 0.521 （7）

Fig. 11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gential rebound coefficient

and incident angle

Fig. 12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ident angle and the ratio

of en to et

Fig. 10 Relationship between normal rebound coefficient

and incident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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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实验误差分析

本文在读取高速相机拍摄到的粒子运动轨迹数

据过程中，直接测量值为粒子的坐标以及时间。由

于在读取数据时，选取的粒子帧数间隔相同，即 Δt r =
Δt i，故时间误差对切向反弹系数以及法向反弹系数

的相对误差不产生影响，实验数据的误差来源于读

取的粒子坐标。

图 3为粒子运动过程示意图，其中 A，B两点为同

一粒子在入射过程中经过的位置，C，D两点为该粒子

在反射过程中与 A，B两点相同帧数时所运动的位置，

设定 A点坐标为（xi1，yi1），B点坐标为（xi2，yi2），C点坐

标为（xr1，yr1），D点坐标为（xr2，yr2）。

由公式（1），（2）可知，粒子切向反弹系数以及法

向反弹系数可以表示为

e t =
x r2 - x r1
Δt r

x i2 - x i1
Δt i

= x r2 - x r1
x i2 - x i1 ⋅

Δt i
Δt r =

x r2 - x r1
x i2 - x i1 （8）

en =
y r2 - y r1
Δt r

y i2 - y i1
Δt i

= y r2 - y r1
y i2 - y i1 ⋅

Δt i
Δt r =

y r2 - y r1
y i2 - y i1 （9）

由随机误差传递公式可得［18］法向反弹系数的相

对误差为

σen

en
= ( )∂en

∂y r2 ⋅
σy r2

en

2

+ ( )∂en
∂y r1 ⋅

σy r1

en

2

+ ( )∂en
∂y i2 ⋅

σy i2

en

2

+ ( )∂en
∂y i1 ⋅

σy i1

en

2

（10）

表 2为实验中直接测量的一组数据，将其代入公

式（10）计算相对误差。计算时长度的标准偏差采用

一个像素点值的一半进行估算，即 σy r2 = σy r1 = σy i2 =
σy i1 = 0.027239/2 = 0.0136195，最终通过计算得出法

向反弹系数的相对误差为 2.7%，同理得出其他法向

反弹系数及切向反弹系数的相对误差均小于 5%。

4 结 论

通过本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在本文实验范围内，铁粉燃烧产物粒径 d50值

为 40.073µm，可作为金属粉末燃烧装置的燃料。

（2）入射角度相同时，切向反弹系数与法向反弹系

数均随铁粉燃烧产物入射速度的增加变化幅度较小。

（3）铁粉燃烧产物与石墨板碰撞反弹后的法向

反弹系数随入射角度的增加先缓慢增加后迅速增

加；切向反弹系数随入射角度的增加先减后增，当入

射角度大于 58°后，切向反弹系数呈现减小的趋势。

（4）拟合了真实工况下铁粉燃烧产物与石墨板

碰撞法向/切向反弹系数多项式，可用于数值仿真进

而获得铁粉燃烧产物在金属粉末燃烧装置分离段中

的运动轨迹，便于优化收集装置，提高收集效率，实

现能源的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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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升力对竖直上升圆管内超临界航空煤油换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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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深入理解航空发动机再生冷却热防护中的换热机理，对竖直上升圆管内超临界压力RP-3
航空煤油的传热恶化开展了实验研究。探究了两类传热恶化的换热特征和形成机理，考察了热流密

度、质量流量和进口压力对传热恶化的影响机制。获得了两类传热恶化的起始条件判别准则。以Nu/
Nu0=0.75作为依据，建立了浮升力影响评价准则。通过格拉晓夫数修正实现了换热关联式预测。结果表

明：两类传热恶化出现在不同条件下，低温区传热恶化源于边界层转捩和浮升力的综合作用，当进口雷

诺数大于 5730时其不再出现；高温区传热恶化的临界热流密度可以表述为质量流量的函数关系。当浮

升力参数Grb/Re2.7和Gr/Re2分别大于10-7和10-3时，浮升力作用不可忽略。改进的换热关联式具有合理的

预测精度，满足热防护系统设计的工程运用。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热防护；再生冷却；传热传质；浮升力；评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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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and Evaluation Criterion of Buoyancy on Heat
Transfer of Supercritical Aviation Kerosene in

a Vertical Upward Circular Tube

WANG Yan-hong1，LU Ying-nan1，LI Su-fen2，DONG Ming2
（1.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Northeast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Jilin 132012，China；
2.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alian 116024，China）

Abstract：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heat transfer mechanism in regenerative cooling thermal protection of
aero engine，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heat transfer deterioration of RP-3 aviation kerosene in a vertical
upward circular tube under supercritical pressures was conducted. The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two types of heat transfer deterioration were studied，and the influence mechanisms of heat flux，
mass flux and inlet pressure on heat transfer deterioration were investigated. Two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the ini‐
tial conditions of heat transfer deterioration were obtained. Based on Nu/Nu0=0.75，an evaluation criterion of
buoyancy effect was established. The correlation prediction of heat transfer was achieved by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Grashof numbe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se two types of heat transfer deterioration occur at different co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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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 The heat transfer deterioration in low temperature regions originate from the combined effect of the bound‐
ary layer transition and the buoyancy，and it no longer appears when the inlet Reynolds number is higher than
5730. The critical heat flux for heat transfer deterioration in high temperature regions can be expressed as a func‐
tion of mass flux. When the buoyancy parameters Grb/Re2.7 and Gr/Re2 are higher than 10-7 and 10-3，respectively，
the buoyancy effect cannot be ignored. The modified heat transfer correlation has reasonable prediction accuracy
and meets the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of thermal protection system design.

Key words：Aeroengine；Thermal protection；Regenerative cooling；Heat and mass transfer；Buoyan‐
cy；Evaluation criterion

1 引 言

吸热型碳氢燃料作为冷却剂的再生冷却是超燃

冲压发动机的热防护措施［1-2］。再生冷却系统压力高

于碳氢燃料临界压力，流体热物性是压力和温度的

函数，其对压力和温度改变比较敏感，尤其是在拟临

界点（比热容峰值位置）附近，热物性变化更为剧

烈［3-4］。因为通道径向和轴向存在高度不均匀热物性

场，出现复杂的变物性流动换热问题［5-6］。因此，超临

界 压 力 碳 氢 燃 料 流 动 换 热 的 研 究 引 起 了 高 度 的

重视。

目前，对超临界压力碳氢燃料的流动换热已有

一定报道。赵伟等［7］对竖直圆管内航空煤油的换热

开展了实验研究，高压力下变热物性使向上和向下

流动均表现为强化换热机制。Liu等［8］对正癸烷换热

进行了实验分析，低进口雷诺数时向上流动浮升力

引起传热恶化问题；高进口雷诺数时变物性机制决

定换热效果，浮升力作用可以忽略。Fu等［9］考察了管

径对航空煤油换热的影响，向上和向下流动都出现

强化换热和传热恶化两种换热模式，其对应不同的

焓值范围。程泽源等［10］探究了管径对传热恶化的影

响，研究表明，浮升力仅在低流量下对传热恶化起显

著作用，随着管径增大浮升力作用增强。文献［11-
13］观察到竖直圆管内航空煤油两种类型的传热恶

化现象。阐述了两种传热恶化的机理，低温区传热

恶化源于热加速作用，高温区传热恶化为类膜态沸

腾换热机制。王夕等［14］的研究表明，浮升力引起流

动层流化是传热恶化的诱因，热加速仅起微弱的作

用。碳氢燃料的传热恶化还与边界层流体湍动能异

常下降［15］或流速“M”型异常分布［16］密切联系。文献

［17-18］阐述了变热物性导致水平圆管内航空燃料

强化换热和传热恶化的机理。文献［19-20］分析了

水平圆管航空煤油浮升力导致的强二次流及其对换

热的影响。这些研究获得了超临界压力碳氢燃料换

热特性和机理的基础认知，而浮升力对换热的作用

机制、传热恶化起始条件准则、浮升力影响评价准

则、换热预测等问题，对再生冷却系统设计极为重

要，相关研究需要补充。

本文对竖直上升圆管内超临界条件下 RP-3航
空煤油的换热开展实验研究，探究传热恶化的换热

特征和形成机制，提出传热恶化的临界条件经验准

则，建立浮升力影响评价准则，实现兼顾浮升力影响

的换热关联式预测。

2 实验系统与数据处理

2.1 实验系统

图 1给出了碳氢燃料高温高压流动换热实验系

统。实验段为 1Cr9Ni9Ti不锈钢，采用 Aspen绝热材

料保温。圆管外径为 2.2mm，内径为 1.8mm。实验段

总长为 450mm，进口绝热段长度为 90mm，用以保证

进口流动的充分发展；出口绝热段长度为 60mm，以

避免出口效应的影响。两绝热段之间的管道通交流

电实现加热，外表面等距地焊有 20个直径为 0.1mm
的 K型镍铬-镍硅热电偶，测量管外表面温度。管道

加热功率由测量电压（测量精度±0.1%）和测量电流

（测量精度±0.1%）计算得到。实验段流体进口温度

和出口温度均由 K型铠装热电偶（测量精度±0.6%）
测得，进口压力和进出口压差分别采用 EJA440压力

变送器（测量精度±0.15%）及 EJA110压差变送器（测

量精度±0.15%）测量。测量数据传输到数据采集系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xperiment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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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实时记录。实验段之前，航空煤油由供油箱供给

经恒流泵设定流量，再由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测量

精度±0.5%）测量流量，随后进入预热段。通过调节

预热段稳压电源保证实验段流体进口温度。实验段

热流密度通过调节实验段稳压电源实现。航空煤油

流出实验段后进入冷却器冷却到常温，经背压阀流

进入回油箱。实验段煤油进口压力由背压阀调节。

实验段竖直布置，完成向上流动工况。

设定如下实验参数范围：

进口压力（pin）为 3~5MPa；质量流量（m）为 2.0~
4.0g/s；进口油温（Tin）为 373~723K；热流密度（q）为

200~550kW/m2。

2.2 实验工质

国产 RP-3航空煤油的临界压力 pcr和临界温度

Tcr分别为 2.33MPa和 645K［21］，超临界压力下煤油的

密度 ρ，比热容 cp，热导率 λ和动力黏度 μ取自文献［9，
22］。图 2给出了两种压力下热物性随温度的变化

情况。

2.3 数据处理

实验段热流密度的定义为

q = UI
πd2i L - q loss （1）

式中 U为电压；I为电流；di为管内径；L为加热段

长度；散热热流密度 qloss见文献［22］。

管内壁温度的计算式为

Twi = Two - [ (Φd o - 4q loss )do8λw ln d o
d i
- Φ (d2o - d2i )16λw ]（2）

式中 Two为管外壁温度；do为管外径；Ф为内热源。

主流焓值是主流温度的函数，即 Hb=f（Tb），主流

温度可通过主流焓值的逆函数 Tb=f -1（Hb）得到，主流

焓值为

H b = Q l
m
+ H in （3）

式中 Ql为从进口端电极到热电偶位置的局部加

热量；H为流体焓值。RP-3航空煤油焓值和温度的

对应关系见文献［23］。

换热系数的定义为

h = q
Twi - Tb （4）

努塞尔数的定义为

Nu = hd i
λ b

（5）
式（1）~（5）中，下标 w和 b分别表示取管壁和主

流的参数。换热系数和努塞尔数的最大不确定度分

别为 4.42%和 5.52%。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3.1 换热特性与机理

图 3给出质量流量为 2.0g/s时三种热流密度下管

内壁温度和换热系数随主流温度的变化情况，进口

温度为 373~723K，通过数据叠加得到。由图可以看

到，按照主流温度范围换热可以分为三个区：（1）低

温区（Low temperature region，LTR，约 373~575K），管

壁温度先急剧升高随后平缓下降，壁温峰值随热流

密度增加显著提高。（2）中温区（Middle temperature
region，MTR，约 575~685K），管壁温度高于拟临界温

度（673K，对应定压比热容峰值位置）后陡然上升，随

后壁温逐渐恢复。该现象随着热流密度提高加剧。

（3）高 温 区（High temperature region，HTR，高 于

685K），管壁温度近似线性增大，不同热流密度仅有

微弱的壁温差别。对应管壁温度异常上升换热系数

出现两次下降，即两次传热恶化现象，依次称为第一

类传热恶化和第二类传热恶化，之后换热系数增大，

换热得到恢复。高温区换热系数较高，一方面源于

高流体比热容致使吸热能力增加，另一方面煤油高

温热裂解吸热也是强化换热的原因。

雷诺数和格拉晓夫数是描述超临界压力流体流

Fig. 2 Thermo-physical properties variations with

temperature under supercritic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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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换热的两个关键无量纲数。其中，格拉晓夫数 Gr

的计算式［24］为

Gr = ( ρb - ρw )gd
3
i

ρbν2b
（6）

式中 ν为运动黏度；g为重力加速度。

图 4给出了雷诺数和格拉晓夫数随主流温度的

变化情况，运行参数与图 3相同。拟临界温度前流体

动力黏度随温度提高急剧下降，而拟临界温度后其

随温度提高线性增加，故雷诺数随主流温度提高呈

现先增加后减小的变化。格拉晓夫数的相似变化则

与边界层流体密度变化密切关联。图 4的结果表明，

第一类传热恶化出现于过渡流区，边界层流体特殊

的流动状态是传热恶化的原因。一方面，热边界层

初始为层流状态，流体热阻较大，热边界层沿流动方

向不断增厚，引起换热能力下降。随着热边界层发

展，格拉晓夫数达到一定值，热边界层从层流转变为

湍流，热边界层减薄，换热能力恢复。另一方面，管

壁温度和主流温度差值较大，边界层温度梯度较大，

高密度梯度导致强浮升力，削弱了近壁流体剪切力，

边界层流动层流化，出现传热恶化现象。即第一类

传热恶化源于边界层转捩和浮升力的综合作用。而

第二类传热恶化对应于格拉晓夫数峰值范围，高格

拉晓夫数表明强自然对流存在，即强浮升力作用。

对于竖直上升流动，强浮升力削弱边界层湍流强度

是传热恶化的原因。

3.2 传热恶化特性与预测

首先讨论第一类传热恶化的特性和预测准则问

题，进口温度选取 373K。该传热恶化出现在进口过

渡流的条件下，图 5给出了管内壁温度和换热系数随

l/di（l为局部加热长度）的变化情况，考察热流密度、

质量流量和进口压力的影响。图 5（a）中，质量流量

为 2.0g/s，进口压力为 3MPa；图 5（b）中，热流密度为

500kW/m2，进口压力为 3MPa；图 5（c）中，热流密度为

500kW/m2，质量流量为 2.0g/s。由图 5（a）可以看到，

随着热流密度提高，冷却需求增大，管壁温度整体上

升。因为高温下定压比热容提高，换热系数随之增

大。热流密度对进口区传热恶化影响不明显，这是

因为进口雷诺数不变，管壁温度和主流温度随热流

密度增加均提高，边界层温度梯度和密度梯度变化

不大，边界层转捩过程和浮升力都较少受影响。由

图 5（b）可以发现，随着质量流量提高，管壁温度下

降，换热系数增加，这是高流速的强化换热作用。进

口雷诺数增大，边界层温度和密度梯度减小，边界层

转捩过程和浮升力作用削弱，进口区传热恶化被抑

Fig. 3 Inner wall temperature and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variations with bulk fluid temperature

Fig. 4 Reynolds number and Grashof number variations

with bulk fluid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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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质量流量为 3.0g/s时，该传热恶化现象较难观察

到。图 5（c）的结果表明，进口压力对管壁温度和换

热系数的影响微弱，这是因为低温范围内压力对热

物性的影响较小，对边界层转捩过程和浮升力基本

没有影响。

图 6为进口区管壁温度温升（壁温峰值与进口壁

温差值，进口壁温近似取第一个热电偶的数值）随进

口雷诺数的变化情况。进口雷诺数改变通过调整质

量流量来实现，质量流量为 2.0~4.0g/s，变化间隔为

0.5g/s。壁面热流密度的变化为 300~500kW/m2，变化

间隔为 100kW/m2。由图可以发现，进口雷诺数较低

时，热流密度提高对进口区壁温升影响较大，表现为

热流密度越高，壁温升越显著。相同热流密度下，进

口压力提高，壁温升减小。随着进口雷诺数提高，进

口区壁温升下降，热流密度对壁温升的影响也减弱。

进口雷诺数达到 5730时，进口区壁温升约为 10K，基
本不随热流密度提高而改变，意味着传热恶化现象

不再出现。该进口雷诺数可以作为传热恶化的临界

准则。当进口雷诺数大于 5730时，边界层转捩过程

不再出现，进口区流动更接近湍流，传热恶化被有效

抑制。

接着分析第二类传热恶化的特性和预测，进口

温度为 553K。图 7给出了不同运行参数下管内壁温

度和换热系数随 l/di的变化情况。图 7（a）中，质量流

量为 2.0g/s，进口压力为 3MPa；图 7（b）中，热流密度

为 500kW/m2，进口压力为 3MPa；图 7（c）中，热流密度

为 500kW/m2，质量流量为 2.0g/s。由图可以看到，管

壁温度从某一位置开始突增，换热系数陡降，即出现

传热恶化现象。热流密度提高，边界层密度梯度增

大，浮升力作用增强，管壁温度突增和换热系数下降

更突出，传热恶化加剧，但传热恶化起始位置几乎不

变。质量流量提高，管壁温度减小，换热系数增大，

传热恶化被削弱且起始位置显著后移。这是因为质

量流量提高，边界层密度梯度减小，浮升力作用减

弱。进口压力提高，管壁温度突增位置推后，由于高

压力下热物性随温度变化减弱，浮升力削弱，换热系

数有所增加。

第二类传热恶化的典型特征是管壁温度达到拟

临 界 温 度 。 图 8 给 出 正 常 换 热 工 况（Without heat
transfer deterioration，简 写 W/O HTD）与 传 热 恶 化

（Heat transfer deterioration，简写 HTD）工况的分布情

况。质量流量为 2.0~4.0g/s，变化间隔为 0.5g/s；对应

质 量 流 速 G 为 786~1572kg/（m2·s），变 化 间 隔 为

Fig. 6 Inner wall temperature rise distribution with inlet

Reynolds number

Fig. 5 Effects of heat flux, mass flux and inlet pressure on

inner wall temperature and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axial

variations under Tin=37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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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kg/（m2·s）。热流密度为 200~550kW/m2，变化间

隔为 50kW/m2。由图可以看到，该传热恶化的临界热

流密度随（p/pcr）G近似线性增大，即质量流量提高和

进口压力增加均有利于抑制传热恶化问题，致使传

热恶化的边界提高。

基于实验数据，提出第二类传热恶化临界热流

密度的预测准则为

q cr = {0.254G + 75, p = 3.0MPa
0.254G + 125, p = 4.0MPa
0.318G + 75, p = 5.0MPa

（7）

该临界热流密度预测准则与实验结果符合良

好，相对偏差为±5%以内。

3.3 浮升力影响评价准则

浮升力影响通过浮升力判别准则衡量。浮升力

判别准则包括浮升力因子和临界值，当浮升力因子

高于临界值时，浮升力发挥作用，导致竖直上升流动

的传热恶化现象。典型的浮升力判别依据以下两个

准则。

（1）Jackson-Hall准则［24］

Grb Re2.7 ≥ 10-5 （8）
Grb = ( ρb -

-ρ ) gd3i
ρbν2b

（9）
式中

-ρ为边界层流体的平均密度，确定方法见文

献［24］。

（2）Petukhov准则［24］

Gr Re2 ≥ 10-2 （10）
这些浮升力判别准则均是基于水和二氧化碳提

出的，航空煤油适用性还有待验证。

图 9给出了两种浮升力参数随主流温度的变化

情况，运行参数与图 3相同。由图可以看到，对于两

个浮升力评价准则，浮升力参数对应的临界数值显

著高于实验结果，均不再适用。原因是航空煤油热

物性与传统工质（水和二氧化碳）具有显著差别，尤

其是动力黏度的变化趋势和数量级与后者均不同，

而动力黏度大小决定浮升力参数的数量级。

根据第二类传热恶化确定浮升力参数的临界数

值，通过努塞尔数比值 Nu/Nu0（Nu0为经典换热公式

计算的努塞尔数）的方式确定出现传热恶化的初始

数值（Nu/Nu0）th，再通过 Nu/Nu0与浮升力参数的关系，

由（Nu/Nu0）th获得浮升力参数的临界值。本文 Nu0选

取 Gnielinski换热公式的计算结果［25］，形式如下

Nu0 = ( f 8) (Re - 1000 )Pr
1 + 12.7 ( f 8)1 2 (Pr2 3 - 1) （11）

式中 f为摩擦阻力系数，见文献［25］。

Fig. 7 Effects of heat flux, mass flux and inlet pressure on

inner wall temperature and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axial

variations under Tin=553K

Fig. 8 Critical heat flux distributions under different

operating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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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给出了图 8第二类传热恶化临界工况对应

的（Nu/Nu0）th情况。由表可以看到，（Nu/Nu0）th对应值

为 0.65~0.85，取平均值 0.75作为（Nu/Nu0）th的数值。

图 10给出了 Nu/Nu0随两类浮升力参数的变化

情况。由图可以发现，Nu/Nu0随浮升力参数增大呈

减小趋势。通过（Nu/Nu0）th=0.75确定 Grb/Re2.7的临界

值为 10-7，Gr/Re2的临界值为 10-3。这两个临界值已

标注在图 9中，可以发现，修正的临界值可以有效的

适用。

3.4 换热关联式

换热关联式是超临界压力流体流动换热研究的

重要内容。首先，讨论已有经典换热关联式的适用

情况。

图 11给出了 Gnielinski换热公式计算努塞尔数

与实验结果的比较情况。由图可以看到，Gnielinski
换热公式未考虑浮升力对换热的影响，换热系数预

测值显著高于实验结果，仅 60%的数据点落在±20%
的误差范围。

基于 Gnielinski换热公式进行浮升力因子 Gr修

正可以解决目前的换热关联式问题。图 12给出了

ln（Nu/Nu0）随 lnGr的变化情况，运行参数的范围为：

373K≤Tin≤723K； 3MPa≤p≤5MPa； 2.0g/s≤m≤4.0g/s；
200kW/m2≤q≤550kW/m2。由图可以发现，ln（Nu/Nu0）
能近似表示成随 lnGr增大线性减小的函数，满足

ln（Nu/Nu0）=0.742~0.066lnGr的关系。

综上，建立如下换热关联式

Nu = 2.1Nu0Gr-0.066 （12）
该关联式的适用条件为 3500<Re<2.5×105。

Fig. 10 Nu/Nu0 variation with buoyancy parameter

Table 1 (Nu/Nu0)th at critical conditions

p/MPa
3
3
3
3
3
4
4
4
4
4
5
5
5
5
5

m/（g/s）
2.0
2.5
3.0
3.5
4.0
2.0
2.5
3.0
3.5
4.0
2.0
2.5
3.0
3.5
4.0

q/（kW/m2）
300
350
450
450
500
350
400
450
550
550
400
400
500
550
550

（Nu/Nu0）th
0.65
0.68
0.71
0.77
0.82
0.72
0.73
0.76
0.78
0.83
0.67
0.75
0.72
0.81
0.85

Fig. 9 Buoyancy parameter variation with bulk fluid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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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给出了拟合关联式计算努塞尔数与实验结

果的比较情况。由图可以看到，相比 Gnielinski换热

公式，拟合关联式预测精度大幅提高，数据点基本落

在±20%的误差范围，可以有效地适用于浮升力显著

影响时 RP-3航空煤油的换热预测，满足工程运用的

需求。

4 结 论

本文对竖直上升圆管内超临界压力 RP-3航空

煤油的传热恶化进行了实验研究，可以得到以下

结论：

（1）进口过渡流区传热恶化源于边界层转捩和

浮升力的综合作用。热流密度提高使传热恶化管壁

温升增大，质量流量增加是抑制传热恶化的有效措

施。当进口雷诺数>5730时，该传热恶化不再出现。

（2）管壁温度达到拟临界温度出现另一类传热

恶化问题，提高质量流量或进口压力均可以抑制该

现象。建立了不同进口压力下传热恶化的临界热流

密度预测准则，该临界热流密度是质量流速的线性

函数。

（3）以 Nu/Nu0=0.75作为依据，建立了浮升力影响

评价准则。当浮升力参数 Grb/Re2.7 和 Gr/Re2 分别 >
10-7，10-3时，浮升力作用不可忽略。

（4）通过格拉晓夫数 Gr表征浮升力影响，对 Gn‐
ielinski换热公式修正，建立换热关联式。其预测精

度在±20%，满足航空发动机热防护冷却通道设计工

程需求。

致 谢：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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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基粉末燃料层流火焰传播速度实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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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铝基粉末燃料火焰传播特性，设计了气固两相本生灯型层流火焰实验装置，开展了

铝基粉末燃料层流火焰传播速度的实验研究；获得了气流流速、颗粒相浓度等因素对空气中铝颗粒层流

火焰传播的影响规律，并研究不同级配比例下的铝基粉末燃料的火焰传播性能。研究结果表明：在相同

颗粒浓度条件下，提高气流速度会显著增加铝基粉末燃料层流火焰传播速度；在相同气流速度条件下，

铝基粉末燃料层流火焰传播速度在铝颗粒浓度接近 600g/m3时达到最大值，而当铝颗粒浓度过低时，层

流火焰无法稳定传播；此外试验结果还表明，利用小粒径颗粒填充大颗粒间的孔隙，能显著提高铝基粉

末燃料层流火焰传播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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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Laminar Flame Speed of
Aluminum Based Powder F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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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Bunsen type gas-solid two-phase experimenter for laminar flame was designed and applied
to investigate the flame spreading characteristics of aluminum based powder fuel. The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s
were proposed to illustrate the laminar flame speed for aluminum based powder fuel. Both the variations of the
laminar flame speed influenced by air speed and particle concentration were obtained. Furthermore，the flame
spread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luminum based powder fuel with different grading ratios were also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reasing in air speed deeply improves the laminar flame speed of aluminum based pow‐
der fuel in the same particle concentration condition. However，the laminar flame speed of aluminum based pow‐
der fuel reaches the maximum while the particle concentration nearly equaling to 600g/m3 in the same air speed
condition. Further more，the spreading process of laminar flame can not keep stable while the particle concentra‐
tion is too low. The further results also show that flame spreading performance of the aluminum based powder fuel
can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rough filling the gap between large aluminum particles by small aluminum parti‐
cle appropri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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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粉末燃料冲压发动机以高能金属（Al，Mg，B）粉

末作为燃料［1］，以冲压空气作为氧化剂和功质的新型

冲压发动机。由于其燃料形态为粉末状固体颗粒，

粉末燃料冲压发动机兼具液体燃料冲压发动机比冲

高、燃料流量易调节、可多次启动、燃烧效率较高和

固体火箭冲压发动机结构简单、维护使用方便、燃烧

稳定性好的优点，符合未来超声速导弹动力装置的

发展需要［2］。

美国最早在 20世纪 40年代已开始研究粉末燃

料冲压发动机技术，但结果却令人失望：首先粉末均

匀稳定弥散较难实现，其次颗粒的燃烧效率很低，且

金属氧化物的沉积问题也不易解决。而当时逐渐兴

起的其他高能燃料可满足军方需求，已开展的粉末

燃料冲压发动机研究又被搁置起来［3］。由于粉末燃

料多采用化学性质活泼的镁、铝等金属颗粒，使其在

多个应用方向有所发展，而在有效地解决了粉末流

化技术的前提下，粉末燃料冲压发动机又被重新提

及。自 1968年起，美国相继开展了 Al/AP粉末燃料冲

压发动机［4-6］、Mg/CO2粉末燃料冲压发动机［7-8］的相关

研究工作，并成功进行地面点火试验。国内方面，西

北工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西安航天动力技术研究

所、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等院校和研究所也分别在

粉末燃料供应、粉末燃料点火燃烧、粉末燃料冲压发

动机设计等方面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对粉末燃料点火燃烧机理及层流火焰传播特性

的探索是粉末燃料冲压发动机燃烧理论研究的基

础。国内外各研究机构在铝颗粒燃烧机理方面开展

了丰富而详细的研究工作，但在铝颗粒层流火焰传

播特性方面的探索相对较为匮乏。考虑粉末燃料火

焰传播速度对粉末燃料冲压发动机所具有的重要意

义：火焰传播速度过慢会导致发动机燃烧效率低或

熄灭；火焰传播速度过快则导致输送管路回火。因

此，本文针对空气中铝基粉末燃料层流火焰传播特

性，设计气固两相本生灯型层流火焰实验装置，研究

层流流速、颗粒相浓度等因素对铝基粉末燃料层流

火焰传播的影响规律，并研究级配铝基粉末燃料的

火焰传播性能，其中级配定义为集料各级粒径颗粒

的分配情况，通过将不同粒径颗粒按照一定比例搭

配在一起，以提高粉末燃料堆积密度。为粉末燃料

火焰传播特性及机理研究提供试验数据，为湍流燃

烧理论打下基础。

2 试验方案

2.1 试验原理

在气固两相流体层流火焰传播速度研究方面，

本生灯型燃烧器始终是测量铝颗粒层流火焰传播速

度的首选试验装置，这是受益于其在该方面所具备

的独特优势，即：利用流体效应消除重力影响，优化

结构设计以提高测量准确度［9-10］。

层流火焰传播过程示意图如图 1所示，其中 ρ，T，

v为预混燃料密度、温度及速度，下标 u表示燃烧波前

状态，下标 b表示燃烧波后状态。在等容燃烧区间

内，平衡状态下的燃烧波在某截面静止，预混燃料以

额定速度 vu向燃烧波靠近，受热扩散作用影响，预混

燃料逐渐升温并达到其点火温度，并在燃烧波作用

范围内完成燃烧过程。对铝基粉末燃料而言，燃烧

过程由液滴蒸发扩散过程决定，薄火焰层假设是否

适用则由铝颗粒无量纲火焰厚度确定［11］。此外，铝

基粉末燃料同样满足层流火焰传播研究约束［12-13］。

2.2 试验装置

文献［13］研究表明，针对铝颗粒层流火焰传播

速度研究所用的本生灯试验器直径优选值为 14~
22mm。这是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若整流管直

径过小，会导致整流管壁面换热量明显上升，从而使

所测得的层流火焰传播速度偏小，并提高整流管内

火焰稳定的难度。此外，整流管直径过小还会明显

提高粉末燃料供给控制难度，这也会降低层流火焰

测量精度。另一方面，若整流管直径过大，则会导致

整流管内火焰面明显扭曲，在点火器熄灭后难以快

速稳定［14-15］。综合考虑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所采

用的整流管直径 D=19mm。此外，考虑到层流发展最

小长度为 58.4cm［13］，因此本文所采用的整流管长度 L

=60mm。

图 2为层流火焰本生灯型燃烧器实验装置示意

Fig. 1 One-dimensional spreading process of the laminar

fl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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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该试验器使用过程为：在试验开始前，调整整

流管姿态，使其处于竖直状态，并利用水平仪对其进

行校准；在试验进行时，将铝基粉末燃料按试验要求

装填进粉末储箱内，并通过赋予粉末颗粒足够高动

能以克服重力影响，在经收敛段后向上喷出，然后在

整流段中逐渐减速并与气相组分发展为稳定的层流

流动。此后，以铝颗粒为固相、流化气为气相的气固

两相流在点火器处完成点火过程，待火焰稳定后对

火焰图像进行拍摄。并在图像后处理方面。本文利

用 MATLAB编制程序进行图像识别，捕捉具有额定

及以上亮度的像素点，从而计算得到火焰面积，通过

式（1）可计算出层流火焰传播速度 vL。

vL A f = vu A t （1）
式中 A f 和 A t 分别为火焰面积和管道出口截面

积，测量精度为 0.01mm。

在铝颗粒燃烧过程中，会释放出耀眼白光［17-18］，

不利于火焰结构的精细化摄影，为抑制该现象对实

验过程的不良影响，本文拟采用中性密度滤光片以

实现光强衰减，如图 3所示。所采用的中性密度滤光

片通过率依次为 70%，50%，25%，10%，5%，1%。为

达到最佳拍摄效果，本次试验中采用边框螺纹串联

的应用方式，以获得高精度火焰结果。

图 4为串联滤光片应用对铝基粉末燃料层流火

焰拍摄效果对比图，为能同时清晰地观测到预热区

和产物区，避免滤光过度导致的燃烧区识别困难、以

及滤光不足导致的预热区识别困难，本次试验所串

联使用的中性密度滤光片通过率分别为 1%，1%，

25%，如图所示，通过采用该滤光片串联，可以在实验

中过滤掉干扰光源，获得清晰理想的火焰结构照片。

在本次试验中，颗粒燃烧区为图中亮度最高的

锥面区域，对应预热区为锥面内部，产物区为锥面外

部。根据文献［12］和［19］研究结果可知，铝颗粒燃

烧区厚度通常为 2mm，而通过图像识别所获得的本

次试验所拍摄得到的燃烧区厚度约为 1.7mm，符合该

结论。由此可见，该试验装置具备较高测试与拍摄

精度，满足铝基粉末燃料层流火焰传播速度特性实

验研究的需要。

2.3 试验材料

本次试验所采用的铝颗粒样品生产工艺为雾化

工艺，样品理论纯度高达 99.99%。不同粒径（5µm，

10µm，20µm）下低倍（500倍）铝颗粒扫描电镜（SEM）
结果如图 5所示。根据扫描电镜结果可以发现，在不

同颗粒粒径、相同拍摄尺度的条件下，铝颗粒均能保

持较高的球形度和完整度，满足铝基粉末燃料的使

用要求，因此被选为本次试验的研究对象。

图 6为 5µm粒径下高倍（3×104倍）铝颗粒扫描电

镜结果，如图所示，在该拍摄尺度下，铝颗粒表面仍

呈现出光滑、均匀、无裂纹的结构特征，这说明，在本

文研究中所采用的球形颗粒假设是合理的。

Fig. 4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laminar flame

photographed with or without filter
Fig. 2 Sketch of the Bunsen burner cross section

Fig. 3 Sketch of neutral density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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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讨论

为获得铝基粉末燃料层流火焰传播特征，本文

采用本生灯型试验器，对不同气流速度、铝颗粒浓

度、级配参数等因素开展拉偏试验分析，获得了火焰

传播速度的一般性变化规律，为推动粉末燃料组合

冲压发动机研制工作的顺利开展进行必要的技术储

备与基础研究。

3.1 气流速度对层流火焰传播速度影响

图 7表征了在铝颗粒粒径为 5µm、铝颗粒浓度为

600g/m3的工况下，铝基粉末燃料层流火焰传播速度

受空气气流速度影响的变化曲线图，图中取气流速

度为自变量，火焰传播速度为因变量。如图所示，受

气流速度逐渐增大的影响，铝基粉末燃料层流火焰

传播速度亦呈现出单调递增的变化趋势，但增速逐

渐放缓。根据本生灯型试验器原理可知，在进行层

流火焰传播速度计算时，会采用全流动区间内的平

均层流火焰传播速度；而气流速度的逐渐增大会拔

高锥形火焰结构高度，使锥形火焰面积明显增加。

考虑到靠近整流管壁面的铝基粉末燃料会被最先引

燃，锥形火焰面积增加会显著延长铝颗粒在靠近整

流管壁面区域的预热时间，降低铝基粉末燃料点火

延迟，从而增加全流动区间内的平均层流火焰传播

速度。但同时需注意到，受到整流管壁面吸热作用

的影响，热损失效应会降低局部区域的火焰传播速

度，越靠近整流管壁面则该效应越明显。

3.2 颗粒相浓度对层流火焰传播速度影响

图 8表征了在空气流量为 0.286g/s、铝颗粒粒径

分别为 5，10，20µm的工况下，铝基粉末燃料层流火

焰传播速度受颗粒相浓度影响的变化曲线图，图中

取颗粒相浓度为自变量，火焰传播速度为因变量。

根据试验结果及拟合曲线可以看到，在不同颗

粒粒径条件下，铝基粉末燃料层流火焰传播速度均

在相近颗粒浓度下达到峰值，其中：针对颗粒粒径为

5µm 的粉末燃料，其火焰传播速度在颗粒浓度为

614g/m3时达到峰值 26.3cm/s，对应当量比为 2.32；针
对颗粒粒径为 10µm的粉末燃料，其火焰传播速度在

颗粒浓度为 586g/m3时达到峰值 15.5cm/s，对应当量

比为 2.14；针对颗粒粒径为 20µm的粉末燃料，其火

焰 传 播 速 度 在 颗 粒 浓 度 为 617g/m3 时 达 到 峰 值

Fig. 7 Variations of the laminar flame speed influenced by

air speed

Fig. 5 SEM enlarged view of aluminum powder

Fig. 6 SEM enlarged view of aluminum p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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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cm/s，对应当量比为 2.28。
究其原因是：在理想化学当量比条件下，空气中

金属铝颗粒化学平衡反应温度为 3440K。在逐渐偏

离理想化学当量比的工况下，化学平衡反应温度会

出现明显降低。以颗粒粒径为 5µm的粉末燃料为

例，其在当量比为 2.32条件下的化学平衡反应温度

为 2686K，远低于理想化学平衡反应温度。这也意味

着在提高颗粒相浓度时，会降低气固两相流化学能

向热能的转换效率，从而抑制铝基粉末燃料层流火

焰的传播。但同时需注意到，金属铝介质导热系数

远高于空气介质导热系数（分别为 202W/（m·K）和

0.024W/（m·K）），这也意味着通过增加颗粒相浓度，

可以提高燃烧热在气固两相流中传导速率，从而促

进铝基粉末燃料层流火焰的传播。这也说明了铝基

粉末燃料层流火焰传播速度会受燃烧释热与介质传

热两方面因素影响。

实验结果还表明，颗粒粒径为 5µm的粉末燃料，

当其颗粒浓度低于 357g/m3时，层流火焰无法稳定传

播；颗粒粒径为 10µm的粉末燃料，当其颗粒浓度低

于 140g/m3时，层流火焰无法稳定传播；颗粒粒径为

20µm的粉末燃料，当其颗粒浓度低于 610g/m3时，层

流火焰无法稳定传播。可以看到，不同颗粒粒径的

铝基粉末燃料，均存在能保证层流火焰稳定传播的

最低颗粒浓度极限值，其中颗粒粒径为 20µm的粉末

燃料可燃性最差。

3.3 粒度对层流火焰传播速度影响

为研究级配对铝基粉末燃料层流火焰传播特性

的影响，本文采用本生灯型试验器开展相关研究。

为确保试验状态有效、试验结果可靠，本文在试

验中所选用的空气质量流率固定为 0.286g/s、颗粒供

给质量流率固定为 0.159g/s，从而使在常温常用的试

验环境下，整流管内两相流平均速度为 78cm/s，两相

流雷诺数为 1070，整流管内颗粒相浓度为 720g/m3。

通过以上试验设置，以避免整流管流速、剪切流化槽

气流速度及颗粒相浓度对测试结果的干扰。

图 9表征了在额定试验工况下，铝基粉末燃料层

流火焰传播速度受颗粒粒度影响的变化曲线图。在

常温常压的试验状态下，铝颗粒粒径分别为 5，10，
20µm的试验样品均能获得稳定的本生型火焰。图

中取颗粒粒度为自变量，火焰传播速度为因变量。

从图中可以看出，铝基粉末燃料层流火焰传播速度

与颗粒粒径间的对应关系呈现出单调递减的变化趋

势。这是原因随着粒径的逐渐增加，铝颗粒的比表

面积则会逐渐降低，从而导致在相同热环境条件下，

其升温速率会受到明显抑制、需要更多时间以达到

Fig. 9 Variations of the laminar flame speed influenced by

particle size

Fig. 8 Variations of the laminar flame speed influenced by

particle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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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燃烧的燃烧状态。这也就是说在相同氧燃比的

条件下，大粒径的铝颗粒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释放热

量，从而削弱燃烧区向预热区的传热作用，并最终在

宏观上表现为铝基粉末燃料的层流火焰传播速度随

铝颗粒粒径的增大而减小。

3.4 颗粒级配对层流火焰传播速度影响

为提高粉末燃料堆积密度，通常会采用多粒径

级配的方法，用中小粒径粉末燃料去填充大粒径粉

末燃料间空隙，现有研究则表明两粒度级配的粉体

堆积能够显著提高粉末燃料堆积密度［10］。

为研究级配对铝基粉末燃料层流火焰传播特性

的影响，采用本生灯型试验器开展相关研究。

图 10表征了在空气流量为 0.292g/s的工况下，双

级配（10µm与 1µm）铝基粉末燃料层流火焰传播速

度受小粒径（1µm）铝颗粒质量分数影响的变化曲线

图，图中取小粒径（1µm）铝颗粒质量分数为自变量，

火焰传播速度为因变量。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小粒

径（1µm）铝颗粒质量分数逐渐提高的过程中，铝基粉

末燃料层流火焰传播速度亦呈现出单调递增的变化

趋势。但同时须注意到，在小粒径（1µm）铝颗粒质量

分数低于 15%前，铝基粉末燃料层流火焰传播速度

增长幅度不明显；而当小粒径（1µm）铝颗粒质量分数

高于 15%后，铝基粉末燃料层流火焰传播速度迅速

增长；在小粒径（1µm）铝颗粒质量分数接近 25%时，

铝基粉末燃料层流火焰传播速度增幅接近 100%。

究其原因是因为：小粒径（1µm）铝颗粒燃烧过程

由动力学控制，其点火延迟落在 10~15ms内，而大粒

径（10µm）铝颗粒点火延迟则落在 105~115ms内，因

此小粒径（1µm）铝颗粒能够先于大粒径（10µm）铝颗

粒点火并对其进行预热［9-10］。在小粒径（1µm）铝颗

粒质量分数 >15%后，动力学燃烧机制占据明显优

势，直接导致铝基粉末燃料层流火焰传播速度呈现

出指数增长趋势，通过本文实验研究可知，在开展粉

末燃料级配处理时，利用中小粒径颗粒填充大颗粒

间的孔隙，能显著提高铝基粉末燃料层流火焰传播

性能。

4 结 论

本文开展了铝基粉末燃料层流火焰传播速度的

相关实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1）在相同颗粒浓度条件下，随着气流速度的逐

渐加大，铝基粉末燃料层流火焰传播速度也越来

越大。

（2）在相同气流速度条件下，不同粒径的铝颗粒

均在 600g/m3浓度附近达到层流火焰传播速度最大

值。此外，试验结果还表明，当铝颗粒浓度过低时，

层流火焰无法稳定传播。

（3）对双级配铝基粉末燃料的层流火焰传播速

度研究表明：利用中小粒径颗粒填充大颗粒间的孔

隙，能显著提高粉末燃料层流火焰传播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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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实现快速预测陶瓷基复合材料 （CMCs） 任意应力加卸载作用后的损伤状态和本构行

为，对CMCs任意应力加卸载力学行为进行研究。提出基于剪滞模型的任意应力加卸载曲线简化方法，

得到仅包含决定CMCs损伤状态的等效载荷曲线，直接计算CMCs在等效载荷曲线作用后的滑移区分布，

避免对载荷曲线的逐点计算，进而预测了材料的损伤状态和应力应变行为。对一给定的载荷曲线，简化

后峰值和谷值载荷总数减小了 63.16%。将该原始加卸载曲线和简化后的等效载荷曲线分别带入剪滞模

型和本文提出的滑移区分布计算过程，计算CMCs的滑移区分布和应变。结果表明，两种方法计算结果

一致，说明本文提出的载荷曲线简化过程和滑移区分布计算过程是可行的。

关键词：陶瓷基复合材料；载荷曲线；简化方法；剪滞模型；滑移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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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rapidly predict the damage state and constitutive behavior of ceramic matrix compos‐
ites（CMCs）under arbitrary loading，the mechanical behavior of CMCs under arbitrary loading was studie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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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ified method of arbitrary load curve was proposed based on the shear lag model，and the equivalent load
curve that determines the damage state of CMCs was obtained. The distribution of slip regions of CMCs under
equivalent load curve was obtained directly，avoiding the point by point calculation of the load curve. Then dam‐
age state and the stress-strain behavior of CMCs were predicted. For a given load curve，the sum of peak and val‐
ley loads is reduced by 63.16% after simplification. The original load curve and the equivalent load curve were，
respectively，introduced into the shear lag model and the calculation proces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slip regions pro‐
posed in this paper，and the distribution of slip regions and strain of CMCs were calcul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alculated results obtained by two methods are consistent，which proves that the simplification process of load
curve and the calculation process of distribution of slip region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are feasible.

Key words：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Load curve；Simplification method；Shear-lag model；Distri‐
bution of slip regions

1 引 言

随着材料科技的进步，航空发动机的推重比要

求越来越高。而推重比的提高，必然引起涡轮前进

口温度的提高。推重比由 2~3提高到 10 以上，涡轮

前进口温度从 873℃提高到 1700℃以上［1］。传统的高

温合金将难以满足要求，因此，新型材料的研发很有

必要。陶瓷基复合材料（CMCs）由于其高比模量、高

比强度、耐高温性能优良等特点，成为航空发动机热

端部件重要的候选材料［2-3］。

自 20世纪 70年代开始，国内外学者就对 CMCs
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在 CMCs在燃烧室、涡轮外环、火

焰稳定器、矢量喷管的调节片、密封环、SiC/SiC涡轮

转子叶片上等高温静止和转动部件的应用上取得了

一定的进展［4］。GE还将 CMCs转子作为新一代自适

应发动机的两大亮点之一。由此可见，CMCs的应用

对推动航空发动机的发展至关重要。

CMCs在实际服役过程中，承受无规则载荷作

用。在载荷作用下，CMCs发生基体开裂、界面脱粘

和滑移、界面磨损等细观损伤模式［5-6］。此外，与在任

意应力加卸载作用过程中的应力应变行为相比，人

们更关心材料在承受了一系列载荷作用后的损伤状

态和本构行为，从而为快速预测材料的剩余寿命提

供基础。因此，在任意应力加卸载作用下，如何快速

预测陶瓷基复合材料的损伤状态和本构行为是需要

研究的问题。

剪滞模型［7-8］是描述单向陶瓷基复合材料力学行

为最常用的模型之一。基于剪滞模型，对于经历任

意加卸载曲线作用后的 CMCs而言，其平均基体裂纹

间距可由载荷曲线中的最大峰值载荷确定，界面磨

损可由载荷曲线中的峰值、谷值载荷和界面磨损直

接计算得到。而基于传统剪滞模型计算方法，界面

脱粘后的滑移区分布则无法直接给出。在卸载过程

中，CMCs会发生反向滑移，且反向滑移区长度随卸

载应力的减小而增加，而在随后的加载过程中，CMCs
会产生新的正向滑移区，新正向滑移区长度随加载

应力的增加而增加［9-10］。即在应力加卸载过程中，单

向 CMCs会交替产生正反向滑移区，发生滑移区的覆

盖。而滑移区的分布决定 CMCs内纤维应力分布，也

决定着复合材料的损伤状态和本构行为。因此，快

速预测 CMCs损伤状态和本构行为的核心之一是计

算 CMCs在任意应力作用下滑移区的分布。

现有基于剪滞模型计算 CMCs在应力加卸载作

用下滑移区分布的方法，都是对应力曲线上的点进

行逐一计算，且考虑滑移区的覆盖时还需要进行迭

代判断，计算效率低，无法实现快速预测［11-12］。而基

于界面磨损模型的 CMCs滑移区分布计算［13-14］，更需

要大量的数值计算，耗时长。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基于剪滞模型，提出任意应

力加卸载曲线简化方法，得到等效载荷曲线。在此

基础上，给出 CMCs滑移区分布的快速计算过程，避

免对等效载荷曲线的逐点计算，实现任意应力加卸

载作用下单向 CMCs损伤行为的快速预测。

2 应力加卸载曲线简化方法

假设某个加载时刻，单向 CMCs存在 n对滑移区，

且滑移区成对出现，从纤维粘结区向基体裂纹方向，

滑移区编号从 1逐渐增加直至 n，且先有正向滑移区，

后有反向滑移区。基于剪滞模型加载过程，如果当

前加载应力大于第 j + 1个正向滑移区产生时对应的

应力，小于第 j个正向滑移区产生对应的应力，该加载

过程将覆盖第 n到第 j + 1对滑移区。同理，如果卸载

应力小于第 j个反向滑移区产生时对应的应力，大于

第 j - 1个反向滑移区产生对应的应力，则该加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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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将覆盖第 n到第 j + 1对滑移区。

基于上述讨论可以发现，在任意应力加卸载曲

线中，大部分峰值和谷值载荷对滑移区分布的影响

会被覆盖，只有少部分峰值和谷值载荷决定最终滑

移区的分布。因此，可以在任意应力加卸载曲线中

提取决定滑移区分布的峰值和谷值载荷，简化载荷

曲线。图 1为原始载荷曲线简化方法的流程图。

对简化方法说明如下：首先，在原始应力加卸载

曲线的最大峰值载荷及其往后的载荷曲线，挑选其

中依次减小的峰值载荷，组成峰值点降序载荷数组。

具体操作方法：（1）对原始应力加卸载曲线中的峰值

载荷和谷值载荷按顺序依次编号；（2）提取最大峰值

载荷及其后续的峰值载荷，以及其在原始应力加卸

载曲线中的序号，组成峰值点载荷数组，峰值点载荷

数组中共有 n1 个载荷数据，组内序号为 1~n1；（3）峰

值点载荷数组中，提取序号 1~n1 的峰值载荷的最大

值，若同时出现多个最大值，则提取组内序号最大的

点；（4）提取序号 j1~n1的峰值载荷的最大值，序号 j1为

上一个提取出的峰值载荷最大值所对应的组内序

号+1；（5）重复步骤（4），直至峰值点载荷数组中最后

一个载荷为止；（6）将步骤（3）到（5）中提取的各峰值

载荷及其在原始应力加卸载曲线中对应的序号一同

放入峰值点降序载荷数组中，得到峰值点降序载荷

数组。如图 2所示为应力加卸载曲线示意图，则上述

步骤提取的峰值点载荷如图 2中红色标记的峰值点

所示。

其次，在原始应力加卸载曲线的最大峰值载荷

及其往后的载荷曲线，挑选其中依次增加的谷值载

荷，组成谷值点升序载荷数组，具体操作如下：（1）对

原始应力加卸载曲线中的峰值载荷和谷值载荷按顺

序依次编号；（2）提取最大峰值载荷及其往后载荷曲

线中谷值载荷，以及其在原始应力加卸载曲线中的

序号，组成谷值点载荷数组；谷值点载荷数组中共有

m 1个载荷数据，组内序号为 1~m 1；（3）在谷值点载荷

数组中，提取序号 1~m 1的谷值载荷的最小值，若同时

出现多个最小值，则提取组内序号最大的点；（4）提

取序号 k1~m 1的谷值载荷的最小值，序号 k1为上一个

提取出的谷值载荷最小值所对应的组内序号+1；（5）
重复步骤（4），直至谷值点载荷数组中最后一个载荷

为止；（6）将步骤（3）~（5）中提取的各谷值载荷及其

在原始应力加卸载曲线中对应的序号一同放入谷值

点升序载荷数组中，得到谷值点升序载荷数组。对

于图 2所示的应力加卸载曲线，上述步骤提取的谷值

点载荷如图 2中蓝色标记的谷值点。

最后，将峰值点降序载荷数组和谷值点升序载

荷数组按照原始应力加卸载曲线中的载荷顺序进行

组合，组成等效载荷曲线，具体操作如下：（1）将峰值

点降序载荷数组和谷值点升序载荷数组组合在一

起，并将两个数组中的元素按照在原始应力加卸载

曲线中的序号从小到大进行排列，得到初始等效加

卸载载荷数组；（2）对初始等效加卸载载荷数组，依

次提取峰值载荷和谷值载荷，提取方法如下：峰值载

荷和谷值载荷按照顺序交替提取；在上一个提取的

峰值载荷序号往后，提取第一个谷值载荷；在上一个

提取的谷值载荷序号往后，提取第一个峰值载荷。

最终得到峰值载荷和谷值载荷依次交错的等效载荷

曲线，且峰值载荷不断减小，谷值载荷不断增加。

Fig. 1 Flow chart of simplification method of load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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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向CMCs损伤本构行为预测

3.1 基体开裂

对于单向 CMCs，当加载应力大于初始基体开裂

应力，CMCs会发生基体开裂，产生基体裂纹，随着加

载应力的增加，基体裂纹逐渐增加，直至达到饱和。

本文采用Weibull分布描述基体开裂过程。

将载荷曲线中峰值应力的最大值代入Weibull分
布公式［15］，计算单向 CMCs在载荷曲线作用后的平均

基体裂纹间距，计算式为

L = L sat / (1 - exp ( - σmax
σ 0

)m ) （1）
式中 σmax为应力加卸载曲线峰值应力的最大值，

L为平均基体裂纹间距，L sat为基体裂纹饱和间距，σ 0
和 m为Weibull开裂特征强度和Weibull模量。

3.2 界面磨损

界面磨损是单向 CMCs应力加卸载过程中主要

的细观损伤机制［9］。本文采用下式计算单向 CMCs在
加卸载过程中的界面摩擦力变化［11-12］。

τi = 1 - exp ( -ω ( ∫ || dσ /σA )λ ) (τimin - τi0 ) + τi0 （2）
式中 ω，σA，λ为拟合参数，τimin，τi0 为初始和最终

界面剪应力，τi 为当前载荷循环下的界面剪应力，

∫ || dσ 为与载荷历程相关的参数，其计算式为

∫ || dσ =∑
j = jm

ni ∫ || σ p j - σ g j （3）
式中 σ p j，σ g j分别表示第 j个加载循环或者卸载循

环的峰值应力和谷值应力，jm对应第一个峰值应力大

于初始基体开裂应力的加载过程，ni表示对加卸载曲

线中各载荷过程进行编号，当前载荷对应的载荷过

程序号。假设一次加载或者卸载过程中，界面剪应

力大小保持不变。

3.3 滑移区分布

基于剪滞模型，滑移区分布长度可由峰值和谷

值应力确定，因此，可以基于简化后的等效载荷曲线

中的峰值和谷值应力，直接计算单向 CMCs滑移区分

布，而无需对载荷曲线上的点进行逐一计算。

基于等效载荷曲线中的峰值和谷值应力，计算

数组 A = { aj}，j = 1，2，...，n2 - 1，aj的计算式为

aj = | σj - σj + 1 | , j = 1,...,n2 - 1 （4）
式中 σj为等效载荷曲线中序号为 j对应的载荷，

其为峰值点或者谷值点，n2为等效载荷曲线中峰值或

者谷值点的总数。基于数组 A进一步定义中间数组

B = { bj}，j = 1，2，...，n2 - 1，bj的计算式为

bj = {aj - aj + 1 , j = 1,...,n2 - 2
aj , j = n2 - 1 （5）

基于数组 B，进一步计算中间数组 D = { dj}，j =
1，2，...，n2，计算式为

dj =
ì

í

î

ï
ï
ï
ï

bjC 1
2tanθi , j = 2,3,...,n2

L0 -∑
k = 2

n2

dk , j = 1
（6）

式中 C 1 = 1v f -
E f
E c

，v f为纤维体积分数，E f为纤维

弹性模量，E c为复合材料等效弹性模量，tanθi的表达

式为
2τi
r f

，r f 为纤维半径，L0 为界面脱粘长度，L0 =
σmaxC 1 - σ f_th

tanθi ，σ f_th 为纤维热残余应力。如果在等效

载荷曲线作用后，单向 CMCs平均基体裂纹间距和界

面脱粘长度之间满足不等式（7），则界面完全脱粘，

需要对数组 D中的元素进行筛选

L0 > L/2 （7）
此时，界面脱粘长度变为 L0 = L/2。在等效载荷

曲线中，按顺序对各峰值载荷和谷值载荷进行编号，

找到满足如下等式的组内序号最大的峰值载荷及其

序号。

σj ≥ ( L2 tanθi + σ f_th ) /C 1 , j = 1,2,...,n2 （8）
假设 σmax_cr为在等效载荷曲线中满足式（7）、且序

号最大的峰值载荷，jmax_cr为其对应的序号，剔除数组

D中序号<jmax_cr 的元素，则数组 D中元素的个数从 n2
变为 n3 = n2 - jmax_cr + 1个，数组 D中的元素组成为

D = { dj} , j = jmax_cr ,...,n2 （9）
式中 d jmax_cr 的表达式变为式（10）所示，其余元素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load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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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和序号都不发生改变。

d jmax_cr = L0 - ∑
k = jmax_cr + 1

n2

dk （10）
如果单向 CMCs平均基体裂纹间距和界面脱粘

长度之间不满足式（7），则界面部分脱粘，不需要对

数组 D进行上述处理。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如果在等效载荷曲线中

存在谷值载荷使得单向 CMCs满足如下所示的不等

式，则界面完全滑移，需要对数组 D进行进一步处

理，否则，界面部分滑移，无需对数组 D 进行下述

处理。

σj ≤ (σmax_cr - 2L0 tanθi /C 1 ), j > jmax_cr （11）
此时，如果界面部分脱粘，则令 σmax_cr 等于 σmax，

令 jmax_cr=1，并在等效载荷曲线中找到满足式（11）的序

号最大的谷值点。假设 σmin_cr为在等效载荷中满足式

（11），且序号最大的谷值点载荷，jmin_cr为其对应的序

号。进一步提剔除数组 D中序号<jmin_cr的元素，则数

组 D中的元素从 n3进一步减小为 n4 = n2 - jcr_ min + 1，
数组 D中元素变为

D = { dj} , j = jmin_cr ,...,n2 （12）

式中 djmin_cr的表达式为

djmin_cr = L0 （13）
对于以上讨论，假设数组 D中的元素个数为 nD，

组内序号从 1~nD，在等效载荷曲线作用下，如果单向

CMCs没有发生界面完全滑移，滑移区的对数为 n =
(nD + 1) /2，滑移区分布为

dfk = d2k - 1 , 1 ≤ k ≤ (nD + 1) /2, k为整数 （14）
drk = d2k , 1 ≤ k ≤ nD /2, k为整数 （15）

否则，滑移区的对数为 n = nD /2 + 1，滑移区分

布为

dfk = {0, k = 1d2 ( k - 1) ,2 ≤ k ≤ nD /2 + 1, k为整数
（16）

drk = d2k - 1 ,1 ≤ k ≤ (nD + 1) /2, k为整数 （17）
式中 dfk，drk 分别表示第 k个正向滑移区长度和第

k个反向滑移区长度。

3.4 本构行为

基于滑移区分布，可以确定纤维应力分布。假

设等效载荷曲线上最后一点的载荷值为 σi，则纤维应

力分布为

σ f ( x ) =

ì

í

î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σi

v f
+ tanθi x, x ∈ [ 0,drn )

σi

v f
+ 2tanθi drn - x tanθi , x ∈ [ drn ,dfn + drn )

.......
σi

v f
- 2tanθi (∑

k = 2

n

dfk ) + x tanθi , x ∈ [∑
k = 2

n

drk +∑
k = 2

n

dfk ,∑
k = 1

n

drk +∑
k = 2

n

dfk )
σi

v f
+ 2tanθi (∑

k = 1

n

drk ) - x tanθi , x ∈ [∑
k = 1

n

drk +∑
k = 2

n

dfk ,∑
k = 1

n

drk +∑
k = 1

n

dfk )
E fσi

E c
+ σ f_th , x ∈ [∑

k = 1

n

drk +∑
k = 1

n

dfk ,L/2 )

（18）

复合材料应变 εi等于纤维应变，由下式计算

εi = 2
E f L
∫0L/2σ f ( x )dx + ε f_th （19）

式中 ε f_th表示纤维热残余应变。

4 结果与讨论

4.1 载荷曲线简化

基于本文的载荷曲线简化方法，对图 2所示的原始

应力加卸载曲线进行简化，得到等效载荷曲线如图 3所
示。从图中可以发现，原始应力加卸载曲线中有 9峰值

和 10谷值载荷组成，而简化后的载荷曲线只有 3个峰

值和 4谷值载荷组成，峰值和谷值载荷总数缩减了

63.16%，从而可以大大减少计算过程，提高计算效率。

4.2 单向CMCs损伤状态和本构行为预测

测量一种化学气相渗透工艺（CVI）工艺制备的

Fig. 3 Equivalent load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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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 SiC/SiC复合材料的细观力学参数，如表 1所示。

将表 1 中的材料参数代入式（1）~（19），计算单向

CMCs在图 3等效载荷曲线作用后的滑移区分布和应

力应变行为。滑移区分布计算结果如表 2所示。从

表 2中可以发现，有 3对滑移区。滑移区分布和纤维

应力分布示意图如图 4所示。

CMCs在等效载荷曲线作用后的应变为 2.747 ×
10-4，此时，应力为 0。说明该应变为残余应变，是由

于 CMCs在应力加卸载作用下产生的细观损伤引起

的。滑移区分布和残余应变的大小反应了材料内部

的损伤程度。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载荷曲线简化过程以及滑移

区分布计算过程的准确性，将表 1中的材料参数带入剪

滞模型，逐点计算图 2载荷曲线作用后的单向 CMCs滑
移区分布和应变。滑移区分布计算结果如表 2所示，应

变计算结果为 2.747 × 10-4。从中可以发现，两种方法

计算的滑移区分布和应变大小一致，说明了本文提出

的载荷曲线简化过程和滑移区分布计算过程是可行

的。此外，本文方法在计算任意应力载荷后单向 CMCs
损伤状态和本构行为时效率更高，更有优势。

5 结 论

为实现快速预测任意应力加卸载作用后 CMCs
损伤行为，本文对 CMCs任意应力本构行为进行研

究，并得出以下结论：

（1）基于剪滞模型，提出了一种任意应力加卸载

曲线简化方法，获取了仅包含用于确定 CMCs滑移区

分布的峰值和谷值载荷值的等效载荷曲线。对给定

的载荷曲线，简化后峰值和谷值载荷总数缩减了

63.16%，从而可以大大减少计算过程。

（2）提出了基于等效载荷曲线中峰值和谷值点

载荷直接计算滑移区分布的方法，避免了载荷曲线

Table 1 Micro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unidirectional

CMCs (UD-CMCs) of SiC/SiC

Material property
Modulus of fiber E f /GPa
Modulus of matrix Em /GPa
Fiber volume fraction V f /%

Fiber radius r f /µm
Initial interface friction stress τi0 /MPa
Final interface friction stress τimin /MPa
Saturation crack spacing L sat /µm

Weibull constant m
Weibull cracking characteristic strength b0 /MPa

Empirical constant ω
Empirical constant λ

Empirical constant σA /MPa

Value
170
200
0.23
6.5
20
5
300
5
300
0.1
0.1
200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slip regions of UD-CMCs under equivalent load curve and original load curve based on shear-lag

Method
Number

Length of forward slip regions/µm
Length of reverse slip regions/µm

Equivalent load curve
1
6.06
9.09

2
42.44
9.09

3
24.25
54.67

Original load curve
1
6.06
9.09

2
42.44
9.09

3
24.25
54.67

Fig. 4 Schematic diagram of distribution of slip regions and fiber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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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逐点计算，提高了计算效率。

（3）将原始应力加卸载曲线加入剪滞模型，逐点

计算载荷曲线作用后单向 CMCs的滑移区分布和应

变大小，并与本文的计算方法进行比较。两种计算

方法得到的滑移区分布和应变大小一致，说明本文

的方法是可行的。此外，本文的方法效率更高。

致 谢：感谢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的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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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参数对2A12-T4铝合金高温多轴疲劳
失效的影响 *

崔仁浩，张健萍，贺元骅，阳 邦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民航安全工程学院，四川 广汉 618307）

摘 要：为研究铝合金材料的高温多轴疲劳失效规律，在 175℃温度环境下对 2A12-T4铝合金实心

圆棒试样进行拉扭复合加载试验。在相同的等效Von-Mises应力幅值下，通过观察并记录不同加载循环

下的裂纹萌生与扩展情况，研究加载参数 （应力幅比λ与相位差φ） 对裂纹萌生及扩展影响。试验结果

表明，当试样表面存在最大切应力平面时，裂纹优先在最大切应力平面附近萌生并传播，最大切应力平

面为危险平面；在λ=0.5，φ=90°这种特殊情况下，试验表面各处切应力相同时，裂纹优先在最大正应力

平面附近萌生并传播，最大正应力平面成为危险平面，当正应力主导裂纹传播时，由裂纹萌生至疲劳断

裂这一过程仅占总寿命的 16.2%，容易发生快速断裂；在λ=0.5，φ=0°和λ=0.5，φ=90°这两种加载条件

下，裂纹的传播过程中存在第 I阶段向第 II阶段转变的过程，断口平整并且存在脆性条纹，断口表现趋

向于脆性断裂；当λ=1，φ=90°和λ= 3，φ=0°这两种加载条件下，没有明显的第 I阶段向第 II阶段的转

变，断口存在明显的疲劳源区、扩展区和瞬断区，且凹凸不平，为典型的混合型断裂。

关键词：铝合金；热载荷；力学性能；裂纹；断裂；疲劳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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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Loading Parameters on Multiaxial Fatigue Failure of
2A12-T4 Aluminum Alloy at High Temperature

CUI Ren-hao，ZHANG Jian-ping，HE Yuan-hua，YANG Bang
（College of Civil Aviation Safety Engineering，Civil Aviation Flight University of China，Guanghan 618307，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multiaxial fatigue failure law of aluminum alloy at high temperature，ten‐
sion-torsion fatigue tests on 2A12-T4 aluminum alloy round bar specimens were conducted at 175℃.Under the
same equivalent Von-Mises stress amplitude，the cracks initiation and propagation under different loading cycles
were observed and recorded，and the effects of loading parameters（amplitude stress ratio λ and phase angle φ）
on the cracks initiation and propagation were studie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ximum shear stress plane was a
dangerous plane if it existed，and cracks initiated and propagated preferentially in this plane. When λ=0.5，φ=
90°，the shear stress was the same everywhere on the test surface，the crack initiated and propagated prefer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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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 near the maximum normal stress plane，which became the dangerous plane. When the normal stress dominated
the crack propagation，the process from crack initiation to fatigue fracture only accounted for 16.2% of the total
life，which was prone to generate rapid fracture. When λ=0.5，φ=0°and λ=0.5，φ=90°，there was an obvious
transition from stage I to stage II in the process of crack propagation，the fracture tended to brittle fracture with
brittle stripes and flat surface. When λ=1，φ=90°and λ= 3，φ=0°，there was no obvious transition from stage I
to stage II，the fracture surface was uneven，which was a typical mixed fracture，with visible fatigue source re‐
gion，propagation region and final rupture region.

Key words：Aluminum alloy；Heat load；Mechanical performance；Crack；Fracture；Fatigue test

1 引 言

铝合金材料具有低密度、高比强度、高弹性模

量、加工性能良好等优点，广泛应用于航空制造业

中，如航空器结构件、飞机蒙皮、连接件等，这些部位

在服役过程中大多承受着复杂的多轴疲劳载荷。部

分结构不仅要承受复杂的力学载荷，还需要承受热

载荷，如飞机油箱附近的零部件，需要保证给定温度

和多轴载荷作用下不发生破坏。由于温度升高会降

低材料力学性能，且多轴载荷情况下的应力状态与

疲劳失效过程更为复杂［1-2］。因此对材料在热-力耦

合作用下的多轴疲劳性能，仍需要进行大量的试验

研究及理论分析。

多轴疲劳失效在微观上即材料表面裂纹萌生及

扩展直至断裂的过程，在多轴疲劳的分析过程中，一

般采取临界平面法，临界平面法考虑了最大损伤平

面上应力和应变的参数，具有物理意义，在裂纹的

萌生与扩展的分析中广泛应用。裂纹的扩展过程

中又分为扩展第 I阶段和扩展第 II阶段，一般认为

第 I阶段裂纹沿最大切应力平面（MSSA）萌生，第 II
阶段裂纹沿最大正应力平面（MN）扩展。但在高温

条件下，应力与应变、金属疲劳性能更加复杂，存在

疲劳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也会对裂纹的萌生与扩展

产生影响。刘治国等［3］研究发现，在存在腐蚀环境

条件下对材料的疲劳寿命削弱明显，对表面的裂纹

萌生与扩展过程也会产生影响。Verreman等［4］采用

裂纹复型方法研究了 1045钢在非比例加载的情况下

的裂纹萌生及扩展过程，发现有明显的第 I阶段向

第 II阶段的转变，其中裂纹长度、疲劳寿命等与加载

条件相关。Fatemi等［5］和 Socie等［6-7］对 1045钢、304
钢、718钢开展多轴疲劳裂纹扩展行为研究，发现裂

纹的萌生与扩展过程在疲劳寿命中占很大一部分，

而且非比例加载、应力幅比和相位差等加载参量对

裂纹的扩展行为产生影响。McDiarmid［8］研究发现，

相位差的存在会影响弯曲扭转条件下的临界平面应

力参量关系，认为在材料的疲劳破坏中应力幅比与

相位差的影响作用不可忽略。Singh等［9］对 7075铝合

金进行弯扭复合加载，发现裂纹在最大切应力平面

处萌生，在扩展过程中裂纹沿 S型轨迹传播，分别存

在第 I阶段、过渡阶段和第 II阶段，并以第 I阶段为

主导传播方式。Roy等［10］对 A356-T6铝合金开展多

轴疲劳试验，发现裂纹的萌生较短并且更局部化，

使得裂纹萌生后直接进行 Ι型扩展。 Polak等［11-12］

对 42CrMo4钢缺口试样进行疲劳试验，研究发现裂

纹萌生与扩展受加载参量的影响。Liu等［13］通过对

30CrMnSiA钢开展多轴疲劳研究后，发现应力幅比

λ＜0.25时，裂纹的萌生扩展过程中几乎不存在第 I
阶段，随着应力幅比和相位差的增加，第 I阶段的裂

纹长度从约 20µm增加到约 50µm。亓新新等［14］研

究发现，对于 30CrMnSiA钢，应力幅比对于裂纹的

扩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陈亚军等［15-17］

对 2A12-T4铝合金进行拉扭复合加载，发现应力幅

比与相位差对疲劳寿命的影响存在耦合作用。随

着相位差的增大，材料的疲劳寿命减小。时新红

等［18-19］对 2A12-T4铝合金开展试验，发现在相同的

等效应力幅值下，随着应力幅比和相位差的增加，疲

劳寿命增加。此外，许多学者的研究中都发现材料

的多轴疲劳性能受加载条件影响，并在金属多轴疲

劳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由于设备条件、试验周期等原

因，至今还没有形成普遍接受的理论，仍需开展大量

研究。

本文考虑航空器高速甚至超声速飞行时，由于

气动摩擦效应产生高热，使部分结构件处于热-力耦

合的服役环境，使航空器结构材料强度受到影响，结

合现有试验条件，以 2A12-T4铝合金材料为例，在

175℃高温环境下开展拉扭复合加载试验，通过金相

显微镜记录不同加载循环下的裂纹萌生与扩展过

程，研究高温环境下加载参数对铝合金材料疲劳裂

纹萌生与扩展的影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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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试验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试验试样为 2A12-T4铝合金实心圆棒试件，该

材料的化学成分及含量如表 1所示，基本力学性能如

表 2所示。参考 GB/T4337-2015进行设计，由棒状胚

料加工成漏斗形试件，如图 1所示，经打磨抛光至试

样表面粗糙度 Ra<0.2µm。

2.2 试验方法与加载参数

拉扭复合加载试验在 MTS-809电液伺服疲劳试

验机上进行，试验温度为 175℃，试验采用载荷与扭

矩的控制方式，加载曲线为正弦波，加载频率为 5Hz，
加载状态和加载波形如图 2所示。在此条件下研究

不同的应力幅比（1，0.5， 3）和相位差（0°，90°）对

2A12-T4铝合金拉扭复合加载下裂纹萌生与扩展

规律。

试验载荷计算式如下

F = σ aπr2
T = τ aπr3 /2 （1）

式中 r为打磨抛光后的试件试验段半径，F，σ a分

别为轴向载荷和应力幅；T，τ a分别为切向扭矩和应力

幅值，加载应力为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mass fraction of

2A12-T4 wt%

Cu
4.10

Mg
1.50

Mn
0.66

Fe
0.33

Si
0.24

Zn
0.08

Ti
0.02

Ni
0.01

Al
Margin

Table 2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2A12-T4

E/GPa
76.8

σ s/MPa
395.1

σb/MPa
568.4

δ/%
12.7

G/GPa
29.4

τb/MPa
419.8

Fig. 1 Shape and dimensions of fatigue test specimens

Fig. 2 Loading state and load wav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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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 = σ a sinωt + σm
τ = τ a sin (ωt - φ ) + τm （2）

σm 和 τm 分别为轴向加载与切向加载平均应力，

σ和 τ分别为轴向加载应力和切向加载应力，φ为相

位差。等效应力选用 Von-Mises应力 σ eq，应力幅比 λ

为切向与轴向的应力幅值比，即

σ eq = (σ2 + 3τ2 )1/2
λ = τ a /σ a

（3）
取相同的等效应力 σ eq=330MPa，在 λ=0.5，1， 3

和两种相位差 φ=0°，90°进行多轴疲劳试验，每种加

载路径下的加载参数如表 3所示。

定义试样表面的受力状态及受力平面方向，如

图 3所示。σ ( t )，τ ( t )为任意平面上的正应力与切应

力，α - β为正应力与切应力之间相位差，δ为平面方

向。为了便于研究裂纹的萌生与扩展方向，给出不

同加载条件下的最大正应力平面（MN）与最大切应

力平面（MSSA）与试样轴线方向的夹角 δMSSA 和 δMN，

如表 4所示。其中 σ n，a，τn，a分别为对应平面的正应力

和切应力幅值。

σ ( t ) = σ n,a sin (wt - a ) + σx,m cos2 δ + τxy,m sin (2δ )（4）
τ ( t ) = τn,a sin (wt - β ) - σx,m

2 sin (2δ ) + τxy,m cos (2δ )（5）

tanα = 2λ( )sin2δ sinφ
1 + cos2δ + 2λ( )sin2δ cosφ （6）

tanβ = 2λ cos2δ sinφ
2λ cos2δ cosφ - sin2δ （7）

裂纹长度定义为裂纹萌生起点与裂纹扩展终止

点之间的直线距离，如图 4所示。根据试样加载时所

受的应力状态，在反映裂纹表面形貌的金相照片左

上方，用黑色实心箭头表示试样轴线方向（Specimen
axis），红色双点画线表示最大剪切应力平面 MSSA
（Maximum shear stress amplitude plane），黑色虚线表

示 最 大 正 应 力 平 面 MN（Maximum normal stress
plane），其中 λ=0.5，φ=90°这一加载状态下，任意平面

所受切应力幅值相同，因此图 5（d）中MSSA平面用圆

形双点画线表示。

3 试验结果与分析

3.1 裂纹萌生路径

将试样放置在环境箱内，参考 GB/T4337-2015金
属材料疲劳试验旋转弯曲方法，加热到 175℃后并保

温半小时以减少温度波动，保持环境温度稳定后开

展拉扭复合加载试验。试验开始至加载一定循环次

数后取出试件，通过金相显微镜对试样表面进行观

察，若未发现裂纹，对试件继续加载，并保持试验过

程中试件加载状态一致，直到可以观察到试样表面

有裂纹萌生。在金相显微镜下观察试样表面并记录

不同加载循环下的裂纹萌生形态，如图 5所示。

3.2 主裂纹扩展形态与路径

在多轴载荷下开展疲劳试验时，裂纹萌生初期

有多处裂纹，但随着加载循环次数增加，最后形成主

裂纹一般只有一条或两条，主裂纹扩展对材料的疲

劳破坏起着重要作用。对四组不同加载参数下的试

Table 3 Loading parameters of multiaxial fatigue test

Spe-ID
1#
2#
3#
4#

λ

1
3

0.5
0.5

φ/（°）
90
0
0
90

σ a/MPa
165.00
249.46
104.36
104.36

τa/MPa
165.00
124.73
180.75
180.75

N/cycles
30609
30893
21000
27373

Fig. 3 Force surface and plane of specimens under tension-

torsion loads

Table 4 Directions of MN and MSSA

Spe-ID
1#
2#
3#
4#

λ

1
3

0.5
0.5

φ/（°）
90
0
0
90

δMSSA/（°）
0.0/90.0
−8.0/82.0
-22.5/67.5

—

δMN/（°）
±35.3
37.0
22.5
0.0

Fig. 4 Definition of crack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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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进行多次间断式加载，加载间隔一般为预估寿命

10%左右，后根据主裂纹长度适当调整加载间隔，观

测并记录主裂纹扩展情况，如图 6所示。

3.3 不同加载参数下的断口形貌

试样进行拉扭复合加载直至断裂之后，在试样

表面断裂处会形成断口，断口形貌反映了加载过程

中热-力耦合作用对材料表面造成的塑性变形、裂纹

萌生扩展直至断裂的全过程，通过体式显微镜记录

试样断口形貌，如图 7所示。

3.4 裂纹萌生分析

图 5（a）中在 λ=1，φ=90°加载条件下裂纹沿MSSA
平面萌生并扩展，长度为 69µm，红色箭头处有新萌

生的裂纹，扩展方向也近似沿着MSSA平面。图 5（b）
中在 λ= 3，φ=0°加载条件下裂纹萌生于试样表面缺

陷处，传播路径曲折，但整体沿MSSA平面方向，长度

为 93µm，并在红色箭头处裂纹的传播方向发生偏

折，由MSSA平面转向其他平面继续传播。图 5（c）中

λ=0.5，φ=0°加载条件下裂纹在 MSSA平面附近萌生，

路径曲折但整体上沿着MSSA平面进行传播，长度为

63µm，且裂纹附近没有二次裂纹产生。而图 5（d）中

λ=0.5，φ=90°加载条件下的裂纹在表面的球状缺陷处

萌生，沿 MN平面方向进行传播，长度为 95µm，裂纹

传播过程中存在偏转情况但整体上仍沿 MN平面方

向传播。

可见试样表面的裂纹萌生状态受加载参数影

响，在 λ=1，φ=90°，λ=0.5，φ=0°，λ= 3，φ=0°三种加载

条件下，裂纹萌生受切应力主导作用，正应力的影响

作用弱，裂纹萌生方向沿MSSA平面，MSSA平面为危

险平面。而在 λ=0.5，φ=90°加载条件下，试样在各个

平面上所受的切应力幅值相同，MN平面成为裂纹萌

生的有利位置，裂纹萌生方向沿MN平面，MN平面为

危险平面。

3.5 主裂纹扩展形态与路径分析

图 6（a）为 λ=1，φ=90°加载条件下的主裂纹在

N1~N6加载循环时的裂纹扩展情况，随着加载循环数

增加，图中左右两部分裂纹不断接近，最终在 N3=
18×104循环下两部分裂纹连接成一段完整裂纹，而且

裂纹扩展过程中没有明显的第 I阶段向第 II阶段的

转变，裂纹的传播过程中沿 MSSA平面方向，具体裂

纹长度变化如表 5所示。图 6（b）为 λ= 3，φ=0°加载

条件下主裂纹扩展情况，主裂纹沿最大切应力平面

方向传播。N1~N6加载循环下的裂纹长度如表 6所

示，在 N3~N5加载循环之间裂纹的传播速度趋于稳

定，没有快速扩展的情况，但 N5加载循环次数下的裂

纹宽度相比 N3加载循环下的裂纹宽度有明显的提

升，在这一过程中裂纹的扩展偏向宽度的增长，说明

宽度的增长也是裂纹扩展过程中重要部分，同时主

裂纹扩展过程中也没有明显的第 I阶段向第 II阶段

的转变。

图 6（c）为 λ=0.5，φ=0°加载条件下主裂纹扩展情

Fig. 5 Crack initiation under different loading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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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主裂纹初始沿 MSSA 平面方向扩展，并在 N2=
1.6×104次加载循环后主裂纹的上半部分向 MN平面

处偏转，下半部分向两MSSA平面之间的某个平面处

偏转并传播，存在裂纹扩展过程中第 I阶段向第 II阶
段转变过程，但仅传播几十 µm就回到 MSSA平面上

继续扩展，该裂纹在传播过程中也有如图 6（a）中连

接其他短裂纹的情况，导致裂纹长度的快速增加，

N2~N5仅 4×103加载循环，裂纹长度就由 781µm扩展

至 4734µm，主裂纹长度变化如表 7所示；图 6（d）为 λ

=0.5，φ=90°加载条件下主裂纹扩展情况，主裂纹左侧

初始沿 MN平面方向扩展，扩展过程中无明显偏折，

裂纹右侧初始沿切应力平面方向扩展，扩展长度约

70µm后，偏转到 MN平面上扩展，出现第 I阶段向第

II阶段转变过程。在 N3加载循环下发现主裂纹附近

有新的二次裂纹的萌生，如图中红色箭头所示，二次

裂纹沿 MN平面方向扩展，与主裂纹传播方向相同，

主裂纹长度变化如表 8所示。

因此在 λ=1，φ=90°，λ= 3，φ=0°这两种加载条

件下，主裂纹扩展沿 MSSA平面方向，传播过程中无

明显偏转现象，没有第 I阶段向第 II阶段转变的过

程；在 λ=0.5，φ=0°时，主裂纹扩展初始沿 MSSA平面

传播，在 N2加载循环后出现向 MN平面偏转现象，在

λ=0.5，φ=90°时，在 N1 加载循环之后，右侧有转向

MN平面方向扩展现象，即在 λ=0.5，φ=0°，λ=0.5，φ=
90°加 载 条 件 下 存 在 第 I 阶 段 向 第 II 阶 段 转 变 的

过程。

Fig. 6 Morphology of main c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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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各试样主裂纹长度随疲劳寿命比的曲线，

如图 8所示。通过对比 λ=0.5，φ=0°和 λ=0.5，φ=90°两
种情况下裂纹的萌生与扩展过程，在 λ=0.5，φ=0°加
载情况下疲劳寿命的 57%时就有裂纹萌生，而且在

扩展速度大于 λ=0.5，φ=90°时的情况，在 2.1×104循环

下达到疲劳寿命的 90%以上，长度约 4.7mm，在试样

表面裂纹清晰可见。而在 λ=0.5，φ=90°加载条件下

和 N1=2.3×104循环下开始观察到 153µm的裂纹，在

27373循环次数下疲劳破坏，即从刚开始观察到裂纹

到试样疲劳破坏这一过程仅占总寿命的 16.2%，发生

快速断裂。可见加载参数的变化导致裂纹萌生与扩

展过程中的主要驱动力不同，当正应力主导时，裂纹

的萌生期占比有明显增长，但加速了从裂纹扩展至

最终疲劳破坏这一过程。

Table 6 Length of main crack( λ= 3 ,φ=0°)

Loading cycles
Cracklength /µm

N1=2.0 × 104
237

N2=2.2×104
316

N3=2.4×104
371

N4=2.6×104
489

N5=2.8×104
592

N6=3.0×104
734

Nf=3.0893×104
—

Fig. 7 Macro fracture of the specimens

Table 8 Length of main crack(λ=0.5,φ=90°)

Loading cycle
Cracklength/µm

N1=2.3×104
153

N2=2.5×104
223

N3=2.6×104
418

Nf=2.7373×104
—

Table 7 Length of main crack(λ=0.5,φ=0°)

Loading cycle
Cracklength/µm

N1=1.2×104
323

N2=1.6×104
781

N3=1.7×104
1047

N4=1.8×104
3079

N5=2.0×104
4734

Nf =2.1×104
—

Table 5 Length of main crack (λ=1,φ=90°)

Loading cycles
Cracklength/µm

N1=1.2×104
235

N2=1.4×104
320

N3=1.8×104
494

N4=2.2×104
684

N5=2.6×104
705

N6=3.0×104
825

Nf=3.0609×104
—

2575



推 进 技 术 2021 年

3.6 断口形貌分析

疲劳断裂后的断口采用体式显微镜进行观测，

获得疲劳试件的宏观断口形貌。从图 7可见，断口处

存在明显的疲劳源区、扩展区和瞬断区，其中裂纹源

用红色箭头标志。图 7（a）中，断口疲劳源处存在摩

擦的氧化发黑的现象，疲劳源、扩展区和瞬断区的分

布明显，断口中心存在毛刺状纤维区，说明此加载条

件下材料能够保持较好韧性；在图 7（b）中断口表面

存在明显的疲劳源、扩展区和瞬断区，在疲劳源区摩

擦氧化发黑的区域面积变大，裂纹源附近由于裂纹

扩展速度的不同产生明暗条带，裂纹向内部扩展，断

口中心毛刺状纤维区的面积变小，断口凹凸不平，存

在大的塑性变形。图 7（d）中，由于疲劳破坏过程由

正应力主导，断口处存在多个疲劳源，如图中箭头所

示，断口中心存在脆性条纹，表面不平整，出现台阶

特征；图 7（c）中疲劳源指向断口中心，断口平直，摩

擦的痕迹不明显，存在少量的贝壳花样的脆性条纹，

塑性变形小；λ=0.5，φ=0°和 λ=0.5，φ=90°，断口平整，

存在脆性条纹，断口表现趋向于脆性断裂；λ=1，φ=
90°和 λ= 3，φ=0°断口凹凸不平，呈现明显的疲劳源

区、扩展区和瞬断区，为典型的混合型断口。

4 结 论

本文通过对 2A12-T4铝合金试件开展拉扭复合

加载试验，观察与记录裂纹萌生与扩展过程，研究裂

纹萌生与扩展规律，研究发现：

（1）当试样表面存在最大切应力平面时，裂纹优

先在最大切应力平面处萌生，在 λ=0.5，φ=90°这种特

殊情况下，由于各处切应力幅值相同，裂纹沿最大正

应力平面处萌生；当加载条件为 λ=0.5，φ=90°时，主

裂纹的传播方向沿着最大正应力平面，这种正应力

主导的情况下，疲劳裂纹萌生扩展至断裂仅占总寿

命的 16.2%，发生快速断裂；其余三种加载条件下，主

裂纹的传播方向沿着最大切应力平面进行扩展，裂

纹萌生至断裂这一过程长于正应力主导的情况。

（2）对于 2A12-T4铝合金，在 λ=0.5，φ=0°和 λ=
0.5，φ=90°这两种加载条件下，裂纹的传播过程中存

在第 I阶段向第 II阶段转变的过程，当 λ=1，φ=90°和
λ= 3，φ=0°这两种加载条件下，没有明显的第 I阶段

向第 II阶段的转变。

（3）λ=0.5，φ=0°和 λ=0.5，φ=90°，断口平整，存在

脆性条纹，断口表现趋向于脆性断裂；λ=1，φ=90°和
λ= 3，φ=0°断口凹凸不平，呈现明显的疲劳源区、扩

展区和瞬断区，为典型的混合型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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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信号重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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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叶尖定时测量技术是近年来发展的一种非接触式旋转叶片振动监测方法，具有非入侵性的

优点，但是该系统测得的振动信号通常是欠采样的。为了能够重构叶尖定时欠采样信号，根据压缩感知

理论以及叶尖定时采样原理引入了叶尖同步振动信号稀疏模型以及叶尖振动信号重构方法。对整体叶盘

有限元模型进行瞬态分析得到叶尖振动信号，使用优化的正交匹配追踪算法以及基追踪对欠采样信号进

行重构并和传统方法进行对比。计算结果表明：在信噪比为 30dB的噪声环境下，限制频域的正交匹配

追踪算法 （OMP-RFD） 可以准确地识别出叶尖振动信号的主要频率成分。最后使用试验所获得的叶尖

振动信号进行重构，验证了OMP-RFD算法有效性。综上可知：压缩感知方法可以很好地应用于叶尖定

时测量装置中，能够使用较少传感器识别叶尖同步振动欠采样信号参数，有效提高噪声环境下识别高阶

频率的成功率以及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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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Modal Vibration Tip Timing Signal Reconstruction Method
for Blisk Based on Compressed Se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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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lade tip timing measurement is a non-contact rotating blade vibration monitoring method devel‐
oped in recent years. It has the advantage of non-invasiveness. However，the vibration signal measured by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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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is usually under-sampled.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the blade tip timing under-sampled signal，a sparse
model of blade tip synchronous vibration signals and a method of reconstruction of the blade tip vibration signal
are introduced based on the compressed sensing theory and the principle of blade tip timing measurement. The
blade tip vibration signals are obtained by transient analysis of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blisks. The under-sam‐
pled signal is reconstructed by the optimized orthogonal matching pursuit algorithm and basis pursuit，and com‐
pared with traditional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a noisy environment with signal noise ratio of 30dB，the
orthogonal matching pursuit restricted frequency domain algorithm（OMP-RFD）can accurately identify the main
frequency components of the blade tip vibration signal. Finally，the blade tip vibration signals obtained from the
experiment are used for reconstruction，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OMP-RFD is verified. In conclusion，the com‐
pressive sensing method can be well applied to blade tip timing measurement. This method can identify the un‐
der-sampling signal parameters of the blade tip synchronous vibration with fewer sensors. The success rate and
accuracy of identifying higher-order frequencies in a noisy environment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Key words：Compressed sensing；Blade tip timing；Synchronous vibration；Sparse representation；Sig‐
nal reconstruction；Orthogonal matching pursuit

1 引 言

叶片及叶盘结构是航空发动机的关键部件，由

于其工作环境恶劣，各类因素导致的叶片断裂是发

动机结构故障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国内外航空发动

机的研制和生产过程中均大量出现，是亟待解决的

重大问题［1-2］。有效监控旋转叶片振动是确保航空

发动机安全性和保证性能的重要手段，通过监测可

以及早发现叶片损坏，从而可以防止整个发动机

故障。

国内外工程界和学术界提出多种振动监测方

法，主要包括接触式和非接触式等两类测量方法。

应变片作为叶片振动的常规接触式测量技术，存在

一些明显不足［3］。每个应变仪只能给出与当前叶

片变形有关的振动信号，无法测量出其他叶片。

应变片安装非常繁琐、费力、昂贵且耗时，并且会

影响叶片的机械和气动性能；在恶劣的工作条件

下，这种监测系统往往不耐用，使用寿命有限。为

了克服接触式测量装置的缺点，以叶尖定时为代

表的非接触式振动监测方法得到广泛的应用。与

传统方法相比，叶尖定时测量装置结构简单、安装

方便，并且能够同时监测整排叶片的振动，应用前

景广阔。

叶尖定时（Blade Tip Timing，BTT）通过在机匣上

沿周向布置若干个定时传感器，采集叶片经过传感

器产生的脉冲信号，通过振动状态和非振动状态下

叶尖到达时间（Time of Arrival，TOA）来获得振幅、频

率及振动阶次等信息［4］。由于在转子转动一周的过

程中，每个叶片只能被传感器拾取一次信号，很难满

足 Nyquist采样定理，因此叶尖定时所采集信号一般

为严重的欠采样信号。为了高效高精度地重构叶片

振动信号，需要发展和应用欠采样信号振动识别技

术［5］。在复杂激励状态下，叶片往往表现出复杂的多

模态振动，甚至是不稳定振动状态，并且测量信号包

含的噪声水平较高，进一步增加了信号重构和振动

识别难度。若再考虑失谐［6-7］等随机因素对振动的影

响，将又增加振动识别的难度。

针对叶尖定时系统欠采样信号的处理问题，国

内外研究者提出了若干有效的信号重构和振动参数

识别方法，主要是基于回归分析，但仍存在一定局限

性。在早期研究中多假设叶片为单自由度（SDOF）振

动模型［8-10］，这种模型只能够识别出单一的频率成

分，无法对多模态的叶片振动进行识别。 Gallego
等［11-12］研究了多种基于自回归（Auto Regressive，AR）
的算法，在叶片旋转速度较低时可以很好地预测响

应频率，当转速较高时则无法预测。自回归方法对

振动信号的信噪比要求较高，当观测信号存在噪声

时，识别振动幅度以及频率的精度会受到很大影响，

然而在实际测量中噪声是无法避免的。欧阳涛等［13］

使用倍频遍历方法，根据给定的基频进行正弦拟合

（Lest-Squares Fit Method，LSFM）来识别同步振动的

频率、振幅和相位。该方法识别精度以及抗噪能力

比较强，但是每一阶频率需要对应三个传感器，当叶

片响应频率成分很多时，需要安装大量传感器，响应

频率也不只会是转速的整数倍，导致无法准确识别。

最小方差频谱估计（Minimum Variance Spectral Esti‐
mation，MVSE）是使用 Capon方法［14］估计协方差矩阵

的迭代方法［15-16］，MVSE需要大量计算时间，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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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数据的高分辨率频域分析。

由于叶尖定时所采集的欠采样信号在识别时会

导致频率混叠，有学者提出了使用压缩感知方法进

行欠采样信号重构。压缩感知与传统采样理论相

比，如果原始信号在某一变换域下是具有稀疏性，

通过压缩感知理论则能够使用少量的观测值得到

原始信号［17］。利用压缩感知特性，在非均匀采样情

况下可以很好地消除叶尖定时欠采样信号造成的

频谱混叠现象。Lin等［18］建立了用于叶尖定时信号

稀疏表示（Sparse Representation，SR）的数学模型，

并提出了重构多模态叶片振动信号算法，通过实验

验证了方法的可行性。 Pan等［19］提出了一种减轻

多模叶片振动频谱恢复中 BTT测量不确定度影响

的方法；并且基于 K-SVD训练字典提出了一种将

特 定 信 号 进 行 稀 疏 表 征 方 法［20］，取 得 了 良 好 效

果。但是训练字典需要预先得到大量叶尖振动信

号样本，每种字典只能表述一种类型信号，考虑到

多种工况时字典不具有通用性。 Bouchain等［21-22］

提出了用于发动机转速变化时进行叶尖定时频谱

分析的稀疏表示方法，考虑了三种异步振动频率

成分，计算结果与 MVSE以及 ADMM（Alternating Di‐
rection Method of Multipliers Algorithm）相比，能够很

好地消除频率混叠，计算速度也有明显地提升。但

是所提出算法中需要考虑的参数过多，并且参数选

取对识别结果影响较大。Spada等［5］研究了不同工

况下传感器个数以及分布对叶尖定时信号重构精度

的影响。Diamond等［23］和 Wu等［24］研究了传感器安

装位置优化方法。

现有压缩感知相关研究多数是建立叶片异步振

动模型，关于多模态同步振动相关研究较少。但是

航空发动机叶片主要是由于受到与转速成整数倍的

激励而发生同步振动。在叶片同步振动期间，叶尖

传感器每周期采样所测得的位移结果相同，会导致

多次测量的叶尖位移结果相同，降低了用于识别振

动信息的数据量，进一步加大了叶片振动参数辨识

难度。此外，噪声是叶尖测量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因

素，尤其是考虑噪声对同步振动中高阶倍频的影响，

需要通过优化压缩感知算法来提高噪声环境下高倍

频的识别精度以及成功率。

本文基于高保真整体叶盘有限元模型进行瞬态

分析，加载多倍频激励，在叶片弦向布置三个传感器

分别得到叶尖前缘、中部以及尾缘的同步振动多频

响应。使用离散傅里叶字典将叶片同步振动信号进

行稀疏表示，得出叶尖定时系统压缩感知表征方法；

限制频域的正交匹配追踪算法（Orthogonal Matching
Pursuit-Restricted Frequency Domain，OMP-RFD）通

过优化选择傅里叶字典相关列的方式以减少噪声

对识别频率的影响；计算过渡态和稳态振动信号在

噪声情况下识别精度。计算结果与传统正弦拟合

法、压缩感知凸优化方法基追踪（Basis Pursuit，BP）
进 行 对 比 ，验 证 OMP-RFD 算 法 精 度 以 及 抗 噪 有

效性。

2 基于压缩感知的叶片振动信号重构方法

2.1 叶尖定时信号特征

如图 1所示，通过在叶片周围放置 J个传感器来

监视每个叶片尖端的通过时间，当叶片从传感器经

过时，传感器会检测到叶片并记录相应时间。在不

考虑振动情况下，旋转叶片到达传感器的时间完全

由转速决定；当叶片振动时，到达传感器的时间会发

生变化。此时，通过实际到达时间与理想到达时间

的时间差即可计算出叶尖某一点响应。测量信号由

每个叶片经过传感器时所测量得的离散时间序列所

组成。

由于发动机转速相对固定，机匣上安装的传感

器个数会直接影响叶尖定时装置采样频率。为了使

采样频率满足合奈奎斯特准则，需要安装的传感器

数量会很大，这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很难实现。因此，

通过欠采样信号识别复杂叶片振动频率、振幅等关

键信息是叶尖定时测振需重点关注的问题。

Fig. 1 Blade tip timing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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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旋转时尖端某一点经过传感器获得测量值

tjact，通过计算得到该点的振幅 Aj表示为

Aj = 2πRf rΔtj （1）
Δtj = tjexp - tjact （2）

式中 tjact 是传感器测量的每个叶片实际到达时

间，tjexp 是叶片不发生振动时理想到达时间。R是从

叶片尖端到叶盘中心点的距离，f r 是叶片旋转频率

（在本文中假设转速是相对稳定不变的），则 T r = 1/f r
是叶片旋转周期。

在机匣周围安装 J个叶尖定时传感器，叶片旋转

周期数为 n，则传感器采样时刻可以表示为

tbexp = ΘjT r / (2π ) + (n - 1)T r （3）
式中 b = j + (n - 1) J，Θj表示传感器位置（1 ≤ j ≤

J）。假设叶片尖端某一点的振动信号为 x ( t )，在采集

过程中则会采集 M = nJ个离散样本 yb 作为观测值，

其中 ε为观测噪声。

[ yb ( t ) ] 1 × M = [ x ( tbexp ) + εb ] 1 × M （4）
典型叶尖定时传感器对同步振动信号的采样信

号如图 2所示。

2.2 压缩感知基本理论

在使用传统等间距采样方法时，采样过程中必

须要遵循奈奎斯特-香农采样定理，采样频率要满足

原始信号频率 2倍以上，采样后再对原始采样数据进

行压缩编码，最后对信号进行重构，传统采样压缩方

法如图 3左侧所示。

由于叶尖定时测量方法所采得信号为欠采样信

号，采样频率很难达到奈奎斯特-香农采样定理要求，

并且传统采样方式所需要的硬件成本很高，需要较高

的采样速率和存储空间。压缩感知方法在采样时就

完成了数据压缩的任务，直接从压缩样本中利用信号

在某一变换域下的稀疏性，以较少测量值还原出原始

信号。压缩感知信号重构框架如图 3右侧所示，主要

分为稀疏表征、压缩采样和重构算法等三个部分。

基于压缩感知的信号重构可表示为以下优化

问题

min
θ
 θ 0 s.t. Φx = Dθ = y （5）

式中 x是长度为 N的待重构信号，采样频率高于

奈奎斯特采样定理，y是长度为 M的实际观测信号，

并 且 M≪N。 D 是 大 小 为 M×N 的 传 感 矩 阵 ，

D = ΦΨ -1，稀疏基矩阵 Ψ 使原始信号 x在其变换域

上可以稀疏表示，其中 xΨ = θ，θ是稀疏度为 K的稀

疏向量。测量矩阵Φ将高维度的原始信号 x转化到

维度较低的测量信号 y。叶片振动信号在时域具有

很强的周期性，因此 Ψ -1 可以采用逆傅里叶正交基。

在叶尖定时测量系统中，Φ的形式和传感器位置有

关，并且具有确定形式。振动信号重构问题转化为

已知观测值 y和传感矩阵 D的情况下，求稀疏向量 θ

的最优值。通常采用的求解方法有以下两类。

第一类是使用压缩感知中的凸优化算法［25-26］，将

非凸问题转化为凸问题求解找到信号的逼近值。基

追踪（Basis Pursuit，BP）是这类方法的典型代表，其使

用 l1范数替代 l0范数来解决最优化问题，通过线性规

划方法进行求解。式（5）所示的优化问题转化为如

下线性规划问题，即

min cT x s.t. Ax = b, x ≥ 0 （6）
式中 cT = [1，1，⋯，1 ] 1 × 2p，x ∈ R2p，b = y，

A = [ D，- D ]。稀疏向量 θ0的最优解可以表示为 θ0 =
x0 (1：p ) - x0 ( p + 1：2p )。

Fig. 3 Conventional compression and compressed sensing

Fig. 2 Blade tip timing sensor sampling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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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方法则是使用求解稀疏近似解的压缩感

知贪婪算法，正交匹配追踪算法（OMP）［26］，通过寻找

传感矩阵 D中与观测值 y最相关的列，使用最小二乘

法求解出稀疏向量进行迭代更新。残差是通过将每

一步估得的信号与原始向量相减而得到的。当迭代

次数达到所设定的稀疏值时停止更新，也可以通过

判断残差是否满足约束条件来控制结束。

2.3 叶片振动信号的稀疏表征

叶片同步振动信号可以假设为 I1 个 k阶旋转频

率及其对应振幅所叠加的周期信号。此外，信号中

还包含由于振动不稳定等因素导致的 I2个非倍频频

率成分，当处于稳态振动时 I2 = 0。这样，叶尖上某

点振动信号可以被表示为

x ( t ) =∑
i = 1

I1

Ai sin (2πf r ki t + φi ) +

∑
j = 1

I2

Aj sin (2πfj t + φj )
（7）

将连续信号进行高频采样获得原始信号，需在

最高阶频率上每周期采集 g个点，其中 g > 2满足奈

奎斯特采样定律，则叶片每转一圈需要采样 L = k I g
个点，离散振动信号的总长度为 N = Ln，采样时间表

示为

ta = l
L
T r + (n - 1)T r （8）

式中 (1 ≤ l ≤ L )，则原始振动信号可以表示为

[ x a ( t ) ] 1 × L = [ x ( ta ) ] 1 × L （9）
将原始信号进行离散傅里叶变换（DFT），其形

式为

θ ( k ) = ∑
i = 0

N - 1
x a ( i )e-j

2π
N
ki = ∑

k = 0

N - 1
x a ( i )W ki

N （10）
式中 i，k = 0，1，2，⋯，N - 1，WN = e-j2π/N。
将式（10）由矩阵形式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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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N 前面加入正规化因数
1
N

，得到具有正交

化的离散傅里叶变换基（矩阵）P

P = 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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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原始振动信号 x a可以通过离散傅里叶矩阵

P表示为稀疏向量 θ，则可以通过压缩感知算法使用

少量观测值来进行重构。

θ = Px a （13）
转置矩阵 P T 为正交化的离散傅里叶矩阵，作为

稀疏表示中的傅里叶字典ΨD。原始振动信号可以通

过字典ΨD和 θ表示为

x a = ΨDθ （14）
通过调整传感器安装位置，在 L个理想采样点中

选取 J个点作为实际采样点，则实样本信号采样时间

以及对应的实际采样值可以表示为

tb = Φta （15）
yb = Φx a + ε = ΦΨDθ + ε = Dθ + ε （16）

式 中 观 测 矩 阵 Φ 与 传 感 器 安 装 位 置 相 关 ，ε

为测量过程中的噪声，yb 为叶尖定时装置实际采

样值，D 为传感矩阵，其中 D = ΦΨD。

通过上述过程得到了叶尖定时采样信号的压

缩表征方法，进而可通过识别稀疏向量的方法进

行振动信号重构。

2.4 识别流程

首先使用压缩感知算法，即通过式（5）求解稀疏

向量 θ，算法具体流程图如图 4所示。在已知稀疏向

量 θ后，进而可以通过式（14）根据傅里叶字典 ΨD 将

稀疏向量 θ转变为原始振动信号。

需要注意的是 OMP算法在使用傅里叶字典重构

叶片同步振动信号时，加入的噪声会影响算法在频

域的选择，算法会识别出过高频率成分来拟合噪声。

因此 OMP-RFD算法在选择矩阵 D中最佳原子（矩阵

D中的某一列）时加入了判断条件，只有传感矩阵 D

中的原子符合所规定的频域，才会被选择作为最佳

原子。由此可以减小噪声对频率识别干扰，提高识

别频率的成功率和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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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算例及讨论

3.1 有限元响应计算

为了验证上述方法可行性，对典型整体叶盘进

行瞬态响应分析，使用多频率激励，获得叶尖前缘、

中部以及尾缘的响应，然后使用正交匹配追踪算法

重构欠采样信号，并与有限元计算的高频采样信号

进行对比。整体的验证流程图如图 5所示。

图 6为整体叶盘有限元模型，采用单元类型为 8
节点六面体单元，模型共有 79166个单元、109618
个节点。材料参数设置为弹性模量 121GPa，密度

4.48g/cm³。边界条件为在轮缘处施加全约束。

叶片旋转频率 f r为 750Hz，以转子旋转频率作为

基频。在每个叶片尖端前缘和尾缘节点集中加载行

波激励。作用在第 i个叶片上的激励可写为

Fi =∑
k = 1

M

Ak sin ( )2πf r k + φk,i （17）

式中 φ k，i 为叶片间相位差，由激励阶次确定，具

体表示为

φk,i = 2πEk

N
（18）

叶片受激励的频率成分主要包括 k=1，2，14，节
径成分主要包括 E=1，2，9。算例模型为压气机第一

级叶片，不考虑上游叶片影响，前缘节点以低阶次

（E=1和 2）激励为主，频率分别为 750Hz和 1500Hz。
尾缘节点以下游静子 14个叶片势流激励为主，对应

激励阶次为 E=9，频率为 10500Hz。
叶尖定时装置采用 8个传感器，其安装位置如图 7

所示，分别采样得出叶片尖端前缘、中部、尾缘一共

150个周期（0.2s）的振动信号。

叶尖中部振动响应如图 8（a）所示，0~0.1s叶尖振

动响应是不稳定的，0.1s后响应趋于稳定。图 8（b）显

示了过渡态振动信号的频谱，由于叶片振动不稳定，

导致在 0~3kHz含有多种频率成分，这对信号的高阶

频率成分识别造成了很大影响。图 8（c）显示稳态振

Fig. 4 Orthogonal matching pursuit- restricted frequency

domain

Fig. 6 Blisk finite element model

Fig. 5 Method of example ve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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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信号的频谱，振动信号在频域内是稀疏的，频率成

分只有 f1 = 750Hz，f2 = 1500Hz，f14 = 10500Hz。接下

来将主要讨论在稳态振动下不同噪声强度对识别精

度影响。

3.2 响应不稳定阶段

在加载激振力初始阶段，观测值中加入信噪比

SNR=30dB的高斯白噪声，分别使用基追踪和限制频

域的正交匹配追踪算法识别振动参数。设置 OMP-
RFD 算 法 迭 代 次 数 为 20 次 ，频 率 识 别 范 围 为 0~
15kHz，原始振动信号长度 N=2000（0.013s）。

定义重构信号 x r 与原始信号 x的整体误差为

εp =  x r - x 2 /  x 2。图 9是使用两种压缩感知算法

获 得 的 重 构 信 号 与 原 始 信 号 在 时 域 下 的 对 比 。

OMP-RFD算法重构信号与原始信号的相对误差为

11.92%，相位识别准确，在某些峰值识别振幅值偏

小；BP识别幅值比实际信号幅值要小很多，后半段误

差 很 大 ，只 能 够 大 概 识 别 出 位 移 趋 势 ，误 差 为

43.08%。

图 10是重构信号与原始信号频谱对比，图 10（a）
由 OMP-RFD 算法获得，图 10（b）由 BP 算法获得。

OMP-RFD算法在重构过渡瞬态分析期间中，能够较

为准确地识别主要频率成分以及振幅大小，其中 f1 =
750Hz对应振幅误差为 0.59%，2阶倍频 f2 = 1500Hz
对应振幅误差为 2.03%，14阶倍频 f14 = 10500Hz对
应振幅误差为 22.70%。OMP-RFD算法在 3k~6kHz
识别出一些无关的频率成分，识别 14阶次频率所对

应振幅数值较小。由于算法最多迭代 40次，只能识

别出幅值最大的 20个频率分量，原始信号频率成分

不只有这些，导致 OMP-RFD算法重构信号的频谱

不够平滑；BP算法对振幅识别有着较大误差，在振

动不稳定的情况下无法重构出 14阶次倍频。

Fig. 8 Displacement of the middle blade tip and signal spec‐

tra

Fig. 9 Comparison of reconstructed signal and original sig‐

nal

Fig. 7 Blade tip timing sensor distribution

2584



基于压缩感知的整体叶盘多模态振动叶尖定时信号重构方法第 42 卷 第 11 期

3.3 响应稳定阶段

叶尖振动响应在 0.1s后趋于平稳，在稳定阶段分

别使用压缩感知算法与正弦拟合法进行识别，其中

OMP-RFD算法迭代次数为 6次，频率识别范围为 0~
15kHz。这里使用 8个叶尖定时传感器，分布图如图 7
所示。正弦拟合法使用 9个叶尖定时传感器，安装角

度为 0°，36°，45°，120°，145°，180°，215°，270°，320°。
表 1给出的数据是在没有加入噪声情况下，限制

频域的正交匹配追踪（OMP-RFD）、基追踪（BP）、正

弦拟合法（LSFM）对叶尖各个位置的频率、振幅的识

别情况。从表中可以观察到，三种算法都可以准确

地识别出频率和幅值。

在观测值中加入高斯白噪声来模拟实际测量过程中

所 产 生 的 误 差 ，这 里 加 入 噪 声 的 信 噪 比 定 义 为

SNR (dB) = 10 lg (P signal /P noise)，其中 P signal 为信号功率，

P noise 为噪声功率。噪声与原始信号的幅值对比如图

11（a），（b）所示，在 SNR=30dB时噪声的最大幅值已

超过 4，幅值的平均绝对值为 1.0205；在 SNR=10dB时

噪声的最大幅值已超过 30，幅值的平均绝对值为

7.0738。然而叶尖中部振动信号的 14阶倍频幅值为

1.4，尾缘的 14阶倍频幅值为 5.59，由此可知噪声对原

始信号影响较大。

通过 100组重构信号与原始信号的均方误差

（MSE）对不同噪声环境下识别精度进行评估，均方误

差定义为

εMSE = 1
M∑m = 1

M

(x rm - x̂m) 2 （20）
图 12、图 13分别是叶尖中部和叶尖尾缘在信噪

Table 1 Amplitude identification result of the blade tip vibration signal

Normalized frequency

Reference amplitude
OMP-RFD

BP
LSFM

Leading edge
1

34.86
34.86
34.85
34.84

2
42.66
42.71
42.24
42.98

Chord center
1

21.70
21.67
21.67
21.66

2
33.30
33.17
33.29
33.17

14
1.40
1.47
1.41
1.15

Trailing edge
1

14.48
14.48
14.37
14.47

2
23.61
23.55
22.92
23.57

14
5.59
5.40
5.35
5.84

Fig. 10 Signal spectra with OMP-RFD and BP

Fig. 11 Compare the amplitude of the noise and the origi‐

nal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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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为 50~10dB下的重构情况，其中（a），（b），（c）分别

对应 f1 = 750Hz，f2 = 1500Hz，f14 = 10500Hz频率下所

识别振幅的均方误差。可以很明显地观察到，随着

信噪比降低，识别振幅误差明显升高。OMP-RFD
和 BP 方法对叶尖中部振幅识别精度要显著高于

LSFM。

对于 1，2阶激励倍频，即图 12与图 13中（a）和

（b），SNR在不低于 10dB时 OMP-RFD和 BP能够很好

地识别低阶频率及其对应的振幅；LSFM算法在 SNR

低于 20dB时，识别振幅误差普遍大于 20%，不再具有

可信度。值得注意的是，LSFM在 SNR为 30~10dB的

区间，均方误差曲线斜率显著增加，说明受噪声影响

较大；压缩感知算法均方误差曲线较为平滑，受噪声

影响小。图 13（b）可以观察出 OMP-RFD识别叶尖尾

缘对应振幅时，受噪声影响较小，在 SNR为 50~10dB
噪声环境下MSE稳定在 0.03~0.05。

对于 14阶激励倍频，即图 12（c）与图 13（c），叶尖

中部振幅数值很小导致识别难度高，如图 12（c）所示

在观测值中加入噪声后对三种算法识别精度影响很

大，LSFM算法在 SNR=50dB时均方误差就大于 0.2；
OMP-RFD和 BP在 25~30dB时均方误差达到 0.2；当
噪声比较大时，两种压缩感知方法精度相差不多。

相对于叶尖中部，尾缘高阶倍频振幅数值较大识别

难度小；如图 13（c）所示，在 SNR>30dB时，三种算法

重构误差随噪声增加变化不大，重构精度 OMP-RFD
>LSFM>BP；在 30~10dB，LSFM 斜 率 显 著 上 升 ，在

Fig. 12 MSE of OMP-RFD BP and LSFM for the middle blade

Fig. 13 MSE of OMP-RFD BP and LSFM for the trailing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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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dB时均方误差>0.4可信度较低；OMP-RFD在 10dB
时均方误差为 0.309，15dB为 0.10221，由此可知噪声

环境下 OMP-RFD算法对高阶倍频识别精度明显要

高很多。

另外导致高阶倍频误差很大的原因是受噪声影

响无法准确识别出频率成分，图 14（a）和（b）分别表

示识别叶尖中部和尾缘振动信号 14阶倍频的成功

率。从图 14（a）中可以看出叶尖中部振动信号整体

识别成功率较低，LSFM在 50dB成功率就开始呈下降

趋势，OMP-RFD和 BP在 30dB开始呈明显的下降趋

势，识别成功率分别为 86%，96%。图 14（b）可以看出

叶尖尾缘振动信号整体识别成功率较高，OMP-RFD
在 15dB时开始下降，识别成功率为 85%，具有较高可

信度。

3.4 试验验证

下面通过试验验证 OMP-RFD算法的有效性。

叶片振动试验台由以下装置构成：（1）非接触式电磁

激振器。（2）电涡流位移传感器。（3）信号发生器。（4）
信号动态采集仪。简化整体叶盘共有 18个叶片，叶

盘直径为 350mm，由 45#钢加工而成，通过螺栓将叶盘

固定在基座上。为了能够验证算法重构叶尖定时信

号的准确性，该试验台通过电涡流传感器测量完整

的叶尖振动位移信号，然后根据转速、传感器位置生

成叶尖定时采样数据。最终将 OMP-RFD算法应用

于试验数据结果并进行分析。

如图 15所示，采用电磁激振器分别对 1号叶片

和 3号叶片施加频率为 200Hz，500Hz的周期激励，

然后采集 2号叶片的叶尖位移。假设叶片旋转频

率为 50Hz，叶片所产生的振动为同步振动，分别对

应 4阶与 10阶倍频。使用 5个叶定时传感器进行

采集，采样频率为 250Hz，叶尖定时采样数据如图

16所示，信号为严重的欠采样信号，无法识别信号

频率。

采用 OMP-RFD算法对 BTT欠采样信号进行重

构得到叶尖振动位移，如图 17（a）所示；与原始信号

在频域内的对比，如图 17（b）所示。OMP-RFD算法

可以准确地识别出 200Hz与 500Hz频率成分，对应振

幅误差分别为 2.1902%与 8.0617%。另外非同步振

动信号重构结果如图 17（c）（d）所示，激励频率为

200Hz与 525Hz，第二组信号的噪声影响相对于第一

组同步振动信号要大一些，因此识别振幅误差也相

对较大。在考虑传感器测量误差以及试验环境噪声

的情况下，OMP-RFD可以准确地识别出叶尖的同步

振动与非同步振动频率。

Fig. 14 Recognition success rate of OMP-RFD BP and LS‐

FM for the f14

Fig. 15 Blade vibration experimental rig

Fig. 16 Experimental signal and blade tip timing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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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本文使用压缩感知算法对叶尖定时欠采样信号

进行重构，在不同工况以及噪声情况下对重构性能

进行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本文所提出的压缩感知算法可以使用少量

的传感器识别出多种频率成分以及振幅，相比于正

线拟合法每一阶倍频需要安装 3支传感器，所提出的

算法只需要 8支传感器，并适用于旋转叶片振动监测

各个阶段，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在过渡瞬态期间，可

以重构出叶尖同步振动信号以及激发叶片共振的频

率；在稳态振动期间可以识别出由下游 14个静子叶

片势流激励叶尖尾缘的高阶倍频。

（2）离散傅里叶字典在理想情况下可以将多频

同步振动信号在频域进行稀疏化表示，但是在噪声

情况下会识别出过大的频率成分。通过优化正交

匹配追踪算法选择最优原子的方式，减小噪声对重

构的影响。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表明，OMP-RFD
算法在响应不稳定以及噪声环境情况下的识别误

差 低 ，对 高 阶 倍 频 识 别 精 度 以 及 成 功 率 有 明 显

提升。

（3）由于压缩感知算法迭代次数限制以及对信

号在频域具有稀疏性的要求，当信号频率成分较多

时，只能够识别主要频率成分，无法完全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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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半阈值算法的电容层析成像
滑油监测方法研究 *

马 敏，刘一斐，王 力

（中国民航大学 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天津 300300）

摘 要：针对航空滑油检测过程中电容层析成像 （Electrical Capacitance Tomography，ECT） 存在的

病态性和欠定性问题，将稀疏正则化中基于 L1/2正则化的半阈值迭代算法应用到ECT图像重建，加入 L2
范数的惩罚项，构造新的泛函模型，并在迭代过程中设计一种新的约束项以优化解向量。仿真实验采用

Comsol 5.3搭建系统模型，Matlab 2014a处理采集数据。实验结果表明，与Landweber迭代算法相比，改

进算法成像误差降低 37.33%，相关系数提升 33.67%；与半阈值迭代算法相比，改进算法成像误差和相

关系数分别降低 12.31%和提升 11.86%，图像误差降低至 0.24，相关系数提升至 0.92，且成像时间依然

保持在 0.06s。实际滑油监测的实验系统采用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FPGA）
直接数字频率生成模块生成数字量的正弦激励信号，通过D/A转化为正负交流信号对测量电极进行激

励。实验结果表明，基于ECT系统的改进半阈值迭代算法可以满足航空发动机滑油监测的实时性和准确

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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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ing Method of Lubricating Oil Based on
Improvement Semi-Threshold Algorithm of

Electrical Capacitance Tomography

MA Min，LIU Yi-fei，WANG Li
（College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and Automation，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Tianjin 300300，China）

Abstract：Aiming at the ill-conditioned and under deterministic problems of capacitance tomography in
the process of aviation oil monitoring，the semi-threshold iterative algorithm based on L1/2 regularization of sparse
regularization is applied to the electrical capacitance tomography（ECT）image reconstruction，and add L2 norm
as punishment item to construct a new functional model，and design a new kind of constraints in the iterative pro‐
cess to optimize the solution vector. In the simulation experiment，Comsol 5.3 is used to build the system model，
and Matlab 2014a is used to process and collect data.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iterative
algorithm of Landweber，the imaging error of the improved algorithm is reduced by 37.33% and the correlation co‐
efficient increased by 33.67%. Compared with the semi-threshold iterative algorithm，the imaging error and c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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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improved algorithm are reduced by 12.31% and increased by 11.86%，respectively. The
image error is reduced to 0.24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ncreased to 0.92，and the imaging time is still main‐
tained at 0.06s. The actual experimental system for lubricating oil detection uses the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
ray（FPGA）direct digital frequency generation module to generate sinusoidal excitation signals，which are con‐
verted into a positive and negative AC signal through the D/A converter to excite the measuring electrode. The ex‐
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roved half-threshold iterative algorithm based on the ECT system can meet
the real-time and accurate requirements of aero-engine lubricating oil monitoring.

Key words：Oil monitoring；Electrical capacitance tomography；Sparse regularization；L1/2 regulariza‐
tion；L2 norm；Semi-threshold iterative algorithm

1 引 言

航空发动机的功率转化是靠轴承的机械传动加

以实现。为了提高发动机的运行效率，在元器件装

备之初会对其运动面进行抛光处理，目的是减少运

转时的阻力以获取更大的动能转化。但是航空发动

机工作于高温、高压和高转速的环境之下，因加工成

本以及技术水平等因素的限制，各元器件微小的尺

寸偏差带来的影响会被逐渐放大，加之挤压、腐蚀等

因素，会不可避免的引起静、动摩擦副体系的损伤。

一旦某一损伤点产生，在不断运动的过程之中，受力

集中的损伤点会呈现出不规则且迅速的增长，从而

加速受损材料突破其疲劳极限，引发剥落损伤，滑油

系统作为航空发动机摩擦件的重要保障系统，不光

起到了润滑、散热的作用，也是一种发动机剥落屑末

的传输媒介，富含重要的发动机磨损信息［1］。通过测

量滑油管道中物质的介电常数分布状态，便可得出

滑油管道屑末颗粒的分布，进而推算发动机的损伤

情况［2-4］。

电 容 层 析 成 像（Electrical Capacitance Tomogra‐
phy）作为一种工艺层析成像技术，具备非倾入性、安

全系数高、响应速度快、安装便捷以及成本低廉等特

点，适用于航空发动机滑油检测可视化领域，且与传

统的仪器仪表相比，电学层析技术具有更高的检测

水平，因而得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人员的广泛关

注［5］。航空发动机滑油管道内含滑油和铁屑摩粒，可

视其为经典的两相流，利用 ECT技术对其进行实时

监测，诊断发动机磨损状态具有可行性。

目前典型的管道两相流图像重建算法大部分是

基于 L2范数的凸优化算法，其特点是通过平滑图像使

得求解稳定，并没有产生更稀疏的解，因而图像分辨

能力较差［6］。与 L2范数不同，L0范数则可以获得稀疏

的解［7］，但是 L0范数的求解过程是将信号 α的非零项

位置逐一列出，利用线性组合求解，属于 NP-hard问

题。许多研究者将稀疏重建算法应用到 ECT逆问题

求解时，选择 L0范数的替代模型对其近似求解。

2016年，Xia等［8］在 L1正则化模型的基础上，将

ECT反问题转化为含有先验知识的凸松弛问题。采

用一种新的具有线性化思想的快速交替方向乘子法

对目标函数进行最小化。2017年，张立峰［9］研究了基

于内点法、GPSR 算法等稀疏重建算法，并进行 ECT
图像重建。2018年，Li等［10］提出了一种用于电容层

析成像的非线性全变分重建算法。该方法可以应对

成像过程中流型的快速变化，并且根据重建图像的

不同，利用自适应加权来设置总变化量，克服了 L1范

数最小化具备的缺点，适用于工业或医疗应用中多

相系统的成像。上述研究都是通过基于 L1范数的凸

松弛方法和贪婪方法进行图像重建。凸松弛方法是

将非凸优化转换为凸优化问题求解，贪婪算法的策

略是局部最优求解，并不从整体最优上加以考虑，一

般适用于局部最优策略能产生全局最优的情况；非

凸方法主要通过改变罚函数求解目标优化问题［11］。

由于基于 LP（0<p<1）范数的非凸算法较之以上算法

兼顾了求解过程的稳定性以及稀疏性，更具信号重

构的优势。

本文将徐宗本等［12］提出的基于 L1/2正则化的半阈

值迭代算法引入到 ECT成像中，在得出不错成像效

果的基础上，对原方法进行两点优化：加入 L2范数构

造新的泛函模型以改善原点处不光滑的情况；设计

的新的解向量约束项以缓解半阈值迭代算法过于严

格的计算方式引起的切削现象，改进的算法在 ECT
仿真实验和静态成像实验中均取得不错的效果。

2 ECT技术的逆问题及其求解方法

2.1 ECT系统的组成

ECT系统的组成分为三部分：传感器系统、数据

采集系统和上位机成像系统。每个部分都有其特定

的作用。其中，上位机成像系统主要面对 ECT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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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逆问题求解，核心是通过图像重建算法根据被测

得的电容信号和敏感场分布，以计算介电常数在管

道中的分布情况从而反演出管道流型分布状况。如

图 1所示是 ECT系统模型。

2.2 ECT逆问题的典型求解方法

ECT技术主要分为正、逆两类问题，其中逆问题

是将所有电极对之间被测得电容值作为投影数据，

根据被测区域电磁场分布形成的灵敏度矩阵，从而

利用两者反演出场域内各相的介电常数分布［12］。由

于 ECT逆问题的求解存在着欠定性、病态性的问题，

需要在重建图像的过程中寻找适合的图像重建算

法，经典的直接类算法和迭代类算法分别有 Tikhonov
正则化算法和 Landweber迭代算法，本文采用这两种

算法得出的图像作为参照组进行对比验证。

2.2.1 Tikhonov正则化

正则化方法［13］是以最小二乘准则及平滑准则作

为理论依据计算的，其目标泛函：

min
α  y - Aα

2 + λ Lα 2
（1）

其中，y ∈ Rm 代表归一化电容向量，A ∈ Rm × m 代

表归一化灵敏度矩阵，α ∈ Rn为待求解的归一化介电

常数向量。λ为正则化参数，L是正则化算子。

对于给定的正则化算子 L，选取合适的正则化参

数 λ > 0，可以得到 Tikhonov正则化下的解向量为

α = (AΤ A + λLΤ L) -1 AΤ y （2）
设 I为单位矩阵，可得标准的 Tikhonov正则化法

的解向量

α = (AΤ A + λI) -1 AΤ y （3）
正则化参数 λ的选值对于最终结果至关重要，直

接影响重建图像的优劣，并且在具有复杂流型的两

相流环境下，正则化参数 λ的选择更加难以确定。

2.2.2 Landweber迭代算法

Landweber迭代算法［14］基于最小二乘准则的泛

函模型如式（4）所示。

J (α) = 12  y - Aα
2 = 12 (Aα - y)

Τ (Aα - y) （4）

求取该泛函 J (α)的梯度

grad (J (α)) = AΤ ( Aα - y ) （5）
沿负梯度方向进行迭代，可得迭代公式为

α[ ]n + 1 = α[ ]n - μAΤ (Aα[ ]n - y) （6）
式中 μ代表迭代步长，在具体的求解过程中，可

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初始化 α[ ]0 = 0，迭代过程

收敛于范数的最小平方值。

 μAΤ A 2 < 2 （7）
假设 ξmax 表示 AΤ A的最大特征值，迭代步长 μ满

足：0 < μ < 2
ξmax

。

Landweber迭代算法基于最小二乘准则，由最速

下降法发展演变而来［15］，其本质是沿负梯度方向上

对解进行逐步修正，当临近极小值点时收敛速度也

会逐渐变慢，而且容易出现“半收敛”现象，因此在较

复杂流型中成像速度较慢。迭代类算法通常都是增

加算法运行时间来换取较高的成像质量。

2.3 L1/2正则化的半阈值迭代改进算法

本文的改进算法在原本的 L1/2正则化半阈值迭代

算法的基础上作出两点优化，首先考虑到 L1/2正则子

在 α = 0处并不光滑，在原始的泛函模型中加入更加

平滑的 L2范数惩罚项；其次在整体的迭代过程中增加

一个解向量的约束项，用于削减半阈值迭代算法由

于计算过于严格而引起的重建图像切割痕迹明显的

问题，优化后的解向量反演出的各种流型更加接近

真实流型，并且成像速度依然可观，见第 3节。

2.3.1 构建 L2范数约束项

加入 L2范数的约束项泛函模型变化为

min
α  y - Aα

2 + λ α 1/2
1/2 + λ 1  α 2

（8）
计算式（8）的一阶最优性条件

α = (I + μλ2 ∇ ( α 1/2
1/2))

-1
((1 - μλ 1) α + μAΤ (y - Aα))

（9）
其中，μ ∈ (0， A -2

2 )，(I + μλ2 ∇ ( α 1/2
1/2))

-1
为关于

解向量 α的算子。

设算子为 H 1/2 (Bμ (α∗ ) )，其求解公式为

H 1/2 (Bμ (α*)) = (I + μλ2 ∇ ( α 1/2
1/2))

-1
（10）

可以获得原点处的迭代公式为

Bμ ( )α* = ( )1 - μλ 1 α + μAΤ ( )y - Aα
αn + 1 = H 1/2 ( )Bμ ( )α*

（11）

Fig. 1 ECT system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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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献［16］，可以计算出原点处的优化结果

H 1/2 (Bμ (α*)) =
ì

í

î

ïï
ïï

4
3 Bμ ( )α* ·( )cos ( )π

3 -
φλ1 , μ ( )α
3

2

, || Bμ ( )α* > 543

4 ( )λ 1 μ
2/3

0, else
（12）

φλ1 , μ (α) = arccos ( λ 1 μ8 ( || α
3 )

-1/2) （13）
λ 1 为 L2范数优化约束下的正则化参数，在 ECT

系统中，通常情况下按照经验值取 λ 1 = 3 × 10-4。基

于 L1/2正则子的参数 λ可利用交叉验证法进行选取为

1.5×10-3。
此时改进的半阈值算法迭代格式为

{α[ ]n + 1 = H 1/2 [ ]α[ ]n + μAΤ ( )y - Aα[ ]n

α[ ]n + 1 = H 1/2 [ ]( )1 - μλ 1 α[ ]n + μAΤ ( )y - Aα[ ]n

, || α[ ]n < ε
, || α[ ]n ≥ ε

（14）
其中，α[ ]n + 1 = H 1/2 [ α[ ]n + μAΤ (y - Aα[ ]n ) ]为原始

的半阈值迭代算法格式，见文献［12］，ε选取为 10-3。
选取二泡流、三泡流、四泡流三种常见流型，利

用上述方法进行图像重建，并与传统的 Landweber算
法和原始的半阈值迭代算法进行对比，如图 2所示。

可以发现，半阈值迭代算法成像效果优于 Land‐
weber迭代算法，含有 L2范数约束项的半阈值迭代算

法比原始的半阈值迭代算法复现出的图像与原始模

型更为贴近，详细的数据论证于第 3节。

2.3.2 构建解向量约束项

半阈值迭代算法计算方式过于严格，图像特征

显现过程中受阈值影响，局部特征易被抹去，具体表

现在泡状流不圆滑，方形流棱角难辨等，为方便描

述，文中统称为断崖区域，如图 3所示。

比较解向量 α[ ]n，α[ ]n + 1 各对应元素，可以发现受

阈值影响较大的区域，元素数值变化较大（即图 3中
陡崖式切削区域）。为方便观察，利用 Matlab对图 3
中二泡流进行数据模绘，如图 4所示。蓝线为某一次

迭代阈值作用前的二泡流数据图像，红线为阈值作

用后图像，紫框为流型特征区域，绿椭圆区域则为特

征边缘断崖区域。可以看出，二泡流图像变化前后

特征中心区域变化不大，而特征边缘切削痕迹较

明显。

现构造解向量的约束项缓解上述问题，该方法

首先对欠定性方程 y = Aα做如下操作

ζn = AΤ (y - Aα[ ]n ) （15）
通常情况下，式（15）为正则化模型保真项的一

阶梯度，此时将 ζn看作一个关于 α的残差向量。在每

一步迭代过程中，对 α[ ]n + 1 中对应元素加（减）一个关

于 ζn ∞的补值。

由于迭代过程中特征区域（紫框）中心部分由阈

值引起的图形变化不明显，而边缘区域较明显形成

断崖状区域（绿椭圆），因此补值  ζn ∞应当作用于边

缘区域，但是为保留算法计算速度，并不从整体上搜

寻断崖区域，而是对整体区域补值。

为防止补值造成非断崖区域数值变化过大，将

式（14）前后两次迭代产生的解向量 α[ ]n，α[ ]n + 1 作差求

绝对值，如（16）式所示。

δ[ ]n =  α[ ]n + 1 - α[ ]n （16）
比较 δ[ ]n 各元素与  ζn ∞ 的大小，若 δi [ ]n ≥  ζn ∞

则对 α[ ]n，α[ ]n + 1 取均值作为新的解向量，以减小误差，

Fig. 3 Escarpment shape cutting trace affected by threshold

Fig. 2 Image reconstruction results by three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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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缓迭代速度；若 δi [ ]n <  ζn ∞ 则直接将补值后的解

向量 α[ ]n + 1 返还迭代过程。

最后判断更新的解向量是否仍满足半阈值迭代

算法的迭代条件，满足则继续按照原方式迭代。在

经过上述操作后产生的修复效果如图 5所示。

成像结果表明此种算法可作为阈值效应的有效

缓冲，缓解原始半阈值迭代算法的切削现象。整体

计算过程可转化为

ì

í

î

ïï
ïï

αi [ ]n + 1 = αi [ ]n + 1 - sgn (αi [ ]n + 1 - αi [ ]n )·ωn /β
αi [ ]n + 1/2 = (αi [ ]n + 1 + αi [ ]n ) /2
αi [ ]n + 1/2 = αi [ ]n + 1

δi [ ]n ≥  ζn ∞

δi [ ]n <  ζn ∞

（17）
ωn = η  ζn ∞ = η  AΤ ( y - Aα[ ]n ) ∞ （18）

其中， ζn ∞为 AΤ (y - Aα[ ]n )所得向量 L1范数的最

大 值 ，η 为 比 例 系 数 ，取 0.001，按 照 经 验 可 取

β ∈ [ 1/2，3/2 ]。
最终的半阈值迭代格式变为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α[ ]n + 1 =
H 1/2 [ ]α[ ]n + 1/2 + μAT ( )y - Aα[ ]n , || α[ ]n < ε
α[ ]n + 1 =
H 1/2 [ ]( )1 - μλ 1 α[ ]n + 1/2 + μAΤ ( )y - Aα[ ]n , || α[ ]n ≥ ε

（19）
其中，μ ∈ (0， A -2 ]为半阈值迭代算法的迭代

步长。

解向量补值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纹影，这些纹

影是一些杂散的灰度值，考虑到这个纹影的形成与 ω

相关，因此在迭代结束后用最终更新的 ω* 作为阈值

对最终求出的解向量 α*进行一次过滤，见式（20），其

中，ω*系数 ℓ选取为 2。以三泡流为例，去除补值造成

的杂散灰度值，得到了更好的成像效果，如图 6所示。

αi * = {αi * αi * > ℓω*

0 else （20）
2.3.3 ECT系统基于改进的L1/2正则化迭代算法计算步骤

（1）LBP算法得到的灰度矩阵作为初始矩阵。

（2）在原始的 L1/2半阈值迭代算法中加入 L2范数

的约束项，更新泛函模型。

Fig. 5 Restored escarpment

Fig. 4 Escarpment shape cutting trace affected by thres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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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迭代过程中构建解向量的约束项。

（4）初始化，设置初始迭代矩阵为零矩阵。

（5）采用改进半阈值迭代算法求解。

（6）结合匹配追踪策略，加速迭代收敛过程。

（7）设置迭代终止条件  α(k + 1 ) - α(k ) < tol，若不

满足条件，则返回（5）继续迭代。

（8）利用最后一次生成的 ω* 值对解向量 α* 进行

过滤。

（9）利用最终迭代出的解向量 α*重建图像。

3 实验分析

3.1 仿真实验

本次仿真使用 Comosl 5.3软件对 12电极管道的

ECT传感系统建模，空场中材料（空气）的介电常数设

置为 1.0；电极和屏蔽罩（铜）的介电常数设置为 2.2；
管道材料（塑料）介电常数设置为 5.8；管道内被测物

体的介电常数设置为 4.2。分割网络设置为 64×64，
共 3228个有效单元。

按照第 2节的参数设置方式，利用 Matlab 2014a
进行 ECT系统的图像重建和评估，仿真流型选择二

泡流、三泡流、四泡流、五泡流和双 U型流。选取直接

算法中的 Tikhonov正则化、迭代类算法中的 Landwe‐
ber迭代算法和稀疏正则化中基于 L1/2正则化的半阈

值迭代算法进行对比实验。通过比较不同算法的成

像效果，采用评价指标进行定量分析，验证基于 L1/2正

则化的两步改进的半阈值迭代算法的可行性与优

势。不同算法的仿真成像效果如图 7所示。

由图 7可知，Tikhonov正则化算法和 landweber迭
代算法在面对复杂流型时会产生较重的伪影，且随

着泡状流泡数的增多，其重建图像受到电极的影响

逐渐增加，易产生粘连现象，面对五泡流上述两种算

法已经基本不能还原流型的位置或大小。而基于 L1/2
正则化的半阈值迭代算法和改进的半阈值迭代算法

在多种复杂泡状流中仍然具有良好的成像效果，在

更为复杂的双 U型流中亦可将介质位置和大致形状

复现，这也充分反应出半阈值迭代算法具有良好的

成像效果。原始的半阈值迭代算法由于计算时过于

严格，在反演多泡流等流型时其图形并不圆滑饱满。

从而致使其成像效果次于改进的半阈值迭代算法，

本文所提出的改进算法，减少了重建图像的毛刺和

尖峰，形成更加贴近真实流型的圆滑饱满的图像。

为了更加客观地评价不同算法的成像效果，定

量分析各算法成像质量的优劣，选取图像误差（Image
Error，IME）和图像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
CORR）作为评价指标，并计算了算法运行时间。

E IME =  Ĝ - G
 G

（21）
式中 G为图像重建得到的介电常数，即 α*；Ĝ为

设定的介电常数分布。可知 IME越小，表示重建结果

与真实分布的误差越小，成像的效果越好。

CCORR =
∑
i = 1

m ( )Ĝ i - -Ĝ ( )Gi - -G

∑
i = 1

m ( )Ĝ i - -Ĝ
2∑
i = 1

m

( )Gi - -G 2
（22）

式中
-G和

-
Ĝ分别为 G和 Ĝ的平均值。易知 CORR

越大，表示重建结果与真实分布的相关程度越大，重

建图像越接近原始图像。

表 1为第 1步和第 2步改进的介绍，图像误差、相

关系数和成像时间如表 2~4所示。

由表 2~4中的数据可知：改进的基于 L1/2正则化

的半阈值迭代算法与 Tikhonov正则化算法和 Landwe‐
ber迭代算法两种传统的成像算法相比，成像时间更

短，重构精度更高；相较于改进之前，虽然成像时间

Fig. 6 Comparison before and after filtration

Fig. 7 Comparison of improved semi-threshold iterative

algorithm with other algorith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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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增加，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图像误差，特别

是在泡状流型上面取得了较高的相关系数；从图 8~
10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出，改进的半阈值迭代算法较

之其他传统算法，图像误差明显降低、相关系数显著

提高，在所有对照组中数据结果最优，证明了该算法

的良好性能，也进一步验证以 L1/2正则化为代表的非

凸松弛类算法在 ECT系统中的应用前景。

3.2 实际实验

ECT系统通常应用在工业现场环境中，工业现场

的复杂环境要求系统具有较好的抗干扰能力。系统

长时间在特定环境下运行也要求系统有较好的稳

定性。

实际实验设置为三个部分，分别为传感器系统

测试、静态成像实验对比、实际的滑油监测实验。前

两个部分用于验证 ECT系统的性能，第三部分验证

改 进 半 阈 值 迭 代 算 法 在 ECT 航 空 滑 油 监 测 的 适

用性。

3.2.1 ECT传感器系统测试

系统信噪比体现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和测量的稳

定性。各通道信噪比定义为

SNRa = 10lg
∑
i = 1

n

C 2(a,i )

∑
i = 1

n [ C (a,i ) - C̄a ]2
（23）

式中 n为连续重复测量的次数，a为测量通道序

列，C( i) 为第 i次的测量值，C̄a 为各个通道的 n次重复

测量结果的平均电容值。

分别在传感器内部为空场（充满空气）和满场

（充满大米）条件下，对各个通道连续重复测量 500

Table 2 Calculated value of IME

Flow
Tikhonov
Landweber

Semi-threshold
Improvement 1
Improvement 2

Double
bubbles
0.4113
0.3957
0.3388
0.3298
0.3109

Three
bubbles
0.3331
0.3831
0.2738
0.2709
0.2401

Four
bubbles
0.5640
0.4767
0.4656
0.4502
0.3247

Five
bubbles
0.9061
0.8954
0.8388
0.8371
0.6415

Double
U

0.8113
0.7544
0.7111
0.7068
0.6750

Table 4 Algorithm imaging time (s)

Flow
Tikhonov
Landweber

Semi-threshold
Improvement 1
Improvement 2

Double
bubbles
1.9982
0.6374
0.0350
0.0486
0.0541

Three
bubbles
2.1070
0.6239
0.0449
0.0531
0.0587

Four
bubbles
2.2078
0.7121
0.0709
0.0479
0.0863

Five
bubbles
2.0243
0.6114
0.0832
0.0691
0.1034

Double
U

2.1705
0.6147
0.0815
0.0693
0.2817

Table 1 Explanation

Meaning

Improvement 1
Semi-threshold iterative
algorithm with L2 Normconstraints

Improvement 2
Add solution vector
correction term on the
basis of improvement 1

Table 3 Calculated value of CORR

Flow
Tikhonov
Landweber

Semi-threshold
Improvement 1
Improvement 2

Double
bubbles
0.7007
0.7106
0.8277
0.8753
0.9035

Three
bubbles
0.7416
0.6938
0.8291
0.9230
0.9274

Four
bubbles
0.5625
0.5505
0.7500
0.7885
0.8264

Five
bubbles
0.2392
0.2531
0.3244
0.4173
0.6274

Double
U

0.2109
0.2145
0.4035
0.4117
0.4731

Fig. 10 Algorithm imaging time comparison

Fig. 9 Comparison of calculated values for CORR

Fig. 8 Comparison of calculated values for 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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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测量结果经计算后得到的各通道信噪比如图 11
所示，空场时系统的平均信噪比为 33.2dB，满场时的

系统平均信噪比为 54.7dB，由图中数据可看出，相

邻电极之间的电容值信噪比较大，满场时通道信噪

比相较空场时更大。由于相邻电极间的电容值较

大，满场的电容值比空场大，而系统噪声是恒定的。

因此，电容值变化较灵敏，信噪比也大，传感器性能

较优。

3.2.2 静态成像实验对比

静态试验采用 12电极 ECT系统，如图 12所示。

上位机接收采集到的电容数据，将数据置于 Matlab
2014a中利用相关算法进行处理。标定空气为空

场 ，米 粒 作 为 满 场 。 亚 克 力 实 心 棒 直 径 分 别 为

30mm，20mm，15mm。在米粒中插入亚克力棒分别

模拟三组泡状流 ：第一组选取 30mm 直径亚克力

棒；第二组选取 30mm直径和 20mm直径亚克力棒；

第三组选取一个 20mm直径、三个 15mm直径亚克力

棒。将得出测量数据，通过传统算法和改进算法计

算后，进行成像对比，实验结果如图 13所示。

3.2.3 滑油监测实验

图 14是航空发动机滑油系统实物图。设计基于

ECT系统的航空发动机滑油监测的实验［17］，确保 ECT
技术在滑油管道监测的测量精度和实时性。实验装

置如图 15所示。通过人工控制，不断改变管道内

的铁屑浓度，同时加入不同形状的铁屑，模拟滑油

在发动机滑油管道内的物质形状及位置，基本的实

验参数见表 5。
由于滑油系统输油管道直径仅有 10mm，对于传

感器以及图像重建要求极高，现采用半径为 46mm的

管道替代滑油管道，可获得质量较高的重建图像。

图 16为实验用铁屑及滑油，通过测量新的滑油管道

获得电容数据，再利用两种传统算法和改进前后的

半阈值迭代算法进行图像重建。

实验中将铁屑置于 10mm内径空心亚克力管中

形成单泡流、二泡流，另将滑油、铁屑分置形成层流，

如图 17所示。通过静态实验、滑油监测实验结果可

以看出，Tikhonov算法和 Landweber迭代算法所成图

像伪影较厚、粘连现象严重，半阈值迭代算法虽能呈

现出具体流形，但流型边缘靠近电极端切削痕迹明

Fig. 13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static imaging

Fig. 12 12 Electrode ECT system

Fig. 11 Sensor signal to noise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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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改进的半阈值迭代算法减少了上述问题，在不同

流型中均能呈现较为精确的图像。

4 结 论

本文对基于稀疏正则化的 ECT图像重建算法的

优化过程进行了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利用 L1/2正则化模型替代 L0正则化模型，在避

免求解 NP-hard问题的同时获得更稀疏的解，提高了

成像质量，大幅度提升成像速度。

（2）在原始的 L1/2半阈值迭代算法基础上加入 L2
正则化项以应对原点处不光滑的现象，成像效果与

Landweber 迭 代 算 法 相 比 ，图 像 误 差 比 例 降 低

29.29%，相 关 系 数 比 例 提 升 33.04%，速 度 提 升 至

0.05s。
（3）在上 1步改进的基础上加入解向量的优化

项，从而削减了原始半阈值迭代算法计算过于严格

导致的所成流型图像切削痕严重的问题。最终，成

像 误 差 降 低 至 0.24（较 Landweber 迭 代 算 法 减 少

37.33%，较原始半阈值迭代算法减少 12.31%），相关

系 数 提 升 至 0.92（较 Landweber 迭 代 算 法 增 加

33.67%，较原始半阈值迭代算法增加 11.86%），且成

像速度依然保持在 0.06s。
通过仿真实验、实测实验反演出的图形图像及

各项参数验证，改进的基于 L1/2正则化的半阈值迭代

算法具有良好的应对复杂流型的能力，成像质量优

于 Tikhonov算法、Landweber算法和原始的半阈值迭

Fig. 17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lubricating oil detection

Fig. 14 Certain type of aircraft engine oil system

Fig. 16 Experimental iron filings and oil

Table 5 Basic experimental parameters

Parameter
Ambient temperature/℃
Abrasive material
Abrasive size/mm
Oil density/（kg/m3）
Number of electrodes
Electrode material
Pipe medium

Incentive method
Excitation frequency/kHz
Sampling frequency/Hz

value
20

Iron filings
0.02~6
1004
12

Copper film
Aero engine oil

（Mobil pegasus 2）
Sine wave excitation

500
500

Fig. 15 ECT data acquisition system test b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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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算法，兼顾成像速度，适用于研究复杂流型的图像

重建，在 ECT逆问题成像过程中具有良好的应用

前景。

致 谢：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自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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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小功率孔形阳极喷嘴等离子体炬的研究 *

王 飞，曹亚文，林 榕，魏建国，韩先伟

（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100）

摘 要：为了提高小功率等离子体炬的综合性能，研制了一种新型具有孔形阳极喷嘴的小功率等离

子体炬，功率1~5kW。采用流体模拟计算的方法，计算了喷嘴出口附近射流的流场结构特点。通过实验

分别测试了采用氩气、氮气作为工质气体时等离子体炬的运行电流和电压，观察了等离子体射流形态和

电极烧蚀情况，通过测量等离子体射流前方中心轴线位置处的光谱的方法计算射流温度，采用气体分析

仪测量了等离子体射流附近的二氧化氮浓度。测得的试验数据显示相同工质流率和电流条件下，氮气等

离子体射流运行电压远高于氩气，而光谱测得氩气射流的温度远高于氮气。氮气等离子体射流和外界空

气接触产生了少量的副产物二氧化氮（低于10mL/m3），而氩气等离子体射流附近无二氧化氮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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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Power Plasma Torch with Hole-Mouthed Anode

WANG Fei，CAO Ya-wen，LIN Rong，WEI Jian-guo，HAN Xian-wei
（Xi’an Aerospace Propulsion Institute，Xi’an 710100，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upgrad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low-power plasma torch，a new-type low-power plas‐
ma torch with hole-mouthed anode was developed with the power of the plasma torch being 1~5kW. Research of
thermal flow field close-by anode nozzle of plasma jet is done through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The voltage and
current were measured with gas-flow components such as argon and nitrogen，the form of plasma jet and ablation
of electrodes were observed，temperature of plasma jet was measured by spectral analysis with fiber optical probe
of spectrograph on the axis right in front of plasma jet，concentration value of NO2 near plasma jet was measured
by gas analyzer. With the same flowrate of feedstock and electric current，the voltage of plasma jet of nitrogen ex‐
ceeds that of argon，but the temperature of plasma jet measured by spectrometer with argon exceeds that of nitro‐
gen. Gaseous by-products such as NO2which generated from nitrogen-plasma jet and surrounding air was mea‐
sured by with concentration below 10mL/m3，but no NO2 was measured from argon-plasma jet.

Key words：Plasma torch；Ignition；Numerical calculation；Spectrogram；Hole-mouthed anode

1 引 言

等离子体炬作为一种热等离子体射流发生装

置，在现代工业中有很多应用［1-6］，如喷涂、熔覆、推

进、点火等，具有安全、方便、性能优良的特点。Wien‐

burg，Barbi，Kimura，Lance，Gallimore等针对等离子体

炬的自身结构设计以及等离子体炬在高速气流和难

燃环境中的点火稳焰作用开展了大量研究［7-13］。国

内早期从事等离子体炬的研制和机理分析工作的有

陈熙、吴承康、郭文康等，主要以大功率等离子体炬

* 收稿日期：2020-03-29；修订日期：2020-06-09。
通讯作者：王 飞，硕士，高级工程师，研究领域为电推进和等离子体点火。

引用格式：王 飞，曹亚文，林 榕，等 . 一种小功率孔形阳极喷嘴等离子体炬的研究［J］. 推进技术，2021，42（11）：2600-
2609. （WANG Fei，CAO Ya-wen，LIN Rong，et al. Low-Power Plasma Torch with Hole-Mouthed Anode［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2021，42（11）：2600-2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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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工和危废中的应用为背景，开展了大量数值模

拟计算和等离子体射流测试实验［14-23］。吴云、宋文艳

等针对航空发动机和冲压发动机点火开展了小功率

等离子体炬的点火试验和计算研究［24］。

等离子体炬可以产生超越火焰温度的高温等离

子体射流，实现火焰无法实现的功能。百千瓦量级

及以上的等离子体炬常用于锅炉点火、有害物处理、

金属冶炼等，业内一般称之为大功率等离子体炬；千

瓦级（10kW以下）多用于电推进、材料表面处理、喷

涂等，一般称之为小功率等离子体炬。小功率等离

子体炬的工质多采用惰性气体，以便于保护电极。

目前报道的小功率等离子体炬的阳极结构多采用类

似大功率等离子体炬的拉瓦尔喷嘴结构或简易直管

结构，工质多采用惰性气体，如电弧推力器、喷涂炬。

拉瓦尔喷嘴结构在恒定环境压力下可以稳定可靠运

行，但是当环境压力变化时，射流击波面可能进入喷

嘴内部，击波前后移动，导致电弧电阻变化，从而造

成运行电压波动和射流不稳的情况。直管结构虽然

简单实用，但是阳极弧斑暴露在外部空气环境中，易

产生光污染和氮氧化物。以惰性气体为工质虽具有

保护电极、延长电极寿命的作用，但是使用成本较

高。为了克服上述小功率等离子体炬的缺点和不

足，在理论分析和试验测试的基础上，本文作者研制

了一种 1~5kW采用孔形阳极喷嘴的小功率等离子体

炬，该孔形阳极喷嘴不仅具有约束阳极弧斑，提高电

弧稳定性的作用，而且可以阻止外部空气和高温等

离子体掺混，降低副产物氮氧化物的浓度，采用普通

氮气作为工质气体，使用成本亦低。可用于一些对

等离子体炬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求较高的领域，如难

熔耐高温材料处理系统、飞行器动力系统。

本文研究内容包括理论分析和实验测试两方

面。理论分析方面：通过流体模拟计算的方法，计算

分析孔形和喇叭形阳极喷嘴附近等离子体射流的流

场结构，重点分析射流和周围空气的掺混情况。试

验测试方面：分别以氮气和氩气作为工质，采用示波

器测试等离子体炬运行电流电压波形，通过光谱仪

确定射流温度，用拆分检查的办法观察电极烧蚀随

运行时间的变化，使用气体分析仪监测等离子体射

流附近二氧化氮浓度。基于上述分析和试验，得出

孔形阳极在运行稳定性、射流温度均匀性、有害副产

物含量等方面，优于喇叭形阳极。

2 小功率孔形阳极喷嘴等离子体炬及其流场

计算

2.1 小功率孔形阳极喷嘴等离子体炬介绍

等离子体炬产生热等离子体射流的过程是一种

很强的电极放电过程。带孔的电极将工质气体约束

在一定通道内，迫使高压工质气体穿过狭窄的放电

通道，以便等离子体以高速射流的形式喷向外界。

本试验用到的等离子体炬的功率为 1～5kW，没有采

用电极冷却措施。阳极材料为无氧铜，喉部直径为

1.5mm，长 2mm；阴极为棒状结构，基材为无氧铜，尖

端放电区域为铈钨合金；气体流率由流率调节装置

配合减压阀实现连续可调，对于空气而言，流率调节

范围为 0.7～2.0g/s。等离子体炬阳极喷嘴结构多为

喇叭状，如图 1（a）所示。本文试验中所采用的阳极

结构区别于常见喇叭形阳极喷嘴，为孔形阳极喷嘴，

见图 1（b）。采取此结构设计是为了约束阳极弧斑，

提高电弧放电稳定性。

驱动电源由直流模块和高压模块组成，高压击

穿电极间隙后由直流模块维持放电。直流模块的空

载电压 600V，电流调节范围 5～20A。高压模块的输

出电压 10～30kV可调。等离子体炬和相应的驱动电

源实物图见图 2。
2.2 等离子体炬阳极喷嘴附近流场数值计算

2.2.1 计算方法及边界条件

本文以喷嘴热等离子体射流的流场结构为研究

对象，在流体计算软件 Fluent的微分方程中加入电磁

项，计算电磁场作用下的流场。为减少数值模拟工

作的难度，需要对电弧等离子体中的传热与流动规

Fig. 1 Sketch of Plasma To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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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作一些简化。本文未考虑电离粒子成份的影响

（后续分子动力学研究将考虑粒子成份），电弧计算

结果都基于如下的假定：

（1）电弧等离子体可以看作准平衡的连续介质，

流动和传热用 Navier-Stokes方程描述。

（2）电弧等离子体为定常流动，给定点的等离子

体状态由温度和压力值来确定。

（3）等离子体的各种属性，即其密度、定压比热、

粘性系数、热导率、电导率等物性参数都是温度和压

强的函数。

（4）等离子体为二维轴对称、带旋转的流动。

（5）不考虑电极鞘层的影响。

（6）用净辐射系数计算辐射的能量损失。

（7）重力可忽略不计。

热等离子体中各粒子间相互碰撞足够剧烈，以

至于可以像连续介质一样用流体力学的守恒方程描

述。但是热等离子体本身的特性，使得描述热等离

子体的控制方程与普通流体有以下主要区别：

（1）由于等离子体与电磁的可作用性，热等离子

体的控制方程中要考虑电磁方程。

（2）热等离子体中的电流密度很高，所以能量方

程中有很强的欧姆加热效应。

（3）热等离子体的温度可达 104K量级，这就使得

辐射在冷却效应中会起主导作用，特别是在大尺度

电弧等离子体中，辐射引起的能量输运相当可观。

（4）由于在热等离子体中，温度和压强的变化范

围 都 很 大（温 度 一 般 从 几 百 K 到 几 万 K，压 强 从

104Pa~106Pa），这就使得等离子体的物性参数不能简

单地写成温度和压强的函数，而需要通过双线性插

值得到。

考虑到直流电弧等离子体发生器的轴对称特

性，选择柱坐标系下的控制方程作为描述直流电弧

等离子体发生器内等离子体流动特性的基本方程。

由于本文采用二维轴对称的假设，所以下面给出该

假设下的磁流体方程组。

质量守恒方程

∂
∂z (ρνz) +

1
r
∂
∂r ( rρνr) = 0 （1）

轴向动量守恒方程

∂
∂z (ρνz νz) +

1
r
∂
∂r ( rρνz νr) = -

∂p
∂z +

∂
∂z (2μ e ∂νz∂z ) +

1
r
∂
∂r
é

ë
êêrμ e ( ∂νr∂z + ∂νz∂r )ùûúú - 23 μ e ∂∂z (∇ ⋅ v) + jr Bθ

（2）

径向动量守恒方程

∂
∂z (ρνz νr) +

1
r
∂
∂r ( rρνr νr) = -

∂p
∂z +

∂
∂z (μ e ( ∂νr∂z + ∂νz∂r )) +

2
r
∂
∂r
é
ë
êrμ e

∂νr
∂r

ù
û
ú - 2μ e νrr2 + ρ

ν2θ
r2
- 23 μ e

∂
∂r (∇ ⋅ v) - jz Bθ

（3）
切向动量守恒方程

∂
∂z (ρνz νθ) +

1
r
∂
∂r ( rρνr νθ) =

∂
∂z (μ e ∂νθ∂z ) +

1
r
∂
∂r
é
ë
êrμ e

∂νθ
∂r

ù
û
ú - ρ vr vθ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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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μ e
∂r

（4）

能量守恒方程

∂
∂z (ρνz h) +

1
r
∂
∂r ( rρνr h) =

∂
∂z ( k ecp ∂h∂z ) +

1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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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e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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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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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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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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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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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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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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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2r + j 2z
σ

- 4πεN +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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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jzcp ∂h∂z + jr

cp

∂h
∂r )

（5）

电流连续性方程

∂
∂z (σ ∂V∂z ) + 1r ∂∂r ( rσ ∂V∂r ) = 0 （6）

轴向矢势方程

Fig. 2 Photos of plasma torch and it’s power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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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 ∂Az∂z ) + 1r ∂∂r ( r ∂Az∂r ) = -u0 jz （7）

径向矢势方程

∂
∂z ( ∂Az∂z ) + 1r ∂∂r ( r ∂Ar∂r ) = -u0 jr + Arr2 （8）

上述方程组中，ρ表示等离子体质量密度，ν是速

度，其轴向分量为 νz，径向分量为 νr，切向分量为 νθ。

h表示等离子体焓值，p为静压强，V表示电势，εN为净

辐射系数（net emission coefficients，NEC）。 cp 是定压

热容量，σ为电导率，kB为玻耳兹曼常数，u0为真空磁

导率。 jr和 jz分别表示电流密度的径向和轴向分量，

可由电势梯度求出

jr = -σ ∂V∂r , jz = -σ ∂V∂z （9）
Az和 Ar是矢势的轴向和径向分量，切向磁感应强

度 Bθ可由矢势求出

Bθ = ∂Ar∂z -
∂Az
∂r （10）

有效粘滞系数为

μ e = μ + μt （11）
有效热导率为

k e = k + μt cpσk

（12）
式中 μ为等离子体分子粘性系数，k为等离子体

分子热导率。而 μ t 为湍流引起的粘性系数，σk 湍流

Prandtl数。

在动量方程（2）和（3）中，jr Bθ 和 - jz Bθ 分别是洛

仑兹力的径向和轴向分量。能量方程右边的前两项

为热扩散项，中括号中的为粘滞耗散项，右边的最后

三项依次为焦耳热、辐射能量损失和电子焓输运项。

等离子体炬阳极和阴极构成的放电室及阳极喷

嘴结构设计如图 3所示，阴极前端为直径 5mm的半球

结构，阳极收缩角为 90°，喉部直径 1.5mm，孔形喷嘴

直径 4mm。阴极顶部到阳极喉部距离为 1mm。

在 Fluent中建立流场模型，采用轴对称结构，只

需要绘出半部分，其形状如图 4所示。AL为气流入

口，LKJIHGF为阳极边界，FED为出口边界，CD为中

心轴，ABC为阴极边界。

（1）流场边界条件：

进口给定总流率 1.5g/s，总温 300K，流动角 0°，出
口压强法向梯度为零。进口成分分别为氮气、氩气。

（2）电磁场边界条件：

阴极前端外表面和阳极表面为按给定电流计算

出的定值。

详细边界条件如表 1所示。

Fig. 4 Schematic of anode and cathode

Fig. 3 Physical dimension of electrode (mm)

Table 1 Boundary conditions of simulation

Boundary
AL
AB
LK
BC

FGHIJK
DEF
CD

p/MPa

0.1

ν

No slippage boundary condition
No slippage boundary condition
No slippage boundary condition
No slippage boundary condition
No slippage boundary condition

∂ν
∂n = 0

∂ν
∂r = 0，νr = νθ = 0

T/K
300
600
600
1000
1000
∂T
∂n = 0
∂T
∂r = 0

V

∂V
∂n = 0
∂V
∂n = 0
∂V
∂n = 0

σ
∂V
∂n = jc
∂V
∂n = 0

V=0
∂V
∂r = 0

A

A=0
∂A
∂n = 0
∂A
∂n = 0
∂A
∂n = 0
∂A
∂n = 0
∂A
∂n = 0
∂A
∂r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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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计算结果

以氮气为工质气体，流率 1.5g/s，电流 17A，等离

子体射流流场计算结果见图 5。电极间放电电流对

流过电极间放电通道的气体产生欧姆加热，传递能

量给工质气体，提高了射流的出口速度。孔形喷嘴

中部区域速度高达 3.1km/s，随后速度迅速降低，在喷

嘴外侧速度降低至 0.5km/s以内。射流穿过喉部向前

方扩散开，大部分中部气体无遮挡地冲出喷嘴，少量

外围气体会撞击到喷嘴内壁，并且在喉部外侧，即喷

嘴底部形成回流区。喷嘴底部流场的回流结构被认

为是利于电弧稳定的。

喇叭形阳极喷嘴与孔形阳极喷嘴的射流形态最

明显区别是喇叭形喷嘴内的气体一旦处于过膨胀状

态，大量外部空气被卷吸进入喷嘴内部，和高温射流

发生掺混，而孔形阳极不会产生外部空气被卷吸的

情况。这一现象很好地解释了喇叭形阳极更容易产

生刺激性气味的气体（氮氧化物），以及外部射流温

度较低、光强较弱的现象。由于小功率等离子体炬

的阳极喉部直径很小，所以喇叭形阳极喷嘴的面积

比一般远大于压比，射流往往处于过膨胀状态。图 6
为相同工况下，喇叭形喷嘴的等离子体射流结构，氮

气在电弧加热作用下，喇叭形喷嘴内部氮气速度高

达 3.5km/s，过膨胀的氮气在喷管形面和环境压力的

作用下形成击波串，并和外界被卷吸进入喷嘴的空

气发生掺混。

3 等离子体炬运行试验

试验设备原理图见图 7，主要由等离子体炬、驱

动电源、示波器、等离子体射流观察舱、气体分析仪、

供气气瓶及管路阀门组成。示波器用于测量等离子

体炬的运行电压和电流，气体分析仪用于测量等离

子体射流和掺混空气接触后产生的二氧化氮浓度。

3.1 氮气和氩气用作工质的运行参数比较

分别采用氮气和氩气作为工质气体进行测试，

氮气和氩气的流率均为 1.5g/s，设置相同的运行电流

（17A），在黑暗背景环境下，以 CCD照相机从相同的

角度和相对位置拍摄到的等离子体射流如图 8所示。

从相机拍摄到的图片可以看出，氮气等离子体射流

发光区域较氩气长很多。

相同电流和工质流率条件下，运行电流和电压

如图 9所示。电流从 7A增长至 17A的过程中，氮气

运行电压为 250~290V，远高于氩气的 90~120V。氮

气和氩气的运行电压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均随电流

的增长而降低，电压降低幅度随电流的增长趋缓，之

后电压基本恒定。氩气和氮气在整个区域呈现负阻

性。采用示波器在相同设置条件下测量等离子体炬

电流和电压时，发现氩气作为工质气体时，电压和电

流信号波动较氮气明显小。

在相同的放电电流和工质流率条件下，氩气射

流的亮度和尺寸远低于氮气射流，运行电压（功率）

亦低。这说明氩气较氮气容易放电，射流中的离子

和电子复合快，并且电弧功率密度低很多。从运行

电压随电流增加而降低的趋势看，氮气和氩气的电

Fig. 7 Diagram of plasma torch test system

Fig. 5 Flow field of plasma torch with hole-mouthed anode

（vectors of velocity）

Fig. 6 Flow field of plasma torch with bell-mouthed anode

（vectors of vel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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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率均随电弧中电子浓度的增加而下降。示波器电

压电流波形显示了一个细节：氮气放电电压和电流

的纹波较氩气强很多，这说明氮气电弧在运行过程

中，电弧的状态（结构、电离度、粒子成份等）远较氩

气电弧变化剧烈（通常认为是多原子分子电离过程

较单原子复杂所致）。

从能量角度考虑，氮气射流功率密度高，射流

长，更利于获得较高的射流功率，从运行稳定性考

虑，氩气射流电压低，电流波动小，运行稳定性更好。

鉴于这一情况，后续等离子体炬的研制和应用，将结

合具体要求，酌情考虑工质的选定。

3.2 电极烧蚀情况

等离子体炬放电过程中，阳极弧斑和阴极弧斑

附着在电极表面，附着点（弧斑）处温度远高于材料

熔点，会导致电极表面熔化。熔融部位在离子轰击

和气流冲击下逐渐脱离电极基体，导致电极受损变

形。采用普通工业用氮气作为工质，在 17A，250V，
1.5g/s的工况下，进行电极烧蚀考核试验。电极表面

的烧蚀情况随运行总时长的变化如图 10所示。等离

Fig. 8 Plasma jets of argon and nitrogen

Fig. 10 Ablation of electrodes

Fig. 9 Current and voltage of plasma 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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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体炬持续运行 3min后，阳极喷嘴内侧轻微烧蚀，颜

色由无氧铜的原色（红黄）变成黑灰色。取出阴极，

发现阴极前端镶嵌的铈钨合金有明显烧蚀和局部突

起的情况，周围的无氧铜基体材质无明显烧蚀变形，

但是在高温作用下表面呈灰黑色。重新安装后，以

相同工况持续运行 7min，发现两个有意义的现象，一

个是阴极前端镶嵌的铈钨合金均匀烧蚀，导致阴极

前端出现一个圆形的孔；另一个是阳极前端外表面

局部也观察到了弧斑灼伤的情况，说明阳极弧斑可

以在阳极外表面短暂停留。

等离子体炬运行过程中，电极外形尺寸无明显

变化；阴极弧斑集中在阴极前端中心镶嵌铈钨合金

的位置，并导致铈钨合金均匀烧蚀；阳极弧斑位置在

运行过程中不是固定的，并且可观察到阳极弧斑跳

跃、发散的情况。阳极弧斑大部分时间处于喷嘴内

部，但是也会随机运动，甚至短暂停留在阳极喷嘴外

表面。

从图片中可以发现：铜电极基体在等离子体炬

运行过程中保持着良好的机械强度，无明显变形，但

阴极前端容易烧蚀，首先消失的是镶嵌在基材内的

铈钨合金，而不是熔点更低的无氧铜。铈钨合金电

子溢出功较铜基材低，大量电子从阴极前端铈钨合

金表面溢出，溢出的电子和附近气体频繁碰撞，形成

高温高电离度的等离子体弧斑，弧斑中的离子在外

部电场的作用下反轰铈钨合金，高温离子反轰导致

铈钨合金表面材料逐渐脱落，最终形成图示的侵蚀

凹坑。

电极的烧蚀速度和工质种类、运行功率、电极材

料材质（元素、晶格形式）等因素关系很大。后续试

验将考虑工质中杂质成分和浓度对电极烧蚀的影

响，重点考虑阴极前端的结构优化和材料选择，提高

等离子体炬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

3.3 等离子体射流温度光谱测量

等离子体射流温度测量的现行通用方法为光谱

法和焓探针法。焓探针为换热原理，较适合大尺寸

大流率的大功率等离子体射流的测量，本文采用光

谱法测量射流中心轴线位置的温度，试验原理图见

图 11。
光谱诊断根据热粒子 Boltzmann分布和局部热力

学平衡原理。此方法不必知道谱线的绝对强度，只

要测量相同电子态相关谱线相对强度即可得到温

度。假设处于各电子态的电子为 Boltzmann分布，k
能级和 i能级间跃迁

ln Ikiλ ki
gk Aki

= - E k
kT
+ ln n

Z
（13）

式中 Iki为光谱仪记录的谱线强度，λ ki为波长，Aki

为迁移率，gk为原子态 k的统计权重，ln n
Z

为常数，E k

为上能级能量，T为电子温度。统计权重可以由全角

动量 J计算得到，g = 2J + I。由多线法确定拟合线的

斜率
1
kT

，可以获得较双线法高很多的测温精度。

图 12 显 示 的 是 氮 气 等 离 子 体 射 流 轴 线 前 方

30cm处采集到的光谱，此时氮气流率为 1g/s，运行功

率 5kW。等离子体射流发射光谱显示：射流中存在

多种活性粒子，如：激发态的原子、分子，各种价态离

子，以及负离子。这些高温活性粒子具有很强的化

学活性，适合点火和助燃。多线法测得等离子体射

流温度超过 5000K。由于光纤探头和等离子体射流

较远，不考虑 Abel转换，所以这一温度应视为等离子

体射流的平均温度。

保持工质气体流率（1g/s）条件下，调整等离子体

炬的运行功率，测得氩气和氮气等离子体射流温度

和运行功率的关系如图 13所示。随着功率的增加，

温度增长速率远低于功率增长速率。氮气射流功率

Fig. 11 Diagram of spectral analysis test system with fiber

probe in front of plasma jet

Fig. 12 Spectrogram of plasma torch with nitro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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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7kW增加到 5.3kW，功率增长了一倍，但温度仅

增加了 1000K左右。一方面发现测得的射流温度有

一定增加，另一方面观察到高价态离子谱线强度增

加。这一现象说明随功率的增加，粒子的运动不仅

加剧，而且电势能在增强。电源输出能量在等离子

体中相当一部分以非热能的形式存在，如静电势能、

化学能，电离能等，这部分能量在运行功率越大时，

所占比重约大。

氮气工质的运行电压和功率远高于氩气，并且

射流尺寸和亮度也超过氩气，但是通过原子光谱测

量却得到氩气射流温度远高于氮气射流的结果。试

验过程中所有设备均稳定运行，两种工质的测试也

是在相同的试验条件下进行的，重复多次试验，每次

测得谱线强度和计算的结果也是一致的，无明显差

异。出现这一情况，应该是氮气等离子体射流不符

合光学薄的条件所致，即等离子体射流根部高温区

域的氮原子发射的谱线，有可能被外围处于低能级

的原子或其它粒子吸收，使谱线轮廓的中心减弱，从

而影响谱线强度和宽度的测定。

鉴于上述分析，作者调整了光纤取光位置，将射

流正前方的光纤探头调整至与射流方向呈 45°的方

位，射流根部的原子光谱穿过较短的等离子体区域

进入光纤。如图 14所示，此时得到的所有谱线强度

均大幅增加，根据测得的氮原子谱线，采用多线法得

到的温度达到 8000K以上。这一测试情况验证了氮

气等离子体射流不符合光学薄的条件。氮原子谱线

在氮气等离子体射流中存在自吸收，所以光谱采集

到的原子谱线多半是射流外层区域的原子谱线，导

致测得的温度偏低。

等离子体射流是否符合光学薄的条件和等离子

体参数、成分有很大关系，并且不同的谱线可能被不

同的低能态粒子吸收，而各低能态粒子的数密度是

不同的，所以等离子体射流对不同谱线的吸收也可

能是不同的。如何准确测量等离子体射流中心区域

的温度，获得等离子体射流温度的空间部分，将在后

续研究工作中进一步研究。

3.4 等离子体射流副产物分析

在等离子体射流附近常伴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

产生。使用氮气和氩气作为工质气体时，均可以闻

到刺激性气味。使用氮气时，这种刺激性气味较氩

气强。氩气为惰性气体，不参与化学反应，这种刺激

性气体应该是空气中的化学成分在等离子体射流的

高温作用下发生反应产生的氮氧化物。为了测试等

离子体射流在空气中产生的氮氧化物浓度，搭建的

测试系统原理图如图 7，将等离子体射流和冷却用空

气同时通入一个等离子体射流观察舱中（工质气体

流率为 1.0g/s，冷却用空气流率为 10g/s），等离子体炬

喷嘴正前方 0.3m处放置一个可以检测二氧化氮气体

的手持气体分析仪。测试过程中首先通入冷却用空

气，然后启动等离子体炬，启动等离子体炬后气体分

析仪显示气流中氮氧化物的浓度逐渐增长，5s后氮

氧化物的浓度基本稳定。检测到的二氧化氮气体浓

度最大值和功率的关系见图 15。
从图 15可以看出，采用氮气时可以测出二氧化

Fig. 13 Temperature and power of plasma jet measured by

spectrum

Fig. 15 Concentrations of NO2 as a function of torch power

Fig. 14 Diagram of spectral analysis test system with

sideways fiber pr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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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并且浓度随功率的增加而增加，但是采用氩气进

行测试时，测得的二氧化氮浓度一直是零。据此分

析，氩气等离子体射流的刺激性气味气体成分可能

是 O3（臭氧），而非二氧化氮。

与常规喇叭形喷嘴小功率等离子体炬副产物二

氧化氮浓度相比，该等离子体炬二氧化氮的浓度

低［25］。根据数值计算结果，阳极喷嘴附近无空气回

流卷吸，空气没有进入喷嘴，不存在空气和喷嘴内高

温电弧直接接触的情况。氮气射流进入空气后，射

流边缘及尾焰和空气接触产生二氧化氮，此时射流

边缘及尾焰温度已大幅下降，因此二氧化氮浓度

较低。

4 结 论

本文介绍了一款小功率孔形阳极喷嘴等离子体

炬的流场模拟计算和试验情况。经研究，得出以下

结论：

（1）孔形阳极喷嘴附近流场计算显示喷嘴内部

有回流区，无外部空气被卷吸，空气不会进入喷嘴和

高温射流掺混，可以避免空气中的氧气和射流根部

高温氮气接触而生成氮氧化物。

（2）在相同电流情况下，氩气运行电压远低于氮

气运行电压（如 15A，1.0g/s，氮气运行电压约 250V，功
率约 3.8kW，氩气运行电压约 80V，1.2kW），氩气射流

发光区域尺寸小，亮度亦低。示波器测得的氩气运

行电流电压波动小，氮气运行电流电压波动大。

（3）等离子体射流正前方采集到的光谱显示，相

同工质流率和电流条件下，运行功率大的氮气等离

子体射流温度较低，而从射流侧面采集到的射流根

部光谱显示氮气射流温度高，即氮气等离子体射流

不是严格的光学薄介质，后续研究工作将进一步分

析等离子体射流原子光谱自吸收对光谱测试精度的

影响。

（4）等离子体射流弧斑对电极会产生烧蚀，阴极

烧蚀主要集中在阴极前端铈钨合金材料部位，阳极

烧蚀主要集中在喉部外侧，喷嘴底部。这一情况和模

拟计算结果相符合，工质气体由阴极前端进入放电

室，速度低，对阴极前端表面保护作用弱，而阳极喉部

外侧，喷嘴内部存在回流区，气流速度低，阳极弧斑被

认为容易稳定在这一区域，导致喷嘴内壁烧蚀。

（5）实验显示，当氮气工质流率为 1g/s，运行功率

低于 3kW时，无明显氮氧化物生成，当功率超过 5kW
时，才有微量氮氧化物生成，而氩气作为工质时，无

氮氧化物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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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水与金属离子对ADN基绿色推进剂稳定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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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氨与金属离子对ADN基推进剂冰点与常温贮存稳定性的影响，采用GB/T 2430-
2008的喷气燃料冰点测量法研究了氨对ADN-水体系冰点的影响，并采用美军标STANAG 4582的微量热

加速老化法研究了氨与过渡金属离子对ADN-水体系常温贮存稳定性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氨的加入

可有效降低ADN-水体系的冰点并提高其常温贮存稳定性；痕量Fe3+与Cr3+（≤15mg/kg）的引入使ADN-
水体系的稳定性小幅提升，而30mg/kg Fe3+，Cr3+与痕量Cu2+的引入使ADN推进剂稳定性略有下降，但仍

在安全贮存使用标准范围内。以上结果说明，对于ADN基推进剂体系而言，氨是一种优秀助剂，可有

效提升ADN基绿色推进剂的使用温度范围与稳定性；而在推进剂的生产、转运和加注过程中，应避免

过量金属离子的引入。

关键词：二硝酰胺铵；冰点；稳定性；金属离子；绿色推进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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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Ammonia and Metal Ions on Stability of
ADN-Based Green Propella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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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AS Key Laboratory of Science on Applied Catalysis，Dalian Institute of Chemical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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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ammonia and metal ions on the freezing point and stability of
ADN-based propellants at room temperature，aviation fuel freezing point test method described in GB/T 2430-
2008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ammonia on freezing point of ADN-water system，and microthermal accel‐
erated aging method described in NATO standard STANAG 4582 was used to measure effects of ammonia and
transition metal ions on storage stability of ADN-water system at room tempera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ammo‐
nia effectively reduces the freezing point of the ADN-water system and improves its storage stability at room tem‐
perature. The introduction of trace Fe3+ and Cr3+（≤15mg/kg）makes the stability of ADN-based green propellants
slightly improved，while the introduction of 30mg/kg Fe3+，Cr3+ and trace Cu2+ all slightly reduces the stability of
ADN propellants，while its room temperature stability is still within the standard of safe storage. The above results
indicate that for the ADN-based propellant system，ammonia is an excellent additive，which can effectively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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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e its application temperature range and stability，and in the process of its production，transfer and filling，
the introduction of metal ions should be avoided.

Key words：Ammonium dinitramide；Freezing point；Stability；Metal ion；Green propellant

1 引 言

液体单组元推进技术是卫星姿态与轨道控制调

整的核心技术，具有工作系统简单、体积小、可靠性

高、适应性好等优点。20世纪 60年代以来，肼一直是

航天应用中占主导地位的标准单组元液体推进剂，

但由于肼比冲低、冰点高、毒性大，且易燃易爆，需要

昂贵的地面支持和保障系统等缺点，研究者们开始

寻找性能更加优秀且更为环保的单组元推进剂。这

促生了“绿色推进剂”技术，并吸引了世界航天强国

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1-2］。其中二硝酰胺铵（ADN）是

研究热点之一［3］。ADN最初被用作固体火箭发动机

中的氧化剂，但由于其强吸湿性问题迟迟未能得到

解决，在固体推进领域中的应用受到极大的限制［4-5］。

由于 ADN在水中的溶解度高，辅以适当的燃料与助

剂后，其在液体单组元推进领域的应用成为可能。

另外，它不含卤素，能量密度高，高温稳定性好，毒性

小，可大幅度提高推进剂的能量，降低特征信号，减

少环境污染［6-7］。目前业内已形成以瑞典 ECAPS公
司所研制的 LMP-103S为代表的成熟单组元推进剂

配方方案，并进入商业应用阶段［8-10］。国内中国科学

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制的 ADN基推进剂已于

2016年成功搭载实践十七号卫星，实现国内首次空

间飞行验证。

由于推进剂体系常应用于温差巨大的环境条件

下，因此，要探究推进剂体系的稳定性，就要研究保

证其可稳定贮存而不致发生分解的化学稳定性及保

证体系能够在太空环境中苛刻的低温条件下保持均

一液态的物理稳定性，即冰点的研究，否则推进剂将

难以在航空航天环境中正常应用。目前对特定组分

的推进剂体系中固-液相研究结果仍少有报道，这些

数据是指导推进剂配方的进一步研发与优化的重要

参照。

氨是 ADN基单组元液体推进剂中常用的助剂，

LMP-103S中就含有 4.65wt%氨，在 ADN基推进剂体

系中起着调节冰点、提高稳定性的作用。但尚未有

就氨对 ADN体系冰点及稳定性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

的报道。同时，在生产、储存、使用过程中，由于与管

路及储罐材料的接触，推进剂中可能引入诸如 Fe3+，
Cu2+等过渡金属离子，由于过渡金属离子常具备催化

效应，它们的存在可能对推进剂的稳定性有所影响。

目前过渡金属离子对推进剂的稳定性研究多是使用

差示扫描量热法（DSC），通过测量加入金属离子的推

进剂的热分解曲线，并从中获取热分解动力学参数

进行研究［11］。但这种表征通常只能用以指导推进剂

的生产过程和使用温度范围，不能准确预测推进剂

的常温贮存寿命。对于推进剂的常温储存过程中的

分解反应现象，则只有发气实验等较为粗糙的表征

手段。美军标 STANAG 4582［12-13］记述了使用微量热

仪对推进剂体系稳定性进行测量的方法，可有效表

征推进剂的常温贮存稳定性，确定其贮存寿命。综

上，本文根据测定喷气燃料冰点的国家标准 GB/T
2430-2008［14］，系统研究氨的存在对 ADN-水体系冰

点的影响，美军标 STANAG 4582所述微量热加速老

化方法测定氨与金属离子对 ADN-水的常温贮存稳

定性的影响，利用 DSC测试方法与该测试结果进行

对比研究。

2 方 法

2.1 试 剂

试验所用 ADN样品为本实验室自制，样品中所含

阳离子杂质总含量<1mg/kg。硝酸铁（Fe（NO3）3·9H2O，
分析纯）、硝酸铜（Cu（NO3）2·3H2O，分析纯）为天津市

大茂化学试剂厂出品，硝酸铬（Cr（NO3）3·9H2O，分析

纯）为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品。氨

水（NH3·H2O，分析纯）为天津市大茂化学试剂厂出

品，浓度为 25%。

2.2 仪 器

试验所用电子天平为德国赛多利斯集团出品的

BSA224S型电子天平。试验所用微量热仪为 TA公司

出品的 TAM III型热活性微量热仪。试验用冰点仪

为大连君安技术有限公司出品的 JA-1312喷气燃料

冰点测定仪。

2.3 试验方法

2.3.1 单组元推进剂体系冰点测定方法

配置特定组成的 ADN-NH3-H2O体系，并利用冰

点仪测定体系冰点。冰点仪严格按照国家标准 GB/T
2430-2008制作，由于作为离子盐溶液体系的单组元

推进剂体系的升温相变过程涉及沉淀-溶解平衡，对

冰点温度观测的影响更大，因此本试验中将体系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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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过程中有结晶产生的温度定义为体系冰点。逐步

降低冰点仪目标温度，观察并记录样品管内产生结

晶时的温度，三次重复试验取均值。

2.3.2 氨与金属离子对 ADN-水的常温贮存稳定性

测定方法

美军标 STANAG 4582采用加速老化试验模拟单

组元推进剂体系在常温下的分解行为，以瞬时热流

为寿命特征，常温（25℃）下的十年为预期寿命，即认

为若推进剂在长期的储存过程中，在某一时刻瞬时

发热量超过限额，则推进剂经十年储存后的损耗将

使得推进剂无法满足使用需求。该标准将阈值设定

为 71℃下的最大瞬时热流 P71=39µW/g，通过标准公

式可换算不同测试温度下的阈值热流。标准认为此

值足够保守以估测推进剂体系的长期储存稳定性，

即将该法用于实际应用中时，体系经十年储存后的

损耗量可能远小于估测值。通过测量在特定恒定高

温的相应时长内的最高热流并将其与公式推算热流

阈值进行比较，若测量值小于阈值，即可认为测量体

系的稳定性足以令其在十年以内保持稳定。实际测

量中，由于样品瓶内有空气存在，样品与空气的反应

可能会令样品发生额外的消耗，因此通常将总发热

量 5J/g以内的热流数据弃置，而仅将总发热量达到

5J/g后的热流数据作为分析使用。

本文使用测试仪器为 TA公司出品的 TAM III型
热活性微量热仪。标准给出的可选定的测试温度范

围为 60~90℃，测试温度越低，根据模型公式计算可

得，该样品达到等同于常温条件下 10年储存的损耗

量所需的测试时间越长。为减少测试周期，本文以

90℃为测试温度，此时测试时长为 3.43d，对应的热流

阈值为 350µW/g。样品用量随样品密度变化略有差

异，在 4.5~5g。
为与该方法测试结果进行对比研究，本文利用

DSC对同一组成的样品进行了程序升温分解测试。

测试使用仪器为美国 TA公司出品的 Q600型差示扫

描量热仪。测试载气为 100mL/min的纯 Ar气体，测

试流程为：室温下对样品池吹扫 30min以置换空气气

氛，再以 5℃/min的速度升温至 400℃。

3 结果与讨论

3.1 氨对ADN-水体系冰点的影响

图 1所示为该实验的测量结果。相应数据整理

于表 1。由于氨水的最高氨浓度为 25%，因此难以配

置更高质量分数 ADN-NH3-H2O体系进行测试，但作

为测试对象的 50%~70%ADN质量分数已经足以覆盖

ADN被应用于推进剂体系中时的组分浓度。

如图 1所示，70%，60%，50%的 ADN溶液冰点均

随氨水加入量的增加而降低，且呈线性关系。根据

表 1的数据，通过一次函数拟合氨对 ADN-水体系冰

点影响的测试结果，式（1）~（3）分别为 ωADN=70%，

60%，50%时的 ωNH3-冰点温度一次函数拟合结果。

y=-364.42x，R2=0.997 （1）
y=-313.30x-13.66，R2=0.995 （2）
y=-242.46x-10.33，R2=0.986 （3）

式中 x为 NH3质量分数，y为体系冰点温度，单位

为℃。

如图 2所示的 ADN-水体系液-固相图［15］，对于

ADN-水 体 系 而 言 ，体 系 的 最 低 冰 点 为 -15.3℃
（58wt%），这意味着单纯的 ADN-水体系难以直接应

用于-20℃以下的低温环境。通过多项式拟合描述体

Fig. 1 Effect of Ammonia on freezing point of ADN-water

system

Table 1 ADN-NH3-H2O ternary system freezing point test

results

ωADN/%
70.00
69.92
69.97
69.95
69.95
60.00
60.01
59.92
60.00
59.96
50.00
49.99
49.98
49.99
49.98

ωNH3 /%
0
0.50
1.00
1.52
1.94
0
1.20
2.50
4.00
5.29
0
2.00
4.00
6.00
8.57

ωH2 O /%
30.00
29.58
29.03
28.53
28.11
40.00
38.79
37.58
36.00
34.75
50.00
48.01
46.02
44.01
41.45

Freezing point/℃
0.1
-1.5
-4.0
-5.5
-7.0
-13.5
-17.5
-22.0
-25.5
-30.5
-11.0
-15.5
-18.5
-24.5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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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质量分数与冰点温度间的关系，式（4）为 ADN质量

分数 0wt%~58wt%的拟合公式，R2=0.999。式（5）为

ADN质量分数 58wt%~100wt%的拟合公式，R2=1.000。
其中 x为 ADN质量分数，y为体系冰点温度，单位

为℃。

y=-25.49x2-11.34x-0.08 （4）
y=447.53x2-434.27x+86.16 （5）

图 3为氨质量分数在 0~36.58%区间的氨-水体

系的液-固相图［16］，其最低冰点温度可达-97℃。对

该数据拟合形成多项式拟合公式，如式（6）所示，R2=
0.999。其中 x为 NH3质量分数，y为体系冰点温度，单

位为℃。

y=-80.43x-339.85x2-988.15x3 （6）

分 别 计 算 前 述 ADN-NH3-H2O 三 元 体 系 去 除

NH3，ADN组分后，留下的 ADN-H2O，NH3-H2O二元

体系中 ADN与 NH3的质量分数，并利用拟合公式计

算该二元体系的理论冰点温度，其结果如表 2所示。

将其与 ADN-NH3-H2O三元体系的冰点检测结果进

行比较可以发现，加入氨水后，在不同 ADN浓度下，

三元体系冰点比 ADN-水体系冰点均有明显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ADN-NH3-H2O体系的冰点温度同时

低于相应质量分数 ADN-水、氨-水体系的冰点温度，

这意味着二者在降低体系冰点的作用中产生了协同

作用，其具体作用机理推测如下：

盐的溶解过程是盐晶体中的离子与水分子结合

生成配位结构，形成由多个水分子配位的阴、阳离子

的过程。凝固过程是体系分子的有序化过程，水分

子与离子的结合使得水分子间作用力减弱，不易形

成有序化结构，导致冰点下降。ADN作为一种强酸

弱碱盐，其水溶液呈弱酸性，DN-离子对应的 NH4
+离

子在水溶液中遵循如下可逆过程

NH4
++H2O↔NH3•H2O+H+ （7）

随着氨水的加入，将推动以上反应向左侧进行，

使溶液中与 DN-离子对应的 NH4
+离子全部变为离子

状态，更有利于 ADN的离解，使其溶解度升高。

同时 ADN水溶液中的电离过程变为

NH3·H2O↔NH4
++OH- （8）

在 ADN-氨-水三元体系中，NH4
+离子、DN-离子、

OH-离子和氨同时与水分子发生作用，较二元体系的

ADN-水和氨-水而言，体系的有序化更为困难，导致

冰点温度更低。

Fig. 3 Solid-liquid phase equilibria data for the system

Ammonia-water

Fig. 2 Solid-liquid phase diagram for the system ADN-water

Table 2 Freezing point calculation results of ADN-H2O and

NH3-H2O system in ADN-NH3-H2O ternary system

ωNH3 - H2O

/%
70.00
70.27
70.68
71.03
71.33
60.00
60.74
61.46
62.50
63.31
50.00
51.01
52.06
53.18
54.66

ADN-H2O
Cal.F.P. /℃
1.46
1.99
2.78
3.49
4.10
-13.29
-12.51
-11.70
-10.44
-9.40
-12.12
-12.50
-12.91
-13.34
-13.93

ωNH3 - H2O

/%
0.00
1.66
3.33
5.06
6.46
0.00
3.00
6.24
10.00
13.21
0.00
4.00
8.00
12.00
17.13

NH3-H2O
Cal.F.P. /℃
0.00
-1.44
-3.09
-5.07
-6.87
0.00
-2.75
-6.58
-12.43
-18.84
0.00
-3.82
-9.11
-16.25
-28.73

ADN-NH3-H2O
F.P. /℃
0.1
-1.5
-4.0
-5.5
-7.0
-13.5
-17.5
-22.0
-25.5
-30.5
-11.0
-15.5
-18.5
-24.5
-32.0

PS：ωADN - H2 O is ADN weight fraction with only ADN and H2O in ADN-
NH3-H2O ternary system；ωNH3 - H2 O is NH3 weight fraction with only NH3
and H2O in ADN-NH3-H2O ternary system；F.P.：freezing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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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对于 ADN-水体系，氨是一种优秀的

添加剂。可降低 ADN推进剂体系冰点，增大其能够

适用的温度区间，优化 ADN体系推进剂的能量特性，

以上数据可对低冰点 ADN基推进剂的研制提供一定

理论指导。

3.2 氨对ADN-水体系常温贮存稳定性的影响

测试将 ADN的质量分数定在 50%，可较好地模

拟常见 ADN基含能离子盐溶液体系。测试结果记录

于表 3，由表中数据可以得出，加入的 NH3 组分令

ADN-水体系的分解最高热流量降低了约 1/3，说明氨

的加入令 ADN-水体系的稳定性有了明显的提升。

可以注意到，加入氨水的几个样品的 pH值和最高热

流量均相近，说明氨的加入量对 ADN-水体系稳定性

的提升较小。与利用微量氨水调节 pH的 ADN-水体

系样品作对比（调节 pH所需的氨水用量极小，加入氨

水量对其他组分质量分数的影响可以忽略），可以发

现，氨含量 8.21%与 4.99%的样品最高热流值基本一

致。pH越低，体系最高热流值越高。因此可认为氨

所起到的体系稳定性提升作用主要来源于其对 ADN
体系 pH值的提升。推测机理为：由于 ADN作为一种

强酸弱碱盐，碱性条件有利于抑制其水解生成易分

解的HDN酸，从而提高了 ADN-水体系的稳定性。

同时观测到，氨含量 8.21%与 4.99%的样品和无

氨加入的样品，在实验后均出现了由于样品瓶内部

压力过大导致的样品瓶盖鼓胀的现象。对未加入氨

的样品而言，这是由于 ADN的自分解导致了气体的

产生。这意味着尽管单纯的 ADN-水体系在长期储

存中不会由于热积聚而导致的自催化加速分解而产

生安全隐患，仍需注意由 ADN自身分解产生的气体

令储罐内部压力增大而带来的安全隐患，但在室温

下其自分解速度极为有限，因分解导致的气体产生

速度也十分缓慢，因此长期贮存可通过定期泄压手

段避免。

对高氨浓度的样品而言，这是由于温度的提升

致使 ADN-氨 -水体系中的氨 -水体系蒸汽压升高

导致。

氨水溶液的蒸汽压的半经验计算公式［17］为
lnpNH3 = 20.9736 - 4311.20/T + lnxNH3 +

(12.3134 - 0.030167T ) xNH3 （9）
lnpH2O = 18.6684 - 4030.18/T +

(13.3134 - 0.030167T ) ln (1 - xNH3 ) +
(12.3134 - 0.030167T ) xNH3 （10）

pNH3·H2 O = pNH3 + pH2 O （11）
式中 xNH3 为氨的质量分数；pNH3·H2 O 为氨水的总蒸

汽压，mmHg；pNH3 为氨的蒸汽压，mmHg；pH2 O 为水的

蒸汽压，mmHg；T为温度，K。
根据以上公式可计算出，90ºC 时，8.21% 氨和

4.99%氨均超过该温度下氨水的饱和浓度。测试瓶

顶部为橡胶层，其承压不高于 0.15MPa，故承载高氨

含量样品的样品瓶在高温测试后发生了鼓胀现象，

采用较低的测试温度可缓解这一现象。由于实际储

存温度远低于测试温度，在常温储存环境下体系蒸

气压低于测试环境，但仍高于无氨水存在的 ADN-水
体系，因此从安全储存的角度来讲，应控制 NH3组分

含量，将体系 pH值调节至一合适水平。

3.3 金属离子对 ADN-水体系常温贮存稳定性的

影响

与上组实验相同，ADN 的质量分数同样定在

50%。由于金属离子杂质在成品推进剂中的含量往往

极低，因此此处加入的金属离子用量单位也为mg/kg。
加入的杂质质量分数以金属离子质量分数计算而非

硝酸盐质量分数计算。测试结果记录于表 4。可以

发现，微量 Fe3+与 Cr3+（≤15mg/kg）的加入并未令 ADN-
水体系的稳定性下降，反而有了少量提升，而 Cu2+的
加入则令 ADN-水体系的稳定性有小幅下降。对含

30mg/kg金属离子的 ADN-水体系样品而言，相较于

无金属离子加入的推进剂样品，其稳定性有小幅

下降。

结合图 4所示 DSC测试数据可以发现，≤15mg/kg
Fe3+与 Cr3+使 ADN水溶液的分解温度由 186℃略微升

高至 188℃和 189℃，这证实了其对 ADN分解的抑制

作用，推测 Fe3+与 Cr3+在仅以痕量形式存在时将对

ADN的分解反应产生负催化作用。

当 Fe3+与 Cr3+达到 30mg/kg时，ADN的分解反应

分别提前至 164℃与 159℃开始，说明 Fe3+与 Cr3+在

Table 3 Effect of Ammonia on stability of ADN-water

system at room temperature

ωADN/%
50.00
49.98
49.96
50.00
50.00
50.05

ωNH3 /%
8.21
4.99
2.00
Trace
Trace
0

ωH2 O /%
41.79
45.03
48.04
50.00
50.00
49.95

pH
9.98
9.96
9.41
7.98
6.99
6.31

Max heat flow/
（µW/g）
127.473
132.178
121.501
111.878
120.109
19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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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g/kg以上时将对 ADN体系的分解反应产生催化

作用。

Cu2+的催化作用较明显，随着浓度的增加，将

ADN的分解温度降低至 143℃，证实了其对 ADN体系

分解反应的催化作用。

金属离子含量对 ADN体系的分解反应产生抑制

作用的质量分数范围很窄，因此在实际生产与储存

过程中仍应尽量避免金属离子的引入。但以上结果

均仍未超出美军标规定的 10年贮存寿命的阈值，可

以认为这些体系在长期储存后仍符合使用标准。

但需要注意的是，最高热流值与样品自分解速

率直接相关，而 ADN的自分解过程中有气体产生，最

高热流越高即意味着在相同温度、相同储存时间内，

体系产生的气体量也越大。因此应避免生产储存过

程中有过量金属离子混入 ADN样品之中，以避免由

于气体积存过多、储罐内部压力增大而导致的安全

隐患。但隐患影响较为有限，可通过间隔时间（年为

单位）的定期泄压手段排除。

4 结 论

本文研究了氨作为助剂及金属离子作为杂质对

ADN-水体系常温贮存稳定性的影响，结论如下：

（1）氨的加入令体系冰点明显下降，这极大地拓

展了 ADN基推进剂可应用的温度范围。同时，少量

氨的加入令 ADN-水体系的热稳定性也有了明显提

升。这证明了氨在 ADN推进剂体系中是一种优秀的

助剂。但考虑到氨对 ADN-水体系的稳定性提升是

基于其对 pH值的影响，且高质量分数的 NH3带来的

Table 4 Effect of metal ions on stability of ADN-water

system at room temperature

Impurity
No added
Fe3+
Fe3+
Fe3+
Cu2+
Cu2+
Cu2+
Cr3+
Cr3+
Cr3+

Mass fraction/（mg/kg）

2.3
11.6
30.0
3.4
17.0
30.0
4.1
15.0
30.0

Max heat flow/（µW/g）
191.034
170.229
174.420
246.468
187.272
215.999
223.439
165.937
176.663
231.261

Fig. 4 DSC test graph of 50% ADN-water system with metal 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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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蒸汽压对其贮存稳定性也有负面影响，如何令

ADN基推进剂体系中 NH3的含量在降低冰点与提升

贮存稳定性间取得平衡，将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究

的课题。

（2）痕量 Fe3+与 Cr3+的加入对 ADN的分解反应具

有抑制作用，因此令 ADN推进剂体系的稳定性有小

幅提升，可以考虑探索这一抑制作用的质量分数范

围，以提升 ADN基推进剂体系的稳定性。

ADN是一种优秀的含能氧化剂，目前虽已有其

应用于单组元推进剂领域的报道，但其性能仍有可

优化之处，仍需进一步研究。

致 谢：感谢大连市科技创新基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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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温NiAl合金锥形薄壳件制备成形一体化新工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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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NiAl合金板坯制备及板坯成形锥形薄壳件存在的材料流动及组织性能控制困难的问

题，提出了一种制备成形一体化新工艺。该工艺是将塑性成形和反应合成在同一工步中，即先将Ni/Al
叠层箔置于模具中进行塑性成形，随后对成形的Ni/Al叠层箔原位加热加压反应合成NiAl合金薄壳件。

采用三维扫描仪及Geomagic Studio/Qualify对锥形薄壳件的形状精度进行了分析，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SEM） 和电子背散射衍射 （Electron Backscatter Diffraction，EBSD） 技术

对其微观组织进行了表征，并对构件的高温力学性能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采用该新工艺制备的锥形

薄壳件成形效果良好，整体型面偏差尺寸在±0.1mm以内；构件沿轴截面壁厚平均偏差为 0.012mm，沿

横截面壁厚平均偏差为0.072mm，构件轴截面壁厚分布均匀性及组织成分均匀性高于横截面。构件高温

力学性能稳定，1000℃时平均屈服强度为 77.8MPa，平均抗拉强度为 82.6MPa。NiAl合金构件的微观晶

粒形貌与Ni箔的初始热处理状态及Ni/Al箔的初始厚度有关，未退火的Ni箔将延缓粗晶区晶粒的长大，

减小初始箔材厚度可实现晶粒的进一步细化。

关键词：镍铝合金；薄壳件；超高温成形；超高温材料；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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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Integrated Process of Forming and Reaction Synthesis
for Ultra-High Temperature NiAl Alloy Thin-Walled Conical

Components

SUN Ying1，LIN Peng2，YUAN Shi-jian1，3
（1. National Key Lab for Precision Hot Processing of Metals，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arbin 150001，China；

2. College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aiyuan 030024，China；
3. Institute of Precision Forming for High Performance，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alian 116024，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material flow，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control
during the process of preparing NiAl alloy sheets and forming thin-walled conical components，a new integrated
process of forming and reaction synthesis is proposed. In the new process，plastic forming and reaction synthesis
are accomplished in the same stage. The Ni/Al laminated foils are first alternately placed in the mold for plastic
forming，and then，the formed Ni/Al laminated foils are heated and pressurized in-situ to synthesize into NiAl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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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y thin-walled components. The shape accuracy of the thin-walled conical component was analyzed by 3D scan‐
ner and Geomagic Studio / Qualify. The microstructure was characteriz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SEM）
and electron backscatter diffraction（EBSD）technology.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components under high
temperature were tes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hin-walled conical components manufactured by the new pro‐
cess have good forming precision，and the overall surface deviation size is within ±0.1mm. The average deviation
of the wall thickness along the axial section is 0.012mm，and that along the transverse section is 0.072mm. The
uniformity of wall thickness and composition along the axial section are higher than those along the cross secti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components are stable under high temperature with the average yield strength of
77.8MPa and the average ultimate tensile strength of 82.6MPa at 1000℃. The microscopic grain morphology of
the NiAl alloy components is related to the initial heat treatment state of Ni foil and the initial thickness of Ni/Al
foils. The unannealed Ni foil will postpone the growth of grains in coarse grain regions. The grain size of NiAl alloy
can be refined by reducing the thickness of the initial Ni/Al foils.

Key words：NiAl alloy；Thin-walled component；Ultra-high temperature forming；Ultra-high tempera‐
ture material；Mechanical performance

1 引 言

随着航空航天科技的进步，新一代空天飞行器

及发动机需要满足高马赫数、高性能和高可靠性的

发展要求，对轻质耐高温薄壁曲面构件的需求不断

增大，重点体现在蒙皮、进气道、尾舵等部件及热防

护系统中［1］。面对更高的服役温度及更严苛的工作

条件，常用的钛合金已达到其极限使用温度，而镍

基高温合金由于密度高易造成结构超重，亟待采用

新型轻质耐高温结构材料。NiAl合金具有熔点高

（1640℃）、密 度 低（5.86g/cm3）、使 用 温 度 高（约

1250℃）、比强度高、比刚度高和抗氧化性优良等优

点［2-4］，使其在航空航天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作为新型轻质耐高温结构材料［5］，其应用有助于实现

空天飞行器及发动机等结构部件减重［6-8］，从而推动

技术进步。然而，由于 NiAl合金室温塑性和韧性较

差［5］，其高温熔体化学活性较强、充型流动性不足、热

塑性加工变形能力不高等问题，传统的热加工技术

和设备很难制造 NiAl合金构件［9-11］。

为了实现 NiAl合金复杂形状构件的高效制造，

国内外学者对其加工技术展开了研究。熔炼和精密

铸造复合技术［1］，可用于制备 NiAl合金涡轮叶片。该

复合技术是在普通真空感应炉中熔炼后结合精密铸

造的方法直接浇铸制备构件，通过模具型腔的约束

获得所需要的构件形状，同时通过凝固过程的可控

性，获得构件所需的组织与性能［1］。然而，该工艺存

在的主要问题是容易产生铸造缺陷［12］，如气孔和成

分偏析，构件各区域组织均匀性难以保障。粉体成

形技术［1，13-14］，可用于制备 NiAl合金舵翼类、舱体类

构件。该方法是将锭料采用机械粉碎或离心喷雾制

成粉末，在模具内对其加压成形后烧结制备出复杂

形状构件的工艺过程，该技术制备的构件具有组织

均匀、晶粒细小的特点［1］。然而，该工艺受限于元素

粉末尺寸，粉末混合时易造成氧元素污染，并且烧结

的构件难以获得理想且均匀的致密度。热挤压法［2］

是将铸锭采用挤压工艺获得 NiAl合金棒状或条状材

料的加工方法。然而，挤压过程中，坯料与模具之间

摩擦力较大，坯料表面产生的剪切应变易造成垂直

于挤压方向处产生裂痕［2］。熔炼和精密铸造复合技

术、粉体成形技术以及热挤压法适合于体积成形，但

不适用于薄壳构件的成形加工［11］，这是因为 NiAl合
金板坯制备困难及板坯成形薄壳构件时存在材料流

动及组织性能控制困难的问题。鉴于此，亟待研发

NiAl合金薄壳构件精密成形加工新技术。

2 工艺过程与试验方法

2.1 制备成形一体化新工艺

制备成形一体化工艺将塑性成形与合成制备在

同一工步中完成，其工艺过程如图 1所示。该工艺主

要包括两个阶段：（1）塑性成形阶段：将 Ni/Al叠层箔

放置在凹模中心位置，合模后成形出构件所需的尺

寸和形状，获得锥形 Ni/Al叠层箔构件。由于叠层箔

的塑性较好，所需的成形压力数值较低。（2）合成制

备阶段：模具闭合后随炉升温至指定温度，并提供一

定的合模力。在合模压力与温度的共同作用下，构

件在模具型腔内发生反应合成，最终制备出 NiAl合
金锥形薄壳构件。

制备成形一体化新工艺具有近净成形［15］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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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获得复杂形状构件的同时，能够通过工艺过程

控制，调控构件内部组织，以获得高性能 NiAl合金薄

壳构件。采用新工艺制备的构件表面质量较高，不

易发生起皱和材料挤出等缺陷，成形效果良好。

2.2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选用高纯 Ni箔（纯度为 99.97%）和高纯

Al箔（纯度为 99.99%），根据目标构件的外形尺寸展

开计算得到 Ni箔和 Al箔的坯料尺寸，如图 2所示。

将 Ni箔和 Al箔相互堆叠后获得 Ni/Al叠层箔，整体放

入丙酮溶液中超声波清洗 15min，清水洗净后置于无

水乙醇溶液中超声波清洗 15min，取出冷风干燥。根

据试验要求，设计了 A1，A2和 A3共三种类型的坯

料，如表 1所示。

2.3 试验过程及方法

采用 40T真空扩散焊接机进行试验。将 Ni/Al叠
层箔置于凹模中间位置，合模后整体随炉升温至

650℃，升温速度为 9℃/min，保压 5MPa，保温 4h，促使

熔 点 较 低 的 Al 快 速 消 耗 并 转 化 为 NiAl3 和 Ni2Al3
相［11］。随后，以 4℃/min的速度升温至 1200℃，保压

10MPa，保温 1h，促使反应合成过程中产生的其它中

间相，如 NiAl3，Ni2Al3和 Ni3Al相完全转化为最终所需

的 NiAl相［11］。最后，随炉冷却至室温。合成制备阶

段温度和压力的加载曲线如图 3所示。图 4所示为

采用制备成形一体化新工艺制备的 NiAl合金锥形薄

壳件。

采用 Power Scan-ⅡS蓝光精密型三维扫描仪测

得构件三维点云数据，并采用 Geomagic Studio/Qualify
软 件 获 取 构 件 的 三 维 尺 寸 精 度 ，分 析 精 度 为 ±
0.02mm。使用电火花线切割机床从构件上切取组织

观察和性能测试样品。如图 5所示，测量起点位于锥

面构件小圆端，测量终点位于大圆端，其中轴截面表

示过锥形构件中心轴线的截面，横截面表示垂直构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loading curve and

temperature change

Fig. 2 Dimensions of components and blanks

Table 1 Parameters of the laminated Ni/Al foil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marks

Parameter
Element foils
Thickness/mm
Number of layers

Heat treatment states

Mark
A1

Ni
0.06
10

As-received

Al
0.10
9

As-received

A2
Ni
0.06
10

700℃/2h

Al
0.10
9

As-received

A3
Ni
0.03
19

As-received

Al
0.50
18

As-received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forming and reaction synthesis integrated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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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心轴线的截面。各横截面分别距小圆端的距离

为 5，25，45和 65mm。各横截面的测量起点位于中心

对称轴（定义为 0°），每间隔 15°进行一次测量，直至

75°。使用青量西北 0-25型双尖螺旋测微器获取构

件各区域的壁厚分布数据，测量精度±0.01mm。为研

究构件各区域的组织特征及断口形貌，采用 Zeiss Su‐
pra 55扫描电子显微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对 其 背 散 射 电 子 相（Backscattered electron，
BSE）及二次电子相进行观察。采用能谱仪（Energy
dispersion spectrum，EDS）进行微区成分测定，并使用

电子背散射衍射（Electron backscatter diffraction，EB‐
SD）技术分析了晶粒形貌特征。EBSD测试时，加速

电压为 20kV，采集速度为 20Hz，步长为 1.8µm。样品

空间坐标系由轧向（Rolling direction，RD）、法向（Nor‐
mal direction，ND）和侧向（Transverse direction，TD）组

成，观察面为 ND和 TD组成的平面。测试的样品依

次使用 400#~1200#金相砂纸进行预磨，随后进行电

解抛光，电解液的体积百分比组成为 6%高氯酸+35%
正丁醇+59%甲醇，抛光采用液氮冷却至-30℃，电流

0.8A，电压 30V使用 Shimazu AG-X Plus 50kN万能试

验机进行高温拉伸测试，应变速率选用 1×10-3s-1，拉
伸试样平行段长度为 18mm，宽度为 4mm。

3 结果与讨论

3.1 构件组织特征

图 6所示为沿截面 1在 0°方向不同构件的微观

组织形貌。可以看出构件 A1，A2和 A3均由灰黑色

的 NiAl相构成，未发现其它颜色衬度的相分布其中，

说明构件已由原始的 Ni/Al叠层箔经过一系列的转换

过程，包括形成 NiAl3，Ni2Al3，Ni3Al等［11，16］，最终合成

制备为均质的 NiAl合金。由图 6（c）中 EDS线扫描结

果表明，Al的原子百分比 ηAl与 Ni元素接近，未出现

明显的成分波动现象，说明构件中 Ni/Al元素沿厚度

方向保持稳定的配比关系（约 1：1）。同时，构件 A2

和 A3均表现出相同的 Ni/Al元素配比规律。EBSD结

果表明，三个构件的晶粒形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这主要与参与合成制备的元素箔的初始状态有关。

由图 6（a）和（d）对比可知，构件 A1主要由粗晶、柱状

晶和细晶三种形态的晶粒构成。而构件 A2主要存在

粗晶和细晶两部分，其中粗晶区的晶粒发生了显著

长大。通常情况下，柱状晶是在剧烈的元素扩散反

应中形成的，因此未退火的 Ni箔将加速 Ni/Al的反应

速度，同时延缓粗晶的长大。由图 6（g）可知，构件的

微观形貌表现为典型的层状结构，由粗晶和细晶堆

叠构成。在构件 A2中，粗晶和细晶的平均尺寸分别

为 44.06µm和 8.73µm，而在构件 A3中，粗晶和细晶

的平均尺寸分别减小至 10.01µm和 5.76µm。可以看

出，减小 Ni/Al箔材的初始厚度能够获得更加细小晶

粒尺寸的构件。因此，Ni箔的初始热处理状态及 Ni/
Al箔的初始厚度都对最终合成制备的 NiAl合金的微

观晶粒形貌具有重要影响。

图 7所示为构件 A1不同截面及角度的背散射电

子像。由图 7可知，构件各位置的 BSE电子像均由灰

黑色的 NiAl相组成。在截面 1中，构件沿 0°和 30°方
向致密性良好，在 75°方向出现了层状分布的显微孔

洞，孔洞的数量和大小均高于其它方向。另外，截面 4

Fig. 5 Measurement positions on the thin-walled conical

component

Fig. 4 NiAl alloy thin-walled conical components fabricated

by the new integrated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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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与截面 1相似的特点，孔洞数量、大小和位置均

相差不大。因此，沿同一横截面，构件的致密度随着

角度的增加逐渐减小。沿同一轴截面，构件的致密度

变化不明显。图 8所示为构件不同截面原子百分比 η

分布图。由图 8（a）和（b）可知，在截面 1和截面 4中，

随着角度的增加，Ni/Al原子成分均在 50%附近处发生

Fig. 7 BSE images of different sections at different angles on the thin-walled conical component

Fig. 6 Microstructure characterizations of the thin-walled conical component at 0° in sec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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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波动，波动较大的区域主要存在于 30°~45°方向。

由图 8（c）可知，构件沿轴截面方向 Ni/Al原子成分未

发生明显的波动，其成分均匀性较高。因此，构件沿

轴截面方向Ni/Al原子百分比均匀性要高于横截面。

3.2 构件形状精度

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新工艺制备的锥形构

件进行形状精度分析。图 9所示为 NiAl合金锥形薄

壳件尺寸精度分析图，其中图 9（a）为构件 A1的实物

图，可以看出构件成形效果良好，质量高，具有良好

的贴模效果。图 9（b）为构件三维尺寸精度云图。三

维尺寸精度对比分析时，首先对实物进行数据测量

和曲面重构，获得的点云数据及模型与原始设计模

型进行对比分析，获得统计数据结果。通过对点云

数据中 719705个数据点的偏差进行分析统计，可得

平均上偏差为+0.022mm，平均下偏差为-0.019mm，平

均偏差为 0.027mm。从三维尺寸精度云图可以看出，

主要型面区域尺寸与设计尺寸相似，构件整体型面

最大偏差尺寸均在±0.1mm以内，说明构件与模具型

面基本一致，具有良好的尺寸精度，符合设计要求。

边缘位置的尺寸偏差略大于其它位置，这与构件成

形时发生位置的轻微错动有关，构件的尺寸精度主

要受模具加工精度的影响。

图 10所示为构件 A1不同截面壁厚分布图。各

截面位置及其角度定义方式同上所述。可以看出，

构件在各位置均发生了壁厚减薄。构件各横截面

中，沿 0°方向的壁厚均小于其它方向，该处壁厚最大

减薄量为 21.5%。随着角度的增加，壁厚逐渐增大，

在±75°方向获得壁厚最大值，该处壁厚最大减薄量为

5.7%。这是由于 Ni/Al合成制备过程中，相变及高温

塑性变形引起坯料厚度变化，刚性凸模发生下行，凸

凹模之间原始的同心状态发生变化造成的。另外，

构件各轴截面中，沿母线方向的壁厚仅发生略微增

大。构件沿轴截面的壁厚平均偏差仅为 0.012mm，而

沿横截面的壁厚平均偏差为 0.072mm。因此，构件沿

轴截面方向的壁厚均匀性要高于横截面。

3.3 构件力学性能及断口形貌

图 11（a）所示为构件 A1，A2及 A3在 1000℃时不

同角度的力学性能分布图。拉伸试样沿着锥面构件

轴截面方向的同一角度获得，应变速率为 1×10-3s-1。
可以看出，随着角度的增加，同一个构件的屈服强度

和抗拉强度变化不大，构件 A1的平均屈服强度为

77.8MPa，平均抗拉强度为 82.6MPa。因此，采用制备

成形一体化新工艺制备的锥形薄壳件，在-60°~60°具
有稳定的力学性能。由图 11（b）可知，构件 A1，A2和
A3 的 平 均 屈 服 强 度 分 别 为 77.8MPa，77.4MPa 和

Fig. 9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imension accuracy of the

thin-walled conical component

Fig. 8 Composition in different sections of the thin-walled

conical 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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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MPa，平均抗拉强度分别为 82.6MPa，86.7MPa和
75.3MPa。可以看出，Ni箔的初始热处理状态对 NiAl
合金构件 1000℃时的高温力学性能影响不大，而同

时减小 Ni/Al箔材的初始厚度的 50%，将显著减低其

高温强度。通过扫描电镜分别对在 1000℃时取自构

件 A1，A2和 A3上 0°方向的拉伸试样断口进行观察，

其断口形貌如图 12所示。可以看出，断口表面粗糙

不平并出现了不同大小的韧窝，表明了其高温下呈

现出显著的延性断裂的特征。另外，断口形貌总体

表现为锯齿状，这是由于其特有的双峰层状结构造

Fig. 12 Fracture surface of the thin-walled conical component at 0°

Fig. 10 Thickness distribution of the thin-walled conical component

Fig. 11 Tensile properties of the thin-walled conical 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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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其中构件 A3断口的锯齿高度和深度要明显小

于 A1和 A2，说明细化晶粒能够通过促进其协调变形

以延缓宽大的锯齿状断口的形成。

4 结 论

（1）采用新工艺成形的锥形薄壳件的微观组织

与 Ni箔的初始热处理状态及 Ni/Al箔的初始厚度有

关。未退火的 Ni箔将延缓 NiAl合金粗晶区晶粒的快

速长大，减小 Ni/Al初始箔材厚度可实现 NiAl合金晶

粒的细化。

（2）三维尺寸精度对比分析可知，构件尺寸精度较

高，平均上偏差为+0.022mm，平均下偏差为-0.019mm，
平均偏差为 0.027mm，构件整体型面最大偏差尺寸均

在±0.1mm以内。

（3）构件各横截面的壁厚随着角度的增加略微

增大，组织成分发生轻微波动。构件沿轴截面的壁

厚平均偏差为 0.012mm，沿横截面的壁厚平均偏差为

0.072mm。构件轴截面壁厚分布均匀性及组织成分

均匀性高于横截面。

（4）构件具有稳定的力学性能，1000℃时平均屈

服强度为 77.8MPa，平均抗拉强度为 82.6MPa。Ni箔
的初始热处理状态对构件高温力学性能影响不大，

而减小 Ni/Al箔材的初始厚度将减低其高温强度。

致 谢：感谢哈尔滨工业大学刘钢教授给予的指导和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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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用柴油机压电喷油器执行器动态特性试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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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究热-电场下压电喷油器内部执行器动态特性变化规律，建立了压电执行器热-电-力
多场加载动态测试系统，分析了在不同电场和热场下压电执行器的动态响应特性和位移特性的变化规

律。结果表明：压电执行器响应速度随充放电过程峰值电流的增加而增加，其最大稳定位移随驱动电压

增加也基本呈现线性增加的趋势，电压由 100V增加到 160V，最大稳定输出位移增加了约 57.9%，但充

放电时间有所延长；当电流超过14A，电压超过140V时变化趋势减缓；温度低于100℃时，压电执行器

的最大稳定位移随温度升高基本呈现线性增加的趋势，尽管充放电过程峰值电流有所增加，但受执行器

材料等效电阻和电容的变化影响，响应特性仍变差；当温度超过 100℃时，由于逐渐接近材料的居里温

度点，执行器输出位移急剧减小，且响应时间明显延长，不利于压电执行器的快速响应。

关键词：喷油器；驱动电压；驱动电流；温度；压电执行器；动态特性；船舶柴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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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Piezoelectric
Injector Actuator of Marine Diesel Eng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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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ctuator of piezoelectric injector under the
thermal-electrical field，a dynamic test system of the thermal-electrical-force multi-field loading of the piezo‐
electric actuator was established. The dynamic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and displac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iezoelectric actuator under different electric and thermal field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ponse
speed of the piezoelectric actuator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peak current during the charging and dis‐
charging process. The maximum stable displacement increases linearly with the increase of driving voltage. The
voltage increases from 100V to 160V，and the maximum stable output displacement increases by about 57.9%，

while the charging and discharging time increases. When the current exceeds 14A and the voltage exceeds 140V，

the change trend slows down. When the temperature is lower than 100℃，the maximum stable displacement of
piezoelectric actuator increases linearly with the increase of temperature. Although the peak current increases dur‐
ing the charging and discharging process，the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are still poor due to the chang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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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valent resistance and capacitance of the actuator material. When the temperature is over 100℃，the actuator
output displacement decreases sharply and the response time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due to approaching Curie
temperature point of the material，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rapid response of the piezoelectric actuator.

Key words：Injector；Driving voltage；Driving current；Temperature；Piezoelectric actuator；Dynamic
characteristics；Marine diesel engine

1 引 言

高压共轨系统具有喷射压力高、喷油速率可调

的特点，已成为当前柴油机燃油喷射系统的主流［1］。

随着船舶柴油机向着高速、高功率密度的方向发展，

燃油喷射系统需要实现更高压力和更加灵活的多次

喷射［2-4］。与电磁阀式喷油器相比，压电式喷油器可

充分利用压电叠堆驱动力大、响应速度快、功耗低的

优势，提高了共轨系统电控喷油器的性能，可有效地

改善柴油机缸内燃烧过程、降低燃油消耗率和排放，

为改善船舶动力性能提供了有效的技术途径［5-8］。

2016年，德国大陆公司研制的新型压电式共轨喷射

系统［9］，实现了 250MPa的高燃油系统压力，并达到每

循环多达 8次 150µs小间距的精确喷射。

作为喷油器内部电-机转换的关键执行机构，压

电执行器的动态特性直接关系着喷油器喷射过程的

好坏。由于执行器的应变量较小，为增大工作行程，

往往需要施加强电场进行驱动，同时在较高的工作

频率下，受到环境温度和自生热的影响［10-11］，压电喷

油器处于变温（-30~150℃）和强电场（>1.5kV/mm）的

热-电耦合工作场中。在变化的热-电耦合工作场

中，压电材料铁电畴的翻转与运动会出现较强的非

线性和迟滞性［12］，使压电执行器的性能参数发生较

大变化，给研究压电喷油器响应特性及补偿控制带

来了困难。Altieri等［13］在不同工作温度（20~85℃）和

充电电压（70~150V）下进行压电陶瓷材料叠堆位移

的试验测量，发现同一电压下工作温度的升高使得

叠堆位移增加，且几乎呈线性关系，Li等［14］在压电叠

堆准静态条件下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Senousy等［15］

针对压电叠堆执行器开展了试验研究，得出了不同

温度、驱动电压和频率对执行器静态位移输出的影

响规律，对于执行器的驱动补偿控制有一定的借鉴

作用。Raul等［16］对不同工作温度、驱动电压和燃油

压力下直驱式压电喷油器的喷油规律进行了试验研

究发现，受执行器的动态特性改变的影响，在不同驱

动电压和喷射压力下工作温度对喷油器喷射速率的

影响差异十分显著。

从文献［17］可知，陶瓷材料的压电性和介电性

随温度变化十分明显，这必然使得压电叠堆执行器

在喷油器内部复杂热-电场中的动态特性也会发生

较大的改变，不利于压电喷油器油量的精确控制。

基于此，本文对研制的压电执行器在不同热-电场下

的动态位移特性进行试验研究，探究电场和热场对

压电执行器性能的内在影响规律，为船用喷油器内

部大位移、大输出力的压电叠堆执行器的研制和精

确稳定控制提供理论支撑。

2 试验系统及方案设计

2.1 压电叠堆执行器

压电执行器由多层压电陶瓷片叠加而成，机械

上采用串联的方式，由于压电陶瓷片的极化方向为

执行器的轴向，因此所有陶瓷片位移增量之和即为

执行器的输出位移。各陶瓷片之间采用绝缘材料进

行隔离，外部电极为银-锂合金，通过固态烧结而成。

各压电陶瓷片的厚度较小，这使得可以通过较小的

电压获得更好的驱动能力。

对于压电执行器来说，一方面，作用面积增加使

得电容增大，执行器充放电时间增加，导致其动态响

应会有所变慢；另一方面，作用面积的增加使得执行

器的输出力会有所增加。因此综合考虑到压电执行

器的输出位移、输出力和响应时间的要求，试验采用

360层、单层厚度为 0.17mm的压电晶体叠堆式执行

器。图 1分别为执行器的结构示意图及封装后的实

物图，该执行器两端分别为接线槽座和球面型顶头，

采用对中夹具实现两端部件与压电叠堆执行器的安

装，侧面采用环氧树脂封装隔离燃油。

2.2 压电执行器多场加载动态测试系统

压电执行器多场加载动态测试系统包括力场加

载子系统、温度场加载子系统、电场加载单元和位移

信号检测子系统，能够有效地模拟压电执行器所处

的热-电-力多场工作环境，试验系统装置如图 2所
示，测试设备及参数见表 1。力场加载是通过在装载

压电执行器的固定夹具内部安装相同刚度、不同厚

度的弹簧片实现的，热场加载是通过将压电执行器

置于恒温干燥箱中实现的。

电场加载系统包括驱动电路、24V直流电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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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1500可调高压电源组成。驱动电路为完全开环

的充放电开关电路，其充放电过程电流的变化幅值

由电路中电感、限流电阻以及执行器电参数决定，通

过调节 SW1500直流稳压稳流电源的输出电压来改

变驱动电压，可实现 0~220V的高压供电，可通过调节

电路中串联电阻值来调节驱动峰值电流；低压电路

部分采用 24V直流线性电源实现供电；此外，该驱动

电路能够实现多脉冲（1~3次）控制信号脉宽、间隔以

及工作频率的调控。

位移信号检测系统采用激光多普勒测振装置，

包括 OFV-2510振动测试控制器、OFV-534紧凑式光

学头和外部激光探头，如图 3所示。它采取基于条纹

计数的工作原理，适用于具有一定幅值的振动测量，

最高测试频率达到 250kHz。

2.3 试验方案设计

作为压电元件，在外部电场作用下，压电执行

器输出位移会迅速增加，随后逐渐趋于稳定，当撤

掉外部电场时，执行器 迅 速 收 缩 ，输 出 位 移 归 于

零。对于应用在喷油器内部驱动和控制机构的压

电执行器，通常要求它：（1）相比于电磁阀，能够更

加迅速地伸长和收缩以实现喷油器快速响应；（2）
在一定的弹簧和油压造成的负载下，能够满足喷

油器球阀泄油所需的球阀升程。本文对不同驱动

电 压 和 峰 值 电 流 下 的 执 行 器 动 态特性进行了试

验，探究了不同电压和峰值电流对执行器动态过程

的影响规律，以此为压电执行器控制策略的制定提

供依据。

试 验 过 程 中 调 节 压 电 执 行 器 的 固 定 负 载 为

300N，工作温度为 20℃，利用压电执行器的驱动电

Table 1 Basic performance parameters of instruments

Equipment

Drive unit

DC power supply
Constant temperature drying box

Vibration controller
Oscilloscope

Model

EFS8370

SW1500
HTP402C
OFV-2510
DPO2024

Parameters
Current/A

Charging rate/（mA/µs）
Frequency/Hz
Power/W
Voltage/V

Temperature/℃
Frequency/kHz
Bandwidth/MHz

Sampling rate/（Gs/s）

Index
0~20
0~1×104
250
1500
0~220
-40~150
0~250
200
1

Fig. 3 Laser doppler vibration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device

Fig. 1 Structure schematic and physical diagram of

piezoelectric actuator after encapsulation

Fig. 2 Thermo-electric-mechanical multi-field coupling

dynamic test system for piezoelectric actu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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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首先保持驱动电压为 140V 不变，控制脉宽为

1ms，通过改变电流的上升斜率（即改变电路电阻

的阻值），实现不同峰值电流的调节，并测试执行

器工作过程中的动态位移；随后保持峰值电流为

14A左右，调节不同的驱动电压，并测试执行器工

作 过 程 中 的 动 态 位 移 。 具 体 的 试 验 工 况 如 表 2
所示。

为研究热场对压电执行为其动态特性的影响，

调节压电执行器的固定负载为 300N，由于压电执行

器需在较高温度下保持长时间工作，为保证试验的

执行器和电路的安全性，保持驱动电压在 120V左右，

电路中电阻值保持不变，控制信号脉宽为 2.2ms，通过

恒温装置调整压电执行器的工作温度分别为 20，40，
60，80，100，120，130℃，并测试压电执行器的动态

位移。

图 4为压电执行器响应特性和位移特性的评价

指标。由图中可以看出，压电执行器近似于纯电容，

其伸长延迟（从开始通电到执行器位移开始增加的

时间）和收缩延迟（从开始断电到执行器位移开始减

小的时间）很小，仅有 0.02ms左右，因此对执行器响

应特性评价时只考虑了伸长时间和收缩时间。伸长

时间定义为从开始通电到执行器输出位移达到最大

的时间（包括了伸长延迟时间），收缩时间定义为从

开始断电到执行器输出位移归零的时间（包括了收

缩延迟时间）。此外，以执行器工作过程中的最大输

出位移作为其位移特性指标。

3 热-电场下的压电执行器动态特性

3.1 峰值电流的影响

在驱动电压保持 140V不变的条件下，通过改变

电流的上升斜率（即改变驱动电路中电阻值），使得

执行器工作时两端峰值电流分别为 10，12，14，16A，
图 5（a）为不同峰值电流时的执行器动态位移曲线。

可以看出，该压电执行器的位移响应十分迅速，且最

大位移的波动也较小，峰值电流的增加对压电执行

器的最大稳定位移基本没有影响，最大稳定位移保

持在 52.5µm左右。电流的增加使得压电执行器伸长

和收缩速度有所增加，如图 5（b）所示，随着峰值电流

由 10A增加至 16A，压电执行器伸长和收缩的最大输

出速率提高了 27%左右。

由于当压电执行器作为近似于纯电容而存在时，

峰值电流的增加使得执行器充放电速率得到提升，进

而使得其输出位移的响应变快。如图 5（c）所示，执行

器两端实测电场的充放电过程的升压和降压曲线随

电流的增加而变陡，最终使得执行器的伸长时间和收

缩时间都有所缩短，随着峰值电流由 10A增加至 16A，
伸长时间和收缩时间都缩短了约 0.07ms（见图 6）。此

外，当峰值电流超过 14A时，响应时间的缩短幅度开始

变缓，且当峰值电流过高时，驱动电路的安全性会有

所下降，过高的充电电流可能会造成压电陶瓷叠片电

极间的击穿现象，使得执行器的工作可靠性难以得到

保证。因此，进行驱动电路设计时，在不影响执行器

的快速响应前提下，尽量降低驱动过程峰值电流，以

保证执行器能够安全可靠地工作。

3.2 驱动电压的影响

保持峰值电流为 14A基本不变，调节电路驱动电

压分别为 100，120，140，160V，得到不同驱动电压下

压电执行器工作过程的动态位移及输出速率曲线，

如图 7所示。

从图 7可以看出，驱动电压对压电执行器伸长和

收缩过程的响应速度影响较小，但使得压电执行器

的最大输出位移呈线性增加，驱动电压从 100V增加

到 160V，执行器最大输出位移增加了 22µm左右，幅

度约 57.9%。由于峰值电流基本保持不变，驱动电压

的增加使得执行器充放电时间有所延长，执行器伸

长和收缩时间分别延长了 0.07ms和 0.06ms左右，且

当电压超过 140V时，执行器的响应时间明显延长（见

图 8）。此外，驱动电压过高会导致电路功耗的增加

Table 2 Dynamic tests of actuator under different driving

voltages and currents

Voltage/V
140
140
140
140

Peak current /A
10
12
14
16

Voltage/V
100
120
140
160

Peak current/A
13.9
14.1
14.2
14.0

Fig. 4 Evaluation indexes for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piezoelectric actu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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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执行器寿命的减少。因此，进行压电执行器驱动

电路设计时，为保证执行器的快速响应，在满足喷油

器球阀升程需求的前提下，驱动电压不应该过高。

3.3 热场的影响

不同热场下实际测得的驱动电压、峰值电流以

及最大位移量如表 3所示。不同温度下执行器工作

过程中的动态位移和输出速率特性曲线如图 9所示。

从图中可看出，温度在低于 100℃时，执行器最大稳

定位移随温度升高而线性增加，收缩时间分别延长

了 0.05ms和 0.04ms；当温度超过 100℃时，由于逐渐

接近材料的居里温度点，执行器输出位移急剧减小

（见图 10），且响应时间明显延长（见图 11），这与压电

陶材料的性能测试结果基本一致。

由图 12可知，随着温度升高，压电执行器等效电

阻值减小，由于压电执行器两端驱动电压基本保持

Fig. 8 Effect of driving voltage on response duration and

maximum displacement

Fig. 7 Effect of driving voltage on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actuator

Fig. 6 Effect of peak current on response duration

Fig. 5 Effect of peak current on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actu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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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电阻的减小和电容的增加使得充放电瞬间驱

动峰值电流升高。如图 13（a）所示 ，温度升高到

100℃时，峰值电流增加到了 15.1A左右。虽然温度

导致峰值电流增加，会进一步提高充放电速度，但峰

值电流的增加主要集中在充放电瞬间的电流尖峰区

域，该区域的维持时间很短，对充放电过程的增益很

Fig. 11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response duration

Fig. 10 Effects of temperature on maximum displacement

Fig. 12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electrical parameters of

piezoelectric actuator

Fig. 9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actuator

Table 3 Dynamic tests of actuator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s

Temperature/℃
20
40
60
80
100
120
130

Voltage/V
127.19
126.48
129.52
128.68
127.12
127.05
126.86

Peak
current/A
13.08
13.35
13.99
14.62
15.11
14.74
13.69

Maximum
displacement/µm

41.64
45.71
48.31
50.57
52.09
47.60
45.17

Fig. 13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electric field

2630



船用柴油机压电喷油器执行器动态特性试验研究第 42 卷 第 11 期

小；另一方面，温度升高使得执行器等效电容呈现抛

物线增长，由 RC电路原理可知，电容增加会使得压电

执行器的充放电时间明显增加。如图 13（b）所示，随

温度升高，执行器充电时间延长了 0.13ms左右，放电

时间延长了 0.12ms，不利于其快速完成一次充放电

过程。

图 14为不同温度下压电执行器连续两次伸长和

收缩的动态位移输出和充放电过程曲线。两次连续

驱动过程的控制脉宽分别为 0.55ms和 2.2ms，控制信

号间隔为 1.2ms。从试验结果来看，压电执行器能够

快速地完成一次伸缩过程，且执行器充电过程的伸

长响应时间远远小于放电过程的收缩响应时间，这

与驱动电路的充放电电路设计有关。如果考虑到压

电执行器的最大输出位移趋于稳定，执行器完成一

次伸缩的最小脉宽在 0.6ms之内。

此外，温度的升高使得执行器放电时间明显延

长，在控制间隔为 1.2ms时，随温度升高，执行器第一

次动作时放电过程剩余电场和位移已逐渐开始影响

到第二次伸长响应，不过由于执行器输出位移与电

场的近似线性关系，同一温度下，在驱动电压保持不

变时，执行器第二次充电时两端实测电压受前一次

剩余电场影响较小，使得第一次收缩过程的剩余输

出位移对第二次位移输出影响也比较小，这也是压

电执行器能够实现位移精确控制的优势所在。

4 结 论

通过本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压电执行器伸长和收缩的响应延迟都很短，

仅有 0.02ms左右，且受电场、温度和负载的影响较

小，具有良好的动态响应特性，能够满足喷油器的响

应需求。

（2）峰值电流增加使得压电执行器伸长和收缩

的速度增加，伸长和收缩时间缩短，最大稳定位移基

本不变，当峰值电流超过 14A时，响应时间的减小幅

度开始变缓；考虑到驱动电路的安全性和压电执行

器的可靠性，在不影响压电执行器的快速响应前提

下，尽量降低电路中的峰值电流，以保证执行器能够

安全可靠的工作。

（3）压电执行器的最大稳定位移随驱动电压增

加基本呈现线性增加的趋势，电压由 100V增加到

160V，最大稳定输出位移增加了约 57.9%；当驱动电

压超过 140V时，充放电时间明显延长；驱动电压过高

会导致电路功耗的增加和压电执行器寿命的减少，

为保证执行器的快速响应，在满足喷油器升程需求

的前提下，驱动电压不应该过高。

（4）温度低于 100℃时，压电执行器的最大稳定

位移随温度升高基本呈现线性增加的趋势，尽管峰

值电流有所提高，但响应时间仍有所延长；当温度超

过 100℃时，由于逐渐接近材料的居里温度点，执行

器输出位移急剧减小，且响应时间明显延长，可通过

降 低 电 压 和 增 加 驱 动 电 流 的 方 式 保 证 输 出 的 稳

定性。

（5）温度升高使得压电执行器等效电阻减小，电

容量有所增加，两者作用使得执行器充放电峰值电

流增加，充放电时间延长，不利于执行器充放电过程

的安全性和快速响应。

Fig. 14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piezoelectric actuator

during two consecutive stretching processes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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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会切场离子推力器对比研究 *

赵以德，李建鹏，张天平，江豪成，王 亮，郭德洲，杨 威

（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 真空技术与物理重点实验室，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为了进一步提升离子推力器性能和可靠性，基于 30cm环形会切场离子推力器LIPS-300H
和30cm柱形会切场离子推力器LIPS-300Z，对比研究了两类会切场离子推力器各自优劣及其机理。首先

分析了两种会切场原理，总结给出了两种会切场差异，然后实验对比研究了两种会切场离子推力器束流

均匀性、放电效率和寿命。实验结果显示，LIPS-300H相比LIPS-300Z在3kW和5kW工况下束流密度峰

值分别降低 25%和 19%，放电电压分别降低 7.8V和 6.2V，放电损耗分别增加 31W/A和 42W/A。此外，

LIPS-300H离子推力器在 3kW和 5kW工况下屏栅预测寿命分别是 LIPS-300Z的 7.7倍和 4.2倍。结果表

明：虽然LIPS-300Z比LIPS-300H具有放电损耗低的优点，但其较差的束流均匀性、较高的放电电压和

双荷离子比，使其在寿命和可靠性方面劣于LIPS-300H。

关键词：离子推力器；柱形会切场；环形会切场；束流均匀性；效率

中图分类号：V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055（2021） 11-263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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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Types of Cusp Field Ion Thruster

ZHAO Yi-de，LI Jian-peng，ZHANG Tian-ping，JIANG Hao-cheng，WANG Liang，GUO De-zhou，YANG We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Vacuum Technology and Physics Laboratory，Lanzhou Institute of Physics，

Lanzhou 730000，China）

Abstract：To further advance the performance and reliability of ion thruster，the advantage and disadvan‐
tage of two types of cusp field ion thruster were comparativly studied based on both a diameter 30cm cylindrical-
cusp field ion thruster（LIPS-300Z）and a diameter 30cm ring-cusp field ion thruster（LIPS-300H）. Firstly，the
principle of two types of cusp field was analyzed，and their difference was summarized. Then，the uniformity of
beam current density，the discharge efficiency and the lifetime were evaluated and analyzed. Compared to the ex‐
perimental results of the LIPS-300Z，the maximum beam current density of LIPS-300H at the 3kW and 5kW
mode was decreased by 25% and 19%，and its discharge voltage was reduced by 7.8V and 6.2V，while the dis‐
charge loss of the LIPS-300H at two modes increased by 31W/A and 42W/A，respectively. In addition，the life‐
time of screen grid of LIPS-300H at the 3kW and 5kW mode was 7.7 times and 4.2 times as long as LIPS-300Z.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LIPS-300Z had a low discharge loss，but its uniformity of beam current density was
worse，and the discharge voltage and the ratio of doubly-to-singly charged ions in beam were all high. Therefore，
the lifetime and reliability of LIPS-300H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LIPS-300Z.

Key words：Ion thruster；Cylindrical-cusp field；Ring-cusp field；Uniformity of beam current density；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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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离子电推进作为一种航天器先进推进技术，具

有高比冲和高效率、推力大范围精确可调的优点。

在电推进技术 110多年的历史中，离子电推进的发展

始终最具代表性和领先性，当前国际离子电推进的

应用范围几乎涉及到了航天任务的各个领域。

自从 1959年离子推力器问世，离子推力器的优

化改进已经开展了 60多年。离子推力器放电室的类

型代表了推力器的类型，放电室的改进过程是不断

通过磁路改进提高放电效率和放电均匀性的过程。

最早的放电室使用均匀磁场，磁力线大致平行于中

心轴，它的性能差且束流分布有中心高峰。后期经

过不断的改良，先后开发了发散场、径向场、强发射

场、多级场、环形会切场和柱形会切场等类型放电

室。强发散场、环形会切场和柱形会切场是三种目

前应用和研究最为广泛的放电室类型。强发散场相

对于会切场，具有磁场结构简单，外形紧凑的优点，

但存在放电效率低、束流平直度差等缺点，不适用于

大口径离子推力器；会切场把磁场限制在很小的范

围，整个放电室大部分区域为近无场区，特别是屏栅

极附近的大部分区域接近为无场区，具有放电效率

高和束流平直度好优点。

英国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一直坚持发散场离

子电推进技术的研究和产品研制工作，先后发展了

T1～T6系列发散场离子推力器。目前 T6离子推力

器代表了发散场离子推力器的最高水平，有 75mN，
100mN，125mN和 145mN共 4种工作模式［1］。已应用

于“ 贝 皮 科 伦 布 号（BepiColombo）”水 星 探 测 任 务

中［2］，2018年 12月～2019年 2月，T6离子电推进系统

完成检查和各类预处理，并进行了点火性能测试，推

力与地面实验一致［3］。国内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

所先后发展了 8cm汞发散场离子推力器和 10cm氙发

散场离子推力器，其中 10cm氙发散场离子推力器为

推力可连续调节，将应用于重力梯度测量卫星。

20世纪 80年代，Sovey等提出了环形会切场离子

推力器，并在美国得到了不断发展和完善，先后研制

了 XIPS-13，XIPS-25，NSTAR，NEXT，NEXIS等产品，

其中 XIPS-25广泛应用于通信卫星和全电卫星中，在

轨数量超过百台；NSTAR成功完成了两次深空探测

任务［4-5］；NEXT地面寿命试验超过五万小时，创地面

试验最长记录［6-7］。除美国外，中国和日本也开展了

环形会切场离子电推进技术的研究和产品研制工

作。日本开发了 IE-35离子推力器［8］，中国开发了

LIPS-300H［9］和 LIPS-400［10-11］产品，其中 LIPS-300H
产品即将完成在轨飞行验证。

柱形会切场离子推力器由发散场离子推力器衍

化而来。俄罗斯和中国开展了该类型推力器相关研

究和产品开发工作，俄罗斯开发了 IT-200［12］和 IT-
500［13-14］产 品 。 中 国 开 发 了 LIPS-200［15-18］和 LIPS-
300Z［19］产品，其中 LIPS-200产品在 2012年完成在轨

验证，2017 年实现在轨应用，地面验证寿命超过

12000小时。

随航天器太阳能技术的不断提升，航天器供电

能力不断增加，中、高功率离子推力器成为目前离子

推力器主要需求产品，而会切场又非常适合于中高

功率离子推力器产品，因此会切场离子推力器技术

研究和产品开发成为热点。环形会切场离子推力器

和柱形会切场离子推力器作为会切场离子推力器的

两种类型，各国针对某一种类型场离子推力器开展

了各方面的研究，但目前尚未见对两种会切场离子

推力器的对比研究，尤其是实验对比研究。

本文基于兰州空间技术研究所开发的两种会切

场 30cm离子推力器 LIPS-300Z和 LIPS-300H，开展

了环形会切场和柱形会切场两种类型会切场对比实

验研究，介绍两种会切场磁路原理，分析给出两种会

切场在结构上差异性，实验对比研究了两种会切场

效率、束流均匀性、双荷离子比等性能参数。

2 实验设备与方法

实验所采用的离子推力器为兰州空间技术物理

研究所研制的环形会切场 30cm离子推力器［9］（LIPS-
300H）和柱形会切场 30cm离子推力器［19］（LIPS-300Z）
初样产品。两款离子推力器除放电室及支撑结构

外，其余关键部组件完全相同。阴极为 20A石墨触持

极六硼化镧空心阴极，栅极为三栅极离子光学系统，

中和器为 5A石墨顶触持极六硼化镧中和器。实验在

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 TS-7B真空设备系统中进

行，该设备真空舱由直径 4.5m，长度 10m的主舱和直

径 2m，长度 1.5m的副舱组成，其真空抽气系统、供电

系统、氙气供气系统具体参数详见文献［10］。

30cm离子推力器设计有两种工作模式，分别定

义为 3kW工况和 5kW工况。由于前期称谓以及习

惯，工作模式名称通过功率定义，但其实这些工况通

过束电压、束电流和总流率三个参数确定，每个工况

下无修正理论推力和比冲一定。本文为了便于交流

仍沿用原来的名称。30cm离子推力器两种工作模式

下的主要参数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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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流均匀性测试通过束流平直度测试装置完

成，该装置由二维移动系统、信号采集和放大系统、

法拉第探针组成。束流均匀性测试中法拉第探针端

面 距 离 栅 极 外 端 面 的 距 离 为 50mm，扫 描 步 长 为

2mm，每个步进点采集 100个数值，剔除最大值和最

小值后的平均值作为该测试点的测量值。测试时为

减小电子对离子电流密度的影响，法拉第收集盘和

防护套均加-20V偏置电压。

采用 E×B探针测量束流中双荷离子比（二价氙

离子数与一价氙离子数之比），E×B探针主要由准直

套、电磁场、飘移管、离子接收器组成［20］。经准直套

进入电磁场区的离子速度方向平行于探针轴线。电

场、磁场和离子速度相互正交。离子受到电场力和

洛仑兹力的作用，两个力方向相反，对于给定速度的

离子可以通过调节两电极板间电压差使离子受力为

零，离子不改变方向地通过电磁场区被离子接收器

接收形成探针电流。双荷离子比测试点为推力器前

端面轴向中心 1m处，信号电流通过吉时利皮安表

6487进行测量。

3 结果与讨论

3.1 两种会切场原理分析

柱形会切场，放电室典型结构如图 1（a）所示，其

磁路由多个圆柱形永磁体、环形极靴及配套结构件

组成，在两个环形极靴间均布多个柱形永磁体，极靴

将永磁体磁场引入放电室，形成类似 C型磁场沿中心

轴旋转一周所形成的磁路，在放电室内形成会切场。

图 1（a）给出了 LIPS-300Z离子推力器示意图，其放电

室由四个环形极靴（后极靴、锥段极靴、中间极靴、前

极靴）、三种规格圆柱形永磁体、放电屏蔽筒（也称屏

栅筒）、阳极等组成。与放电室等离子体直接接触的

电极有屏栅极、阴极、阳极、四个极靴和放电屏蔽筒，

除阳极外其余电极均为阴极电位。

环形会切场又称为环形永磁体会切场，放电室

典型结构如图 1（b）所示，其磁路由环形永磁体及其

固定结构件组成。环形永磁体一般由小磁块拼接而

成，有径向充磁和轴向充磁之分，充磁方向和磁体大

小 由 放 电 室 磁 场 的 具 体 构 型 和 磁 场 强 度 决 定 。

LIPS-300H离子推力器放电室（如图 1（b）所示）磁极

数为四极，分别位于柱段阳极两端，锥段阳极中部和

锥段阳极底部，从放电室出口向后依次被称为前磁

环、中间磁环、锥段磁环和后磁环。与放电室等离子

体直接接触的电极有屏栅极、阴极和阳极，其中屏栅

极和阴极为阴极电位。

通过以上论述，可总结得到两种会切场差异性

如下：

（1）磁路结构形式不同。柱形会切场磁体一般

是圆柱状，圆柱的两端分别和相应的极靴接触，通过

极靴导磁形成放电室磁场，而环形会切场磁体是环

状，根据磁体整体大小、加工和充磁能力等设计为整

体式或分段式，放电室磁场直接由环形磁体形成，无

极靴。

（2）磁源形式不同。柱形会切场磁源很容易用

Fig. 1 Schematics of two types of cusp field ion thruster

Table 1 Main parameters of 30cm ion thruster

Operating mode
Beam voltage/V
Beam current/A

Accelerator voltage/V
Total flow rate/（mg/s）

3kW mode
1450
1.68
-220
2.551

5kW mode
1200
3.68
-400
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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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铁实现，即其磁源可以是永磁体，也可以是电磁

铁，环形会切场由于结构上的限制，磁源只能是永

磁体。

（3）充磁方向不同。柱形磁体只能是轴向充磁，

装配时根据磁场的设计需要可以随意改变磁极的磁

性方向，而环形磁体的充磁方向可以是轴向充磁，也

可以是径向充磁，径向一旦完成充磁，相应磁极的磁

性方向便不可改变。

（4）阳极结构不同。柱形会切场有阳极筒和屏

栅筒，屏栅筒与极靴紧密结合用于密封放电室中性

气体和等离子体，阳极筒为分段筒形结构；而环形会

切场只有阳极筒而没有屏栅筒，阳极筒除与阴极和

栅极的连接口外为整体密封结构，既充当阳极，又密

封放电室中性气体和等离子体。

（5）与等离子体接触电极不同。柱形会切场有

阳极筒、屏栅筒、极靴、阴极和屏栅极；而环形会切场

只有阳极筒、阴极和屏栅极。

3.2 30cm离子推力器重量对比

离子推力器作为航天产品，对其重量有严格的

限制，通过降低离子推力器重量可减小电推进系统

重量，从而可提高航天器载荷比。图 2给出了两种会

切场 30cm离子推力器的实物照片。两款推力器为了

与同一电推进系统配套，二者外形尺寸和对外接口

完全相同。在相同阴极组件、栅极组件、气路电绝缘

器组件、电连接器等部组件，以及相同永磁体材料和

结构件材料下，LIPS-300H比 LIPS-300Z离子推力器

重量轻约 2kg。因此，在重量方面环形会切场较柱形

会切场存在优势，其主要原因是柱形会切场相比环

形会切场增加了屏栅筒和极靴，又由于极靴一般为

软磁材料，密度较大，如合金 4J29的密度是结构件钛

合金 TC4的 1.8倍。

3.3 30cm离子推力器束流均匀性对比

束流均匀性是中高功率离子推力器的一个关键

指标。在最大输入功率下，大推力的实现要求离子

推力器需引出较大的束流，如果束流均匀性较差，中

心存在峰值，在栅极引出最大束流密度限制下，平均

束流密度较低，在一定束口径下可引出束流较小［21］，

推力达不到设计要求；其次，功率宽范围调节需要在

一定几何参数栅极下正常聚焦引出不同束流，如果

束流均匀性较差，推力器中心轴线上的束流密度偏

高，而周边的束流密度偏低，则在大束流密度下在栅

极中心易造成束流欠聚焦，小束流密度下在栅极边

缘易造成束流过聚焦。过聚焦和欠聚焦均会造成离

子对加速栅和减速栅的直接轰击溅射，使推力器寿

命大幅缩减［22-23］。最后，栅极寿命与束流密度成正比

关系［24］。在同样束流下，束流越均匀，束流密度峰值

越 小 ，栅 极 寿 命 越 长 。 图 3 给 出 了 LIPS-300Z 和

LIPS-300H离子推力器在 3kW工况和 5kW工况下束

Fig. 2 Photographs of two types of 30cm cusp field

ion thruster

Fig. 3 Beam current density profiles of two types of

cusp field ion thr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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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密度径向分布测试结果，LIPS-300Z离子推力器束

流密度分布呈山峰形，边缘束流小，中心束流大；而

LIPS-300H离子推力器束流密度分布曲线基本为平

顶形，束流均匀性较好。LIPS-300H相比 LIPS-300Z
离子推力器在 3kW和 5kW工况下束流密度峰值分别

降低 25%和 19%。

为了对两种磁路下束流均匀性差异进行分析，

采用 Ansoft软件对 LIPS-300Z和 LIPS-300H离子推

力器放电室内部磁感应强度分布进行了计算，结果

如图 4所示。从图 4可见，两种磁场结构放电室 50Gs
闭合磁感应强度等值线均呈马蹄形，但 LIPS-300H靠

近栅极的柱段放电室磁感应强度沿半径指向中心方

向比 LIPS-300Z衰减更快，即梯度很大。LIPS-300H
放电室中心较大区域磁场强度几乎为零，而 LIPS-
300Z只有在柱段与锥段放电室连接处出现极小零场

区域，放电室大部分区域磁场强度大于 10Gs；同时，

在柱段阳极表面附近 LIPS-300H磁感应强度等值线

几乎与阳极平行，而 LIPS-300Z磁感应强度等值线在

两磁极中部附近向放电室内部鼓出。

由于放电室中磁场强度不足以磁化离子，离子

运动本不受磁场约束，但是电子的运动行为受到靠

近放电室边界的强磁场区的约束，磁化电子通过电

场影响放电室边界处的离子输运。离子在两磁极间

阳极壁面处的运动为垂直磁场的双极扩散。离子运

动到阳极的速率由公式（1）表示。可见，LIPS-300Z
凸入放电室的磁场减小了离子径向移动速率，导致

LIPS-300Z放电室出口附近边缘离子较少造成束流

密度分布中心高，边缘低。

v i = 12
é

ë
êê

ù

û
úú

el
m i μ e ( )1 + μ2e B2 - ν eiν e

2

+ 4T eV
m i

-
é

ë
êê

el
2m i μ e (1 + μ2e B2 - ν eiν e )ùûúú

（1）

式中 e为电子电量，1.602×10-19C；m i为氙离子质

量，2.180×10-25kg；B为磁感应强度，T；μ e 为电子迁移

率，m2 / (V·s )；T eV为电子温度，eV；碰撞频率 ν e = ν en +
ν ei，ν = ν en /ν ei，ν en和 ν ei分别为电子与原子和离子的碰

撞频率，Hz。 l表示磁极间离子沿着径向穿越磁力线

过程中所走过的路径，m。

3.4 30cm离子推力器放电效率对比

放电效率是离子推力器的一个重要指标，高的

放电效率不仅能实现较高的推力器总效率，而且会

降低大功率下推力器自身发热造成的高温，从而降

低对离子推力器热敏感元件（如永磁体、电连接器

等）使用温度要求［9］。放电效率通过放电损耗来表

征，放电损耗为放电功率与束电流之比，放电损耗越

小放电效率越高。

表 2给出了 LIPS-300Z和 LIPS-300H离子推力

器在 3kW和 5kW工况下的放电室工作参数。在同样

总流率和束电压下引出相同的束流，LIPS-300Z放电

电压和放电电压峰峰值高于 LIPS-300H，但放电电流

和放电损耗较低。较低的放电损耗说明 LIPS-300Z
比 LIPS-300H具有较高的放电效率。随放电电压增

加，离子推力器放电室电离效率增加，因此，高的放

电电压是造成 LIPS-300Z较高放电效率的原因之一。

但是高的放电电压会增加双荷离子比，双荷离子不

仅会造成推力损失，而且还会增加离子对放电室阴

极电位电极的溅射刻蚀速率［25］。采用 E×B 探针对

LIPS-300Z和 LIPS-300H离子推力器双荷离子比进

行了测量。图 5给了 LIPS-300H离子推力器在 3kW
工况下 E×B探针测量得到扫描电压与探针电流关系

曲线，该曲线中第一个峰为一价氙离子电流峰，第二

个峰为二价氙离子电流峰。利用图 5采用峰值之比

方法［26-27］求得双荷离子电流比，再根据式（2）计算得

到，LIPS-300H离子推力器在 3kW工况下双荷离子比

为 5.50%。利用同样的方法得到，LIPS-300H离子推

Fig. 4 Magnetic field contours in two types of cusp field

ion thruster discharge cha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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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器在 5kW工况下双荷离子比为 8.38%，LIPS-300Z
离子推力器在 3kW和 5kW两种工况下，双荷离子比

分别为 13.60% 和 10.87%。在 3kW 和 5kW 工况下，

LIPS-300Z 离 子 推 力 器 双 荷 离 子 比 分 别 是 LIPS-
300H的 2.5倍和 1.3倍。

E×B探针测量中双荷离子电流比与双荷离子比

关系为

n + +

n +
= 1
23/2

J + +

J +
（2）

式中 n+ + n+为双荷离子比，J + + J +为双荷离子电

流比。

为排除双荷离子对放电效率评价的影响，将二

价离子视为一价离子，放电损耗计算公式近似为公

式（3），计算得到 LIPS-300Z离子推力器在 3kW 和

5kW 工 况 下 放 电 损 耗 分 别 为 184W/A 和 177W/A；
LIPS-300H离子推力器在 3kW和 5kW工况下放电损

耗 分 别 为 199W/A 和 219W/A。 可 见 LIPS-300Z 比

LIPS-300H存在放电损耗低的优势。分析认为造成

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首先由于 LIPS-300Z放电电压较

高，电离率相对较高；其次由于 LIPS-300Z离子推力

器阳极表面磁场强度相对更强，离子和电子在阳极

表面的损失速率更低；最后由于 LIPS-300Z放电室磁

极处电位为阴极电位，在阴极电位势垒作用下，只有

高能且在磁镜损失锥内电子被磁极吸收。

双荷离子修正后放电损耗计算公式为

ε ≈
1 + I + +

I +

1 + 1
2 2

I + +

I +

U d Id
Ib

（3）

式中 I +为一价离子束电流，A；I + +为二价离子束

电流，A；U d 为放电电压，V；Id 为放电电流，A；Ib 为束

电流，A。
3.5 30cm离子推力器预测寿命对比

寿命是离子推力器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其决定

了离子推力器的在轨服役时间和总冲。影响离子推

力器寿命的因素很多，其中栅极寿命是其寿命短板，

目前一般栅极寿命代表了推力器寿命。栅极中三栅

极系统由屏栅、加速栅和减速栅组成，其中屏栅寿命

主要取决于束流密度、放电电压、双荷离子比和束流

平直度，由公式（4）可以预测［28-29］。由式（4）计算得到

LIPS-300H在 3kW和 5kW下屏栅寿命分别是 LIPS-
300Z的 7.7倍和 4.2倍。LIPS-300Z离子推力器较高

的双荷离子比和放电电压，较低的束流平直度是造

成其屏栅寿命较短主要原因。另外，LIPS-300Z离子

推力器放电室处于阴极电位的电极较多，而这些电

极将遭受放电室离子的溅射刻蚀，刻蚀物将在放电

室内形成多余物，造成电极搭接短路等故障，影响推

力器工作可靠性。

屏栅寿命预测计算公式为

L sg = tsϕ i eρFB A g ( )1 - ϕ s ( )1 + R+ +
Ibm ( )1 - ϕ i ( )Y + + 12 R+ +Y + +

（4）

式中 Lsg为屏栅寿命，h；ts为屏栅厚度，m；ϕi为栅

极组件离子透明度；ρ为屏栅材料密度，kg/m3；FB为束

流平直度；Ag为栅极开孔区域面积，m2；R++为束流中

双荷离子比；Ib为束电流，A；m为屏栅材料原子质量，

kg；ϕs为屏栅几何透明度；Y + 和 Y + + 分别为一价和二

价氙离子对钼的溅射产额。

加速栅或减速栅寿命主要取决于交换电荷离子

密度，而交换电荷离子密度与束流密度呈正比关系，

因此加速栅或减速栅交换电荷离子刻蚀速率与束流

密度成线性关系［30-31］。依据该关系，利用 3.3节中束

流均匀性测试结果，计算得到 LIPS-300H离子推力器

在 3kW和 5kW下加速栅或减速栅寿命分别是 LIPS-
300Z离子推力器的 1.3倍和 1.2倍。

此外，5kW工况下 LIPS-300Z离子推力器放电电

压振荡峰峰值是 LIPS-300H离子推力器的 2倍多，高

Table 2 Operating parameters of two types of cusp field ion

thruster

Mode

Discharge voltage/V
Discharge voltage Up-p/V
Discharge current/A
Discharge loss/(W/A)

3kW mode
LIPS-
300Z
37.0
8
6.8
151

LIPS-
300H
29.2
7
10.4
182

5kW mode
LIPS-
300Z
35.2
15
15.6
150

LIPS-
300H
29.0
7
24.4
192

Fig. 5 E×B probe spectra of LIPS-300H at 3kW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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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放电电压会产生高能离子［32］，加剧对放电室屏栅

上游表面和阴极触持极的溅射刻蚀，影响推力器寿

命。同时，溅射物将在推力器放电室内形成多余物，

造成短路等故障，影响推力器工作可靠性。

4 结 论

基于 30cm环形会切场离子推力器 LIPS-300H和

30cm柱形会切场离子推力器 LIPS-300Z，对比研究了

当前两类主要会切场离子推力器主要优缺点。得到

如下结论：

（1）LIPS-300H离子推力器比 LIPS-300Z重量轻

约 2kg。由于柱形会切场相比环形会切场增加了屏

栅筒和极靴，又由于极靴一般为软磁材料，密度较

大，因此环形会切场离子推力器具有轻量化优势。

（2）LIPS-300H 离 子 推 力 器 相 比 LIPS-300Z 在

3kW和 5kW工况下束流密度峰值分别降低 25%和

19%。环形会切场相比柱形会切场离子推力器放电

室磁空区更大，束流均匀性更好。

（3）LIPS-300Z离子推力器在 3kW和 5kW工况下

双荷离子修正后放电损耗分别为 184W/A和 177W/A；
LIPS-300H离子推力器在 3kW和 5kW工况下双荷离子

修正后放电损耗分别为 199W/A和 219W/A。柱形会切

场离子推力器比环形会切场离子推力器放电损耗更

低，比较适合于功率短缺，对效率要求较高的任务。

（4）LIPS-300H离子推力器在 3kW和 5kW工况

下屏栅预测寿命分别是 LIPS-300Z的 7.7倍和 4.2倍。

LIPS-300Z离子推力器较高的双荷离子比和放电电

压，较低的束流平直度是造成其屏栅寿命较短的主

要原因。

（5）LIPS-300H离子推力器在 3kW和 5kW工况下

加速栅或减速栅预测寿命分别是 LIPS-300Z离子推力

器的 1.3倍和 1.2倍。LIPS-300Z离子推力器较低的束

流平直度是造成其加速栅或减速栅寿命较短主要原

因。环形会切场比柱形会切场在寿命和可靠性方面更

优，比较适合于对可靠性要求较高、寿命较长的任务。

针对两种会切场离子推力器差异性，后续采用

数值模拟计算和放电室内部等离子体诊断试验，进

一步深入开展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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