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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火箭发动机燃烧不稳定研究进展与展望 *

刘佩进，魏少娟，王琢璞，金秉宁，杨文婧，敖 文，吕 翔

（西北工业大学 燃烧、热结构与内流场重点实验室，陕西 西安 710072）

摘 要：围绕固体火箭发动机燃烧不稳定的研究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为了深入认识固

体火箭发动机中的燃烧不稳定现象，并形成对其进行准确预示和有效抑制的方法，需要解决理论、计算

及实验多方面的基础问题：燃烧不稳定的物理机制，不稳定的预示方法，发动机中各种增益和阻尼因素

的特征，振荡增长过程中触发和极限环形成的机理，不稳定抑制技术及地面实验的等效分析方法。最后

给出了总结与建议，明确了固体火箭发动机燃烧不稳定研究的目标和方向。

关键词：固体火箭发动机；燃烧不稳定；非线性动力学；热-声耦合；极限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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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and Prospects of Combustion Instability
in Solid Rocket Motors

LIU Pei-jin，WEI Shao-juan，WANG Zhuo-pu，JIN Bing-ning，YANG Wen-jing，AO Wen，LYU Xi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Combustion，Internal Flow and Thermo-Structure Laboratory，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710072，China）

Abstract：The state of art and possibl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ombustion instability in the solid rocket
motor are discussed. Several fundamental problems in theoretical，numerical and experimental studies should be
taken care of for a deep insight of the combustion instability phenomenon in solid rocket motors，a reliable predic‐
tion method and an effective controlling technique，including the physical mechanism of the combustion instabili‐
ty，the instability evaluation method，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xcitation and damping factors in the motors，the
mechanisms of the triggering and the birth of limit cycle in the growing oscillation，and the controlling technique
of the instability，as well as its ground test with the equivalency relation between the ground and flight tests. At
last，the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are given，emphasising the directions and objectives for the study of the
combustion instability in solid rocket motors.

Key words：Solid rocket motor；Combustion instability；Nonlinear dynamics；Thermoacoustic coupling；
Limit cycle

1 引 言

尽管固体火箭发动机作为航天发射助推器或各

类武器主动力的成功应用已经超过 50年，但大型分

段发动机、各种尺度的战术导弹发动机都曾被燃烧

不稳定困扰［1-5］，燃烧不稳定问题始终是工业界和学

术界面临的严峻挑战。固体推进剂组元众多，反应

复杂；燃烧在高温、高压下进行，气相燃烧在近表面

* 收稿日期：2019-12-05；修订日期：2020-09-2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706186）。
通讯作者：刘佩进，博士，教授，研究领域为固体火箭发动机燃烧不稳定和推进剂燃烧机理。

引用格式：刘佩进，魏少娟，王琢璞，等 . 固体火箭发动机燃烧不稳定研究进展与展望［J］. 推进技术，2021，42（9）：1921-
1935. （LIU Pei-jin，WEI Shao-juan，WANG Zhuo-pu，et al. Advances and Prospects of Combustion Instability in
Solid Rocket Motors［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2021，42（9）：1921-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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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m内的薄层中完成，实验研究的难度大。建立准

确的燃烧模型，尤其是动态燃烧模型当前仍是一个

难点。推进剂的燃烧耦合响应是发动机燃烧不稳定

最主要的增益因素，燃烧增益难以准确建模导致燃

烧不稳定难以准确预示，金属的分布式燃烧使燃烧

响应的预测更加复杂。尽管在理论上难以准确预示

燃烧不稳定，但是由于影响燃烧不稳定的主要增益

和阻尼因素大致清楚［6-7］，采用综合治理的手段可以

抑制大多数发动机中出现的燃烧不稳定问题［8］。由

于对燃烧不稳定的产生没有准确的预测方法，在实

际工作中该问题至今仍表现出多发性和顽固性，加

上有些时候导弹总体对发动机技术指标的限制，使

得一些发动机的燃烧不稳定问题非常棘手。因而，

在固体火箭发动机燃烧流动领域，不稳定燃烧存在

诸多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9］。

本文将对固体火箭发动机燃烧不稳定的产生机

理、理论分析方法、主要增益与阻尼、预示方法和地

面实验验证方法做较为详细的综述，并对未来的发

展提出研究建议。

2 典型的固体发动机燃烧不稳定

目前固体发动机主要出现两类典型的燃烧不稳

定问题：涡脱落主导的燃烧不稳定和燃烧响应主导

的燃烧不稳定。

2.1 涡脱落主导的燃烧不稳定

固体火箭发动机中有三种形式的涡脱落（图 1）：

转 角 涡 脱 落（Corner vortex shedding）、障 碍 涡 脱 落

（Obstacle vortex shedding）和表面涡脱落（Surface vor‐
tex shedding）。转角涡脱落容易出现在中小尺度的固

体火箭发动机中（如战术导弹发动机），后两种主要

发生在分段固体发动机中（如大型固体运载火箭和

助推器）。

对于航天发射用大型分段式固体发动机的燃烧

不稳定问题，早在 20世纪 90年代欧洲研究者就开展

了深入研究［10-11］。法国的 ASSM（Aerodynamics of seg‐
mented solid motors）和 POP（Pressure oscillations pro‐

gram）研发计划发现了表面涡脱落和铝燃烧对燃烧不

稳定的增益作用［5］，同时也发现 P230缩比发动机内

由燃烧形成的头部空腔和嵌入喷管带来的尾部空腔

对压强振荡都有明显的增益作用［12-13］，如图 2所示。

与欧洲在 AIAA会议上大量报道研究进展不同，在

1995年 Flandro［14］提出涡对火箭发动机稳定性影响之

后，美国在发动机内涡脱落方面的研究报道较少。

总之，对涡脱落主导的燃烧不稳定问题的相关

研究较多，能够较好地解决工程上所遇到的此类燃

烧不稳定问题。但是，目前关于声涡耦合规律的研

究，更多的是通过实验和数值模拟来分析声涡耦合

现象的发生条件及其抑制方法。从学术角度来看，

仍不清楚声涡耦合过程中声对涡调制作用的详细机

制。大量的研究均表明，导致声涡耦合的频率不是

一个固定的点，而是一定的频率范围。文献［15］和

［16］研究了声对涡的调制作用，在保持流动参数不

变的条件下，通过外加激励或改变结构长度改变声

场的频率，都可以观察到涡卷起与合并以适应声频

率的现象。在固体火箭发动机燃烧室内，何种结构

和流动条件下产生的涡能够被调制，目前还缺乏深

入的研究。

涡脱落导致的压强振荡一般振幅较小，但在燃

烧响应的共同作用下，压强振荡可以达到很高的水

平（图 3）。这种压强振荡在工程上相对容易抑制，当

前的大涡模拟技术能够很好地模拟，并通过结构改

进抑制，图 4展示的是某发动机出现的涡脱落以及通

过改进结构后涡脱落的抑制情况。文献［17］采用一

种新的分段发动机前端绝热结构，通过三维构型设

计使得障碍涡脱落的相干性降低（如图 5），减小涡脱

落撞击喷管后产生的声激励，相对于对称结构设计，

这种三维结构可以明显降低分段发动机中的压强

振荡。

2.2 燃烧响应主导的燃烧不稳定

战术导弹用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燃烧不稳定通常

出现在发动机工作的末期，此时发动机燃烧室中没

有明显的转角，内部结构和流动条件也不大可能产

Fig. 1 Vortex shedding in SRM[5]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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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表面涡，针对某发动机的数值模拟工作验证这一

点。这种燃烧不稳定具有典型的非线性燃烧不稳定

的特征，即触发、平均压强上升和极限环振荡，如图 6
所示。发动机在某种扰动的激励下触发燃烧不稳

定，并迅速达到极限环状态。改变推进剂配方、降低

压强耦合响应对此类燃烧不稳定有一定的抑制效

果，但并不完全奏效。当前，此类燃烧不稳定无论在

理论上和工程上都非常棘手，目前尚无可靠的方法

预示此类燃烧不稳定。

2.3 线性和非线性燃烧不稳定

在描述不稳定燃烧行为时，会用到线性不稳定

与非线性不稳定的概念。笼统地讲，线性不稳定意

味着压强振荡的振幅是指数形式增长，而非线性燃

烧不稳定则表现为典型的非线性特性：触发、平均压

强上升和极限环振荡。两种不稳定行为之间并非是

绝对孤立的，通常情况下，线性不稳定在经过初始增

长之后，由于增益和阻尼的动态变化，非线性占据主

导作用，最终会发展为极限环振荡（见图 7）。如果发

动机工作时总是会出现燃烧不稳定，则认为发动机是

线性不稳定的；如果同样的发动机在某些状态下是稳

定的，而在另外一些特定工作或激励状态下表现出燃

烧不稳定，则认为该发动机是非线性不稳定的。

在进行燃烧稳定性理论分析时，同样会出现线

性与非线性的概念，此处是指所用的分析方法是线

性模型或非线性模型。线性模型是基于线性化分析

方法建立的模型，只能预示燃烧不稳定的发生趋势；

非线性模型则是基于非线性分析方法建立的模型，可

以预测稳定性区间、触发条件和最终的极限环振幅。

Fig. 2 Acoustic-vortex coupling in SRM[12]

Fig. 3 Combustion instability in SRM

（non-dimensional time t͂ = ta/L，non-dimensional pressure p͂ =
p/p̄，a-local speed of sound，L-characteristic length，p̄-mean

chamber pressure）

Fig. 4 Vortex shedding suppressed by modifying grain

configuration

（non-dimensional coordinate x͂ = x/L，y͂ = y/L）

Fig. 6 Nonlinear combustion instability

Fig. 5 Vortex shedding with different coherent for 3D and

axial symmetric configuratio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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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燃烧不稳定预示方法

基于固体火箭发动机的设计参数和固体推进剂

性能参数进行燃烧稳定性的预示对工程研制非常重

要，但由于燃烧不稳定现象的复杂性，目前仍无令人

满意的通用方法。当前对固体火箭发动机燃烧不稳

定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理论分析方法、实验方

法和数值模拟方法。一个有效的不稳定预示方法，

需要以适当的理论分析为基础，结合相应的实验验

证，补充一定的数值模拟，建立起燃烧稳定性边界与

发动机参数间可靠的关联规律。因此，理论分析研

究在燃烧不稳定预示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从数学上讲，燃烧稳定性的传统理论分析方法

可分为线性方法和非线性方法。线性分析方法将发

动机简化为一个线性系统，其稳定性由总增益系数

的正负来判断，正的增益系数意味着发动机内部的

小扰动将被逐渐放大，即有不稳定的产生。发动机

在产生线性不稳定之后，振幅经过短暂的指数增长

之后，大多数发动机会由于非线性的作用而产生极

限环振荡，即压强振荡幅值会维持一定的水平，此时

已发展为非线性不稳定。有些发动机会表现出双稳

定性，即发动机是线性稳定的（总增益系数为负），但

是当扰动幅值较大时则会激发出非线性不稳定行

为。此时线性简化模型显然不再适用，需要在线性

分析的基础上考虑非线性效应：一方面可以预测发

动机在大扰动下激发非线性不稳定的临界幅值，另

一方面也可以刻画平均压强上升和极限环振荡等远

离线性区的动力学行为，从而描述发动机非线性燃

烧不稳定的剧烈程度。

3.1 线性分析方法

对于燃烧响应主导的燃烧不稳定分析，Culick做
出了诸多开创性工作：包括推进剂燃烧响应及燃烧

室动力学分析两方面。在推进剂燃烧响应方面，Cu‐

lick［18］对 1950~1960年间提出的诸多燃烧响应模型进

行了系统性研究，揭示了这些模型间的联系，并将其

归为一类模型，被统称为准稳态均质一维（Quasi-
steady homogeneous one-dimensional，QSHOD）模 型 。

在燃烧室动力学方面，建立了燃烧室内流动的完整

的控制方程，并提出基于 Galerkin法的系统性分析方

法，成为后来理论分析的基础［19］。

美国于 1976年开发出标准的稳定性预测程序

（SSP），综合发动机内各物理过程的线性行为特征，

对发动机是否具有产生声不稳定的趋势进行预测。

该程序包含的激励和阻尼机制全面，拓展性强，因此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国内当前对固体发动机的燃烧

稳定性分析也大多采用线性分析方法。

另一方面，涡脱落主导的燃烧不稳定问题的核

心不稳定机理为流动不稳定，因此相关研究主要集

中在侧向加质管流的稳定性方面。由于侧向加质管

流在实际研究中多使用多孔介质作壁面，因此该流

动又称为多孔介质管流，最早由 Berman提出并求出

其稳态解［20］。Culick［21］和 Flandro［22］基于稳态解发展

了侧向加质流场对各种小扰动的稳定性分析方法，

因此该问题也称为 Taylor-Culick（TC）流。TC流的流

动稳定性分析可以揭示发动机中仅侧向加质影响

时，涡在扰动作用下的动力学特性及流动不稳定产

生的机理。

TC流的流动不稳定分析属于流动稳定性的线性

分析范畴：首先对 TC流的 Navier-Stokes方程在稳态

解附近进行线性化处理，得到线性扰动方程；然后研

究线性扰动方程在各种形式的扰动波作用下的时空

发展特性，从而预测不稳定的产生。由于扰动方程

的复杂性，声涡耦合产生的不稳定很难像燃烧响应

主导的不稳定那样使用解析的方法进行分析，而是

需 要 采 用 半 解 析 或 数 值 的 方 法 ，例 如 Majdalani
等［23-25］的多尺度渐进匹配展开分析、Boyer等［26］的谱

方法分析等。国内结合分段发动机的流动稳定性也

开展了类似的研究工作，谱方法中存在的网格依赖

性或区域依赖性问题基本得到解决［27-28］。这些不稳

定分析方法的本质是求解扰动方程的特征值问题，

计算结果对于一定参数范围内的不同形式扰动都适

用，具有一定普适性。

3.2 非线性分析方法

发动机燃烧不稳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周期性

大幅度的压强振荡，但因为数学分析的复杂性，非线

性分析方法的进展一直比较缓慢。例如，早在 1964
年，Brownlee［29］就发现了不稳定燃烧时燃烧室内声波

Fig. 7 Linear and nonlinear combustion in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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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生非线性畸变，直到 Flandro［30］引入能量平衡法

对积分系统进行分析才能较准确地将这一因素纳入

考虑。

Flandro等［31］将固体火箭发动机燃烧不稳定的非

线性特性总结为：压强极限环境振荡、平均压强上升

以及触发现象。从实际应用的角度，燃烧稳定性的

线性分析方法有两个主要缺陷：其一，只能预示发动

机在某状态下是否会因小扰动作用而出现燃烧不稳

定，并不能得出不稳定的严重程度，即无法得出压强

振荡的振幅、无法计算出平均压强上升的情况；其

二，无法预示线性稳定的发动机在大扰动下是否会

被触发燃烧不稳定，这种燃烧不稳定似乎表现出的

某种随机性——地面试验和部分飞行试验中发动机

都能正常工作，但在特殊飞行条件下可能出现不稳

定。从数学上讲，这两个缺陷都是由于线性分析方

法中忽略非线性项，从而无法准确描述大幅度扰动

的动力学特性所导致的。这种不准确分为两个层

次：第一，分析结果定性准确而定量不准确，这种不

准确对应于第一个问题，即线性分析方法可以预测

不稳定的发生，但无法给出具体振荡幅值、压强上升

等定量信息；第二，分析结果定性也不准确，非线性

系统在参数变化时可能会出现解的性质和数目的变

化，大振幅扰动通常会将系统带到另一个状态，这种

不准确对应于触发现象，线性分析方法完全失效。

对于线性分析方法定性准确而定量不准确的情

形，可以引入适当的修正。法国的“软件和工程组

织”（SEA）将两种非线性模型（气体动力学方法和能

量平衡法）应用到 SSP中以预测振幅。对于简单的圆

柱形通道，两种方法的结果相近；针对星孔装药，前

者得出的结果较为合适。由此可见，国外对复杂装

药构型固体发动机的燃烧不稳定问题还没有一个非

常准确的预测方法，同时由简单圆柱形通道得出的

结论不能直接应用到复杂装药构型的固体发动机

中。1995年 Flandro［14］引入了新的旋流修正来保证无

滑移边界条件，此外还删除了速度耦合项，因为通过

实验测得速度耦合响应存在很大的困难，2003年又

引入涡量和粘性修正［32］；同时，Flandro等［31］对发动机

中出现的极限振幅、触发振幅和燃烧室平衡压强变

化的真正原因给出了解释；此外，Flandro等［33］还研究

了平行波入射对燃烧不稳定触发机理的影响。尽管

Flandro等［34-35］在 2004年的研究成果能够很好地解释

某一发地面实验的典型非线性不稳定特征，但是在

更多的实际发动机分析中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

Flandro等从能量守恒的角度出发，以 Culick的气体

动力学方法为基础，提出了预测非线性燃烧不稳定

的能量平衡方法［30-31］。该方法根据 Brownlee的实验

观察，假设压强振荡达到极限振幅状态后，振荡波是

一种前沿陡峭的行激波，激波带来的熵增导致系统

能量的耗散，从而使振幅稳定在极限状态。能量平

衡法的计算中所需要的数据有工作压强、燃烧室结

构参数、推进剂燃速和导纳函数等。其中，推进剂和

发动机结构参数均是已知的或经过计算可以得到

的，只有推进剂的声导纳需要通过实验得到。该方

法是基于积分形式的流体力学方程组进行分析，因

此计算中不会出现大型偏微分方程组求解，可以通

过简单的数值计算对极限振幅与平均压强变化进行

耦合求解，可以对发动机平均压强上升、压强振荡及

触发等非线性行为进行预测，计算效率高于理论模

型预示方法和 CFD方法。

对于另一种情况，即线性分析结果定性上也不

正确的情形，则必须依赖于非线性动力学分析。

Baum等［36］，Culick等［37］及Wicker等［38］等指出，触发现

象在数学上是由亚临界分岔导致的双稳态区导致

的，其必要条件是非线性的燃烧响应。其中，Baum，

Levine引入了压强线性、速度非线性的燃速模型，Cu‐
lick引入了基于 Galerkin模态系数的一般非线性燃速

模型，而Wicker则引入了包含压强和速度二阶非线

性项的燃速模型。基于这些不同的燃速模型的非线

性分析都可以获得类似的亚临界分岔特性。印度理

工学院 Madras分校的 Mariappan等［39］则引入了准稳

态一维均质燃速模型作为燃速控制方程与燃烧室非

线性声学方程耦合进行研究，并提出了一种新的燃

烧不稳定机制。

Sujith团队将流体动力学不稳定领域的非正交

（或非模态）不稳定机制引入到热声耦合系统中，具

体到固体火箭发动机，燃烧室声学系统和推进剂燃

烧响应这两个系统都存在非正交效应［40］。这一不稳

定机制出现在模态不正交的系统中：扰动引入系统

后，即使该系统线性稳定，在各个模态上的扰动分量

都衰减，但由于模态间投影不为 0，总的扰动仍可能

在一定时间内增长；虽然这一暂态增长在线性系统

中最终还是会衰减，但对于非线性系统，若暂态增长

的幅值比较高，则相当于向系统中引入了一个大扰

动，可能导致触发不稳定。Mariappan等［39］证实了固

体火箭发动机非线性声学方程与准稳态一维均质燃

速方程的耦合系统中确实存在这种机制：在某线性

稳定工况下，引入 1%的小扰动，系统最终进入了不

稳定状态。

1925



推 进 技 术 2021 年

上述研究都是围绕燃烧响应主导的燃烧不稳定

展开的。对于涡主导的燃烧不稳定，非线性分析困

难得多。这是由于涡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一个复杂

的大尺度多维流体动力学过程，很难像燃烧响应那

样简化为简单微分方程或代数方程。因此，对于涡

主导的燃烧不稳定现象，虽然涡本身是对流控制下

典型的非线性过程，目前成熟的理论分析仍止步于

上节所述的线性分析方法。鉴于此，对该现象的研

究通常采用理论与数值模拟及实验相结合的形式：

Apte等［41-43］对自由发展及外加激励情况下的侧向加

质流动开展数值研究，总结了不稳定现象的规律，并

通过大涡模拟研究了燃烧室中不同位置处涡的特征

及转捩特征，总结了侧向加质导致的流场新特性；La‐
boureur等［44］设计了多孔介质腔实验，对数值方法进

行了校核，研究了流道高度与流动不稳定的关系。

欧洲学者开展的 POP研究项目中，燃烧不稳定是围

绕实际发动机/模型实验结果开展的，通过对涡量项

合理的建模和校正，可以构造出比较准确的发动机

一维非定常流动模型，例如 Laureti等［45］的模型可以

复现实验中的不稳定曲线。此外，法国 Vuillot［11］使用

两种理论模型（含 Flandro脱落涡项修正的线性声平

衡法和基于不稳定可压 N-S方程的完全数值模拟）对

Ariane-5的 MPS P230助推器 1/15缩比模型（LP3）进

行了模拟，结果表明：前者虽然预测成功，但 Flandro
方法对很多参数相当敏感；与此相比后者的使用相

对简单，但其网格数量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使用该模

型进行全尺寸发动机稳定性预测是一个相当大的挑

战，但可行性已经得到验证。对于采用复杂装药的

发动机、分段发动机等，燃烧不稳定性预示更为复

杂，由于发动机尺度过大，全尺寸大涡模拟等数值方

法在工程研制上难以接受。

综上所述，无论是燃烧响应主导的燃烧不稳定

还是涡主导的燃烧不稳定，在实验室研究和实际工

程应用中都表现出典型的非线性特征，但目前仍没

有完全令人满意的理论对其进行描述，现有理论远

远无法满足对发动机不稳定进行预示的需求，亟需

寻求突破。

4 主要增益与阻尼

增益与阻尼的准确数值或经验表达式是各类燃

烧不稳定预示方法都必需的数据或模型，对于非线

性预示方法来说，还需要增益与阻尼的高阶表达式。

压强耦合响应、速度耦合响应、分布式燃烧、粒子阻

尼和喷管阻尼是当前燃烧不稳定分析中最重要的增

益和阻尼项。

4.1 压强耦合响应

在理论方面，主要采用 QSHOD，Z-N和 BDP模型

描述压强耦合响应。在实验方面，固体推进剂燃烧

的压强耦合响应数据主要通过 T型燃烧器实验获得，

通过增大外加脉冲激励，可以获得推进剂的高阶压

强耦合响应函数。

QSHOD模型是假设固相转化气相过程发生在一

个薄层界面内，通过求解固相温度场、气相温度场以

及在界面上二者能量平衡，经过线性化处理后，获得

响 应 函 数 的 统 一 表 达 式 ，即“ 两 参 数 ”表 达 式 。

QSHOD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种解释，能够加

深人们对线性燃烧响应机理的了解。但是，其不能

考虑燃烧响应与压强振荡幅值之间的关系，而在压

强振荡的增长过程中，随着压强振荡幅值的变化必

然会导致近表面燃烧的变化，从而导致燃烧响应程

度的变化。非线性燃烧不稳定的典型特征是压强振

荡频谱分布中包含了多个不同频率的波，且较大的

振幅发生在几个低频处。对于这种多阶模态共存的

情况，固体推进剂的燃烧响应过程不再是单一频率

作用，而是多阶模态共同作用，燃烧响应表现出非线

性特性，需要用非线性压强耦合响应函数来表征。

金秉宁等［46-47］以线性 QSHOD模型为基础，考虑非线

性压强振荡中的前三阶振荡幅值，在模型气固交界

面的边界条件进行非线性非稳态处理，获得了非线

性压强耦合响应模型，并获得了各阶模态振荡幅值

对非线性燃烧响应函数的影响规律，如图 8和图 9所
示。可以看出，压强耦合响应函数的线性和非线性

结果存在明显的差别。从最终的表达形式来看，扩

展至三阶的压强耦合响应表达式已经非常复杂，进

一步向五阶扩展难度较大。

压强耦合响应的另一个理论计算模型是 Z-N
（Zel’dovitch-Novozhilov）模型。Z-N认为气相流动、

化学反应过程及推进剂的固相分解过程特征时间远

小于固相导热过程，因此整个系统中起主导作用的

是最慢的固相导热过程。基于这一认识，可以假设

在非定常情形下燃速、燃温及表面热流间仍满足定

常情形下的函数关系，由此得到的推进剂非定常响

应模型即为 Z-N模型。目前对 QSHOD模型及 Z-N
模型的分析在本质上是小扰动假设下原控制方程的

一阶或二阶近似，无法满足发动机燃烧不稳定研究

对更高阶表达式（一般需要五阶）的需求。作者所在

的课题组目前在模型扩展至高阶方面的研究表明，

QSHOD模型与 Z-N模型具有定量的线性等价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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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参数范围内的非线性响应也定性地等价：

两种模型燃速响应的变化趋势一致，但 QSHOD模型

的燃速振幅和分岔点都比 Z-N模型高很多；当推进

剂能量较高时，两者的响应有较大的差异，Z-N模型

基本保持原有性态而 QSHOD模型迅速失稳。

实验方面，根据测量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直接

测量法和间接测量法。直接测量方法可以同时获得

响应函数 Rp（或者导纳函数 Ab）的实部和虚部，但装置

较为复杂，并且需要具备微波和磁场技术，较难广泛

开展应用。间接测量法是通过分析燃烧过程中的非

稳态动力学过程，将压强耦合响应与压强振荡联系

起来，从而获得响应函数 Rp实部或者导纳函数的实

部，主要方法有 T型燃烧器法、旋转阀法和阻抗管法。

其中，T型燃烧器以其成熟的技术被研究者广泛采

用，通过不断改进，在不同实验室对不同成分配方的

推进剂进行了测量，可获得一些较为满意的数据。

现阶段，双脉冲激励 T型燃烧器方法是适合科学研究

和工程研制需求的可靠方法。

双脉冲激励 T型燃烧器方法可以开展线性和非

线性测量［47］。线性响应函数测量方法是基于小扰动

理论，利用外部脉冲激励装置，在 T型燃烧器内产生

小幅振荡，通过改变 T型燃烧器的长度，获得不同压

强振荡基频下的压强耦合响应；分别测量不同振荡

基频条件下的压强耦合响应函数值，最终获得不同

振荡频率条件下的压强耦合响应函数。

考虑振幅对压强耦合响应影响的非线性响应函

数是预示触发和压强振荡非线性增长的关键。不同

的触发强度意味着推进剂燃烧区域存在不同的压强

扰动，导致不同的压强耦合响应。非线性响应函数

测量方法的核心是如何给 T型燃烧器施加大振幅的

压强激励，在不改变 T型燃烧器长度前提下，获得可

分辨的高阶燃烧响应以及不同振荡幅值条件下的燃

烧响应。北京理工大学的苏万兴等［48］尝试在推进剂

试件中间加一层黑火药，来增强 T型燃烧器内部的压

强激励，但是由于端面燃烧试件易产生边缘效应，导

致推进剂并不是按照理想的端面退移，这样会给实

验结果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作者所在的课题组通

过改进脉冲激励装置的压强和位置，从而产生与实

际发动机非线性振荡特性相类似的多阶模态共存的

压强振荡，通过对各阶模态振荡特性分析，从而同时

获得各阶模态的推进剂非线性压强耦合响应函数特

性［49］，图 10为同一种推进剂配方的线性和非线性法

测量结果对比。

含铝复合推进剂压强耦合响应函数会受发动机

工作参数和推进剂配方参数的影响。通常情况下，

随着工作压强的增高，推进剂压强耦合响应会在整

个振荡频域范围内均呈整体型增大，并且响应函数

Fig. 10 Comparison of linear and nonlinear pressure-

coupled response function by experiment [49]

Fig. 9 Comparison of linear and nonlinear pressure

coupled response function by simulation [47]

(Rp-pressure coupled response function, the real part of the ratio

between the non-dimensional burning rate and the non-dimen‐

sional pressure excitation, f̄-the non-dimensional frequency)

Fig. 8 Pressure oscillation affecting the burning surface [47]

(m s-mass flow rate/burning rate, T s-surface temperature, super‐

script 1,2-order of perturbations, overline-the mean value, tilde-

the sum of mean and perturbed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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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峰值频率会向高频移动。在设计发动机时，发动

机声腔频率尽量要避开固体推进剂燃烧响应函数峰

值频率，或者推进剂响应函数峰值频率要尽量避开

发动机声腔频率。发动机试车数据表明，飞行过载

和自旋均会对压强耦合响应函数产生影响，但该方

面的研究在国内外相关文献中均未见报道。因而，

飞行状态对压强耦合响应的影响将是今后研究的重

点之一。

推进剂配方参数对压强耦合响应函数有较大的

影响。对于同一发动机而言，不同配方推进剂在发

动机中表现出的稳定性明显不同。推进剂配方参数

中氧化剂 AP粒度级配，RDX或 HMX粒度与含量，金

属铝粉的粒度、级配与含量等均对压强耦合响应函

数有较大的影响。目前，针对 AP和 RDX的配比以及

金属 Al粉的粒度与级配等变化开展了大量的试验研

究，获得了相关的影响规律［47］。

4.2 速度耦合响应

除了压强耦合响应的影响，速度耦合响应同样

是导致发动机非线性燃烧不稳定的主要增益因素。

目前对于速度耦合响应的产生机理有了一些认识，

但仍缺乏可靠的实验数据支撑，使得对速度耦合响

应如何导致非线性燃烧不稳定的产生仍没有明确的

认识。

Baum等［36］的早期研究认为，非线性速度耦合响

应是导致触发的主要诱因。实际发动机的燃烧不稳

定抑制研究表明，仅依靠压强耦合响应函数测量难

以完全解决实际发动机中出现的非线性燃烧不稳定

问题。对于侧向加质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当推进剂

主要燃面与声振速度平行时，需要考虑速度耦合的

增益作用。从热声耦合的角度来看，速度耦合与压

强耦合有明显的不同，压强耦合在整个振荡区域内

均表现出增益作用，而速度耦合在不同振荡区域内

可表现出增益作用，也可以表现出抑制作用。

McClure［50］从理论上证明了速度耦合响应与压强

耦合响应对于燃烧不稳定的增益同等重要。Yang
等［51］研究认为，不同于压强耦合响应特性，速度耦合

响应还依赖于燃烧室内的流场环境，在较大的速度耦

合响应作用下，线性稳定的发动机可以被触发产生非

线性不稳定。Cai等［52］对固体火箭发动机中 AP/HTPB
复合推进剂瞬态燃烧过程进行数值模拟，研究认为

速度振荡可引起推进剂燃烧表面的火焰波动，使得

对固相的热反馈过程表现出非线性特性。

在实验研究方面，Stepp［53］通过 T型燃烧器实验

获得了双基推进剂在声腔二阶频率下的速度耦合响

应值，但实验结果难以分离驱动药和待测药的响应

特性，且测量流程复杂、实验工作量大、声腔二阶频

率触发控制要求较高，使得该方法较难有效地获得

速度耦合响应特性。Brown等［54］采用旋转阀技术产

生可控频率和幅值的速度振荡，从而通过实验获得

两种低燃速无铝固体推进剂的速度耦合响应函数，

但该方法对相角精确化的控制和高压动密封的要求

较高，实验测量较难开展。

速度耦合响应同样受到振荡幅值的强烈影响，

推进剂表面不同程度的速度振荡导致火焰脉动的程

度不同，影响到推进剂表面的扩散燃烧过程，获得速

度耦合响应的非线性表达式在非线性不稳定的预示

中同样重要。

作者所在的课题组采用 T型燃烧器技术，建立了

一种含铝固体推进剂速度耦合响应函数的实验测量

方法［55］，初步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速度耦合响应函

数值比压强耦合响应函数值高一个数量级，表明速

度耦合响应确实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因素。获得

准确的速度耦合响应模型还需要开展大量深入细致

的实验研究与理论分析工作。

4.3 粒子阻尼

固体推进剂燃烧产物中的凝相粒子可以对声场

产生阻尼作用，造成声能损失，明显改善发动机的燃

烧稳定性。粒子阻尼主要是凝相粒子的动力松弛和

热松弛造成的，即凝相粒子的速度和温度滞后于气

相声振，由于粘性损失和导热而产生声能损失。粒

子阻尼对声不稳定燃烧有很强的阻尼作用，在发动

机燃烧室内带来的声能损失常常占到总声能损失的

三分之一以上，远远大于气相阻尼和结构阻尼等。

几十年来国内外学者从理论分析、试验测试以

及数值模拟三个方面对粒子阻尼做了大量的研究工

作，对粒子阻尼特性有了定量的认识。研究惰性粒

子对固体火箭发动机不稳定燃烧影响的理论中，应

用较广的是粒子松弛理论，当惰性粒子的动力驰豫

时间与声振荡的特征时间相等时，惰性粒子的阻尼

效应最大。目前，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方法计算粒子

阻尼特性，可以考虑频率和粒子多重尺寸分布对阻

尼特性的影响，为发动机稳定性预估提供可靠的

数据［3，56］。

近年来，随着对非线性燃烧不稳定研究的深入，

对发动机中粒子阻尼特性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可

以从发动机飞行状态变化和压强振荡增长等动态的

角度理解粒子阻尼。在固体火箭发动机做机动飞行

时，横向过载会引起燃烧室内部凝相粒子的定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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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这种定向运动会改变凝相粒子在燃烧室中的空

间分布，从而影响粒子的阻尼特性，甚至会诱发燃烧

不稳定。在极限环振荡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声对粒

子的操纵作用，也可能导致粒子尺寸沿发动机纵向

方向重新分布，引起粒子阻尼特性的改变，并参与压

强振荡非线性增长过程中的增益与阻尼博弈。获得

粒子阻尼的动态变化对预示非线性不稳定的产生和

发展非常重要，也是目前正在研究的问题。

4.4 喷管阻尼

喷管阻尼是发动机中最重要的阻尼机制，粗略

估计可达系统总阻尼的 50%左右。非线性燃烧不稳

定的准确预示也需要获得在各阶声学模态下的喷管

阻尼。喷管阻尼是指声波和平均气流通过喷管时以

透射和对流的方式对声能造成的散失。它是一种边

界阻尼，由声场与平均流之间的相互作用造成的损

失。由于固体发动机不稳定燃烧以轴向振型为主，

喷管进口截面恰好处于燃烧室声压波腹位置，而此

处的平均气流速度又恰好比较高，这导致声能透射

和对流损失都比较大。喷管的收敛半角、型面结构、

是否潜入、潜入空腔的体积大小等因素将对喷管阻

尼会有较大的影响。对于不稳定燃烧研究而言，最

大 限 度 地 增 大 喷 管 阻 尼 将 提 高 发 动 机 的 工 作 稳

定性。

喷管阻尼理论最初是在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

中发展起来的。Crocco等［57］发展了喷管声导纳线性

理论，为喷管声导纳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其研究

中，假设平均流是一维无旋流，而声波是三维有旋运

动，并且在理论分析中考虑了熵波。Zinn等［58-59］基于

短喷管理论对喷管阻尼特性进行了理论预估，并对

小尺寸喷管导纳特性进行了冷气试验，其试验结果

与理论预估结果非常一致，提出了喷管阻尼的工程

预估公式。 Janardan等［60］与其合作者开展了喷管阻

尼试验研究，结果表明，锥型收敛段喷管阻尼要优于

等曲率型收敛段喷管阻尼，但其实验只能在冷流条

件下进行，且测量结果不能直接应用于实际发动机，

还需要进行一定的转换。

喷管阻尼系数的常用计算方法包括传统方法、

特征值法和衰减法。其中，传统计算方法简单快速，

仍广泛应用。由于传统方法采用了短喷管理论计算

喷管导纳，并忽略了燃烧室平均流场的影响，因此喷

管阻尼系数准确性降低，且计算结果与喷管收敛段

几何构型和声学模态的阶数无关，已不满足现阶段

燃烧不稳定预估模型的要求。French［61］利用 CFD技

术求得燃烧室-喷管的稳态平均流场，然后代入到声

波速度势方程求解燃烧室-喷管整体的声学模态，进

而求得喷管阻尼系数。该方法考虑了燃烧室流场对

喷管阻尼系数的影响，结果比较准确，但是用 CFD计

算燃烧室流场的计算量大，尤其是当发动机结构尺

寸较大时计算量问题格外突出。北京理工大学的孙

兵兵等［62］采用脉冲衰减法对喷管阻尼特性进行了深

入全面的数值计算，探索了燃烧室长度、喷喉半径、

喷管收敛半角、潜入式喷管空腔体积、喷管收敛段型

面、平均压强等因素对喷管阻尼特性的影响规律。

作者所在的课题组在传统方法的基础上，提出

一种喷管阻尼系数的改进算法［63］。此算法未采用短

喷管理论并考虑了燃烧室平均流场的影响，利用线

性化欧拉方程分别计算喷管导纳和燃烧室声学模

态，进而得到喷管阻尼系数，计算量大大减少，可以

很方便地嵌套进燃烧不稳定分析程序中。在此基础

上，对喷管阻尼的影响因素展开研究，总结了模态阶

数、喷管收敛段几何构型、发动机长径比、喉通比和

特征时间等喷管阻尼影响因素对喷管阻尼系数的影

响规律。

4.5 分布式燃烧

对固体发动机中铝的分布式燃烧的重视起始于

欧洲的分段发动机压强振荡研究，Dupays［64］在 2002
年详细论述了发动机中两相非稳态流动和分布式燃

烧对压强振荡的作用。分布式燃烧的研究涉及两个

层次的内容：第一是固体推进剂中铝在发动机条件

下燃烧过程和模型的研究，这是分布式燃烧研究的

基础。第二是从热声耦合的角度，分析发动机燃烧

流动状态下分布式燃烧对压强振荡的贡献。

美国、俄罗斯、法国和意大利对固体推进剂中铝

的燃烧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对铝的表面团聚、燃

烧产物的最终物理和化学状态有了比较深入的认

识。Beckstead对推进剂中铝的燃烧过程进行了全面

的描述［65］，Sundaram等［66］对纳米和微米铝的燃烧理

论做了系统的综述。作者所在的课题组通过粒子收

集［67］、物理与化学特性分析［68］和数字全息［69］等手段

对固体推进剂中铝的表面团聚和燃烧产物特性开展

了全面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实验经验和数据，为建

立最终的发动机条件下铝的分布式燃烧模型奠定了

基础。

在分布式燃烧对燃烧不稳定的作用方面，Du‐
pays［64］的研究表明，燃烧室中小粒度的燃烧铝液滴

（初始粒径 30μm，燃烧残余物 3μm）对压强振荡有放

大作用，而大液滴（初始粒径 125μm，燃烧残余物

60μm）对其有衰减作用。Gallier等［70］通过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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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纯气相燃烧流动稳定的简单药型发动机，在考

虑铝燃烧后会出现燃烧不稳定，分析认为，该不稳定

是由燃烧室声学和铝的非稳态燃烧释热耦合而导致

的热声不稳定；通过变参数分析发现，铝燃烧区域的

尺寸是最重要的作用因素。最近，Genot等［71］通过数

值模拟对发动机中铝的分布式燃烧开展了更为深入

的研究，发现压强振荡导致铝粒子燃烧时间的振荡，

从而导致燃烧室燃烧释热区间的剧烈变化，这种释

热区间的变化是热声不稳定的源头。

上述数值模拟工作表明，发动机内特定尺寸铝

粒子的分布式燃烧会诱发燃烧不稳定，但是这些工

作都是基于单一粒径假设。真实发动机中铝粒子从

推进剂表面逃逸时的粒径分布非常复杂，而且粒径

分布与推进剂配方和发动机的工作压强有关。另

外，实验研究表明，同一推进剂在同样的工作压强下

燃烧时，表面团聚物的尺寸存在一定程度的散布，这

种散布会影响最终的释热几何区间，使得发动机的

燃烧不稳定诱发和演化机理更为复杂。因此，建立

一种与推进剂配方关联、考虑不确定性分布、考虑不

同振荡环境的分布式燃烧模型，对非线性燃烧不稳

定的准确预示非常关键。

5 触发与极限环的形成过程

非线性燃烧不稳定的触发现象表现为不稳定只

在特定扰动下才会产生，其数学本质是发动机系统

在该工况下存在双稳态（双稳定解）。这一现象给实

际发动机带来的挑战有两方面，一是在现有线性理

论 下 被 判 定 稳 定 的 发 动 机 仍 可 能 出 现 燃 烧 不 稳

定［6-7］。二是即使通过试验验证的发动机在实际使用

中仍可能在飞行过载等外界因素影响下出现燃烧不

稳定［72］。尽管该现象的重要性很早就被指出了［30］，

但由于固体发动机系统的复杂性，理论建模和分析

难度大，目前对触发现象的机理和影响因素研究都

不能满足工程需要。

目前对非线性不稳定的触发机制，普遍认为主

要由推进剂非定常燃烧响应的非线性特征决定。

Baum等［36］在线性压强耦合响应函数的基础上引入压

强线性、速度非线性的非线性燃速响应函数用于触

发现象研究。Culick等［37］提出将燃速响应函数表示

为各声模态的压强、速度扰动系数的多项式函数，并

将其与燃烧室非线性声学模型耦合组成发动机系统

模型，从数值分岔分析和两模态截断理论分析两个

角度证实了触发不稳定的双稳态机理。Wicker等［38］

则进一步从两模态截断模型出发对触发现象的影响

因素进行了研究。但是，这些模型中所考虑的增益、

阻尼因素较少，建立的模型也比较简单，其理论分析

却已经非常困难。因此，如何处理模型复杂化的需求

与理论分析手段有限的矛盾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非线性燃烧不稳定被某种激励触发后，压强振

荡的振幅通常首先服从线性规律按指数增长。随着

振幅的增大，非线性效应逐渐增强，增益和阻尼会随

着振幅的增大而改变，从而使系统的净增益发生变

化。当发动机系统内各因素的增益和阻尼作用达到

动态平衡时，压强振荡进入极限环状态。显然，这一

过程的分析需要将包括推进剂燃烧响应及燃烧室声

学振荡在内的各种物理、化学过程的非线性特征都

考虑在内。

按照 Flandro的理论［30-31］，在压强振荡的增长过

程中，由于低阶能量的饱和，能量逐渐由低阶向高阶

传递，引起高阶振荡并导致波形畸变，从而产生激

波。由激波产生的能量损失带来新的阻尼效应，与

其它增益、阻尼因素共同决定了极限环状态的产生。

实际情况却远比这更复杂，图 11是某发动机压强振

荡增长过程中能量在不同振动模态之间的分布，可

以发现，前三阶几乎同时增长，在快速增长的后期第

二阶增长最快。Flandro理论中所引入的假设与图 11
所示的实验现象并不一致。而且，Flandro对各增益、

阻尼的建模也没有深入，它们在振幅增大的情况下

的变化规律也将影响各阶能量的传递规律。应当

说，目前对不稳定发展过程中极限环的形成过程的

了解非常有限，进一步深入研究振荡演化过程及其

能量传递规律，对于选择合适的不稳定抑制方法来

说非常有帮助。

在关于燃烧不稳定的传统认识中，压强振荡频

率应当是燃烧室声模态基频的整数倍。但是，作者

Fig. 11 Energy of 1L~6L mode during pressure oscillation

developing

（E͂ i-the non-dimensional energy of the ith mode，i = 1，…，6，
t͂-the non-dimensional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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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课题组通过对实际发动机的燃烧不稳定压强信

号分析却发现［73］：在极限环振荡中可能出现倍周期

信号，即压强振荡的周期是燃烧室声模态周期的整

数倍（如图 12）。即，振荡信号的频率不再是传统认

识中必为基频的 n倍，而是伴随出现了基频的 1/m，这

一发现可能蕴含着新的现象和规律。

应用非线性时间序列分析方法中的相空间重构

法，可以得到各个时间区间内极限环的几何特征，极

限环的“圈数”即对应了周期的倍数。由于不同周期

的极限环反映了发动机系统不同的状态，因此该方

法的应用有助于对燃烧不稳定全过程中发动机的变

化进行深入研究。同时，这种振荡模式的识别也是

对发动机燃烧不稳定状态进行辨识和控制的基础。

6 燃烧不稳定的抑制和地面实验验证

文献［3］介绍了美国在固体火箭发动机燃烧不

稳定方面的教训，文献［6］和［7］详细介绍了美国在

战术导弹用固体发动机燃烧不稳定方面的实验工

作，国内近年来也探索出了一些燃烧不稳定的抑制

方法。尽管当前还不能定量描述燃烧不稳定的生成

和发展，工程中还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抑制燃烧不

稳定：

（1）控制铝粉的表面质量和粒度。铝的表面氧

化膜晶体结构对推进剂的燃烧响应存在较大的影

响，在铝粉生产过程中，控制生产工艺以避免表面产

生 α-Al2O3对于抑制燃烧不稳定非常关键。实验表

明，铝粉的粒度对燃烧响应也有较大的影响，铝粉的

粒度增大导致响应函数峰值增大，且峰值频率向低

频移动，在实际发动机中，需要根据推进剂的综合性

能要求合理选择铝粉的级配。

（2）增加惰性粒子。在推进剂中加入 ZrC来抑制

燃烧不稳定已经被实验证实。惰性粒子添加有两种

方式：一种是加入到推进剂配方中。由于燃烧不稳

定通常发生在发动机工作的末期，这种方法会带来

Fig. 12 Poincaré map and phase portrait of a SRM in combustion instability by phase space reconstruction[73]:

(a)~(c) Poincaré map, (d)~(f) reconstructed phase portrait, (g) time series

(τ-the time delay for phase reconstruction, prime-the perturbed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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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不必要的比冲损失；另一种方法是将惰性粒

子加入到后段绝热层中，当发动机后段推进剂耗尽，

绝热层中的惰性粒子释放，增加阻尼。

（3）控制推进剂的 AP级配。细粒度 AP超过 10%
的推进剂会使一些发动机出现明显的燃烧不稳定，

非常粗（>200μm）的 AP含量太多，也会使压强耦合响

应增强，引起发动机不稳定。因此，推进剂配方应根

据综合性能的要求合理选择 AP的级配。

（4）改变发动机的装药结构形式。理论分析和

实验研究都证实了在发动机后段有推进剂燃烧的情

况下较少产生燃烧不稳定，尽管采用这种装药结构

形式比较困难，但是还是提供了一种抑制不稳定的

思路。

除了上述措施之外，尽可能从结构上增加声阻

尼，例如改善头部几何结构，改变喷管结构，也是燃

烧不稳定抑制的常用方法。目前工程上主要采用试

错法来解决燃烧不稳定问题，考虑尽可能多的因素，

然后通过点火实验验证。

由于飞行实验的代价太大，地面实验验证对于

抑制燃烧不稳定至关重要。如果发动机是线性不稳

定的，发动机地面点火试车就可以再现压强振荡，不

稳定抑制措施的地面实验验证难度相对较小。如果

发动机处于双稳定性状态，地面实验的难度就要大

很多。

当前，发动机非线性燃烧不稳定的地面实验方

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地面静止台架上开展全尺寸

点火实验，在某一时刻用脉冲器向发动机燃烧室施

加激励，触发燃烧不稳定；二是采用将被测试的发动

机放置在火箭橇上，利用火箭橇模拟飞行过程中发

动机所承受的过载［72］。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再现燃烧

不稳定，但是问题是：地面实验状态与飞行状态有何

关联？脉冲器施加的外部激励强度和飞行状态下发

动机受到的扰动是同一类的激励吗？如果是同一类

的激励，激励的强度如何等效？

火箭橇实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模拟飞行过载，

但发动机受到的约束状态与飞行状态差别较大，实

验成本和花费的时间要远高于静止实验台实验。对

于固体火箭发动机燃烧不稳定抑制技术验证来说，

其关键技术在于：在建立准确的增益和阻尼动态变

化模型的基础上，开展发动机燃烧稳定性非线性分

析，获得外部激励和飞行状态的等效方法；在此基础

上，发展一种飞行状态下所产生激励的等效地面模

拟方法。

7 总 结

（1）固体火箭发动机的非线性燃烧不稳定目前

仍然是学术界和工业界面临的严峻挑战，想要抑制

燃烧不稳定，需要从燃烧室系统非线性动力学的角

度理解燃烧不稳定，获得主要增益和阻尼因素的高

阶非线性模型或数值计算方法。

（2）由于推进剂非稳态燃烧和系统增益与阻尼

机理的复杂性，短期内建立完整、准确的非线性不稳

定分析方法存在很大的难度，解决工程问题需要理

论分析与实验研究相结合。

（3）从工程研制需求来看，近期目标是建立考虑

因素比较完善的非线性不稳定预示方法，为飞行状

态和地面静止实验时发动机受到的激励建立等效分

析方法是最为紧要的。

（4）从长远来看，固体推进剂燃烧和铝分布式燃

烧的精细化模型是燃烧不稳定准确预示的关键，这

需要集中优势力量、学术界和工程界联合攻关，搞清

不同配方条件下推进剂的细观燃烧机理、铝的表面

团聚和分布式燃烧机理，建立起可靠的燃烧描述模

型，为不稳定分析提供准确的增益数据。

（5）工程实践中传统的燃烧不稳定抑制方法通

常是修改几何构型以增加阻尼、调节推进剂配方以

降低增益，这种方法通常需要多次试错、代价不菲。

最近在铝基复合燃料压强指数控制方面的进展可能

是燃烧不稳定抑制的新方向，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致 谢：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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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临近空间多级固体动力飞行器发动机与轨迹一体化设计优化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序列

代理优化的高效设计方法。为了准确计算发动机的性能特性，对发动机进行了几何参数化建模，并针对

复杂装药的燃面计算，提出了基于移动四面体的燃面计算算法。为了准确获得给定设计方案的最大航

程，采用自适应Legendre-Gauss-Radau伪谱法进行计算。为了提高发动机与轨迹一体化设计优化效率，

提出了基于Kriging代理模型的多采样点高效全局优化算法，并进行了数值验证。计算结果表明：该方

法的优化结果满足全部设计约束，最大航程相比优化前提高了9.34%。该结果与传统参数优化算法的结

果一致，但耗时目标和约束函数的计算次数显著减少，计算时间仅为遗传算法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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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 efficient method based on sequential surrogate-based optimization is proposed to realize the
integrated design optimization for motor and trajectory of multi-stage solid rocket motor powered vehicle in near
space. In order to calcul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otor accurately，the geometric parametric modeling of the mo‐
tor is carried out，then a marching tetrahedron method was developed to compute burning surface regression for
complex propellant grain. The adaptive Legendre-Gauss-Radau pseudospectral method is used to compute the
maximum range of given design scheme accurately. To improve the optimization efficiency，a multi-sampling effi‐
cient global optimization method based on Kriging surrogate model is proposed and numerically verified. The re‐
sults show that optimization solution solved by this method meets all the design constraints，and the maximum
range increased by 9.34%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optimization. The solut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tradition‐
al parameter optimization algorithms，however，the calls number of time-consuming objective function and con‐
straint functions are significantly reduced，and this method only takes 4% calculation time of the genetic al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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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临近空间飞行器具有飞行速度高、突防生存能

力强、机动范围大等特点，能够完成远程的物资快速

运送或精确打击任务，具有很好的经济军事价值，成

为近年来各国的研究重点［1-2］。

助推滑翔式飞行器作为一类有代表性的临近空

间高速飞行器，通常采用地面或空中平台进行发射，

并通过动力装置进行助推加速，而后依靠自身的气

动升力在一定高度范围内无动力滑翔飞行［3］。固体

和液体火箭发动机常作为这类飞行器主要或辅助的

动力装置。其中，固体火箭发动机具有结构简单、制

造成本低、快速反应能力强、工作可靠性高、寿命长

以及维护简单等优点，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4-5］。

与传统飞行器相比，助推滑翔式飞行器具有大

空域、宽速域的特点，其飞行环境更为严酷，约束条

件更为严格［6］。在高性能飞行器的需求牵引下，总体

设计对固体火箭发动机、气动外形设计等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7］。需要各学科的设计更加紧密耦合，以

达到系统级的最优。由于传统的总体设计方法往往

依赖于设计者的经验，各学科分析多采用近似解析

公式、数据外推或一些低复杂度的模型进行考虑，学

科模型的精度较低且包含的系统信息量较少，难以

体现各学科耦合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于新型飞行器

的总体设计，传统设计准确性较差且容易反复［8］。

多学科设计优化（Multidisciplinary design optimi‐
zation，MDO）在设计中充分考虑各学科耦合效应，逐

渐成为航空航天各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8-12］。但是

MDO涉及多个学科大量的设计变量及状态变量，若

直接采用高复杂度的学科分析模型进行总体设计优

化，则对优化算法的性能要求极高，求解效果通常并

不理想，甚至难以获得可行解，除此之外，其巨大的

计算时间成本也是难以承受的［13］。

为有效应对MDO中优化难度高且优化耗时长的

问题，代理模型方法得到重视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成为MDO研究中的关键技术和重要分支［13-15］。代理

优 化 方 法 目 前 多 应 用 于 飞 行 器 气 动 外 形 优 化 设

计［13，15-17］、结构优化设计［18-20］等。对于发动机与轨迹

一体化设计优化问题，代理优化的相关研究尚很少，

目 前 多 集 中 于 采 用 启 发 式 算 法 进 行 直 接 寻

优［11-12，21-25］，且发动机模型和轨迹优化模型的复杂度

较低。

本文针对固体动力助推滑翔式飞行器发动机与

轨迹一体化设计优化问题，发展一种有效的发动机

与轨迹一体化设计优化方法。其建立发动机壳体、

装药和喷管的几何参数化模型，提出移动四面体燃

面计算算法，实现发动机性能评估；采用自适应伪谱

法评估最大航程；并基于多采样点高效全局优化算

法求解一体化设计优化问题。

2 方 法

2.1 问题描述

考虑空基发射的两级固体动力助推滑翔飞行

器，其外形尺寸包络保持固定，即不考虑气动外形的

设计优化问题，通过优化配置各级固体发动机参数，

并同时优化设计标准迎角曲线，以提升飞行器的标

准最大航程能力。

2.1.1 飞行器运动方程

为了方便统一地描述有动力飞行器的全程运动

特性，考虑地球模型为无旋转圆球，并在极坐标形式

下建立有动力无侧滑情况的飞行器纵向运动方程

ṙ = v sinθ
v̇ = FT

m
cosα - FD

m
- μ
r2
sinθ

θ̇ = FT
mv
sinα + FL

mv
+ ( v

r
- μ
vr2
)cosθ

ṡ = RE v
r
cosθ

ṁ = -m s

（1）

式中 r，v，θ，s，m为状态变量，分别代表飞行器的

地心距、速度、航迹角、航程以及质量。其中，飞行器

的初始运动参数由发射平台所确定；引力常数 μ=
3.986×1014m3/s2；地球半径 RE=6378137m；FT和 ms分别

为发动机的推力大小和质量流率，助推段中 FT和 ms
由发动机性能确定，滑翔段中 FT=0，ms=0；FL和 FD为

飞行器的升力和阻力，其表达式为

FL = CL (α,Ma,r - RE )qSR
FD = CD (α,Ma,r - RE )qSR
q = 12 ρv2

（2）

式中 α，Ma和 q为分别为飞行器的迎角、马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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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动压，ρ为大气密度，根据飞行高度 H=r-RE，通过美

国标准大气 1976数据［26］插值计算；升力系数 CL和阻

力系数 CD由飞行器外形和飞行状态确定，SR为参考

面积，飞行器各级的气动参数均采用工程估算方法

进行计算［11］。

飞行器的初始质量 m0包括有效载荷质量 me，一、

二级发动机总质量mz
（1）和mz

（2），控制机构、级间段等其

它质量mk
（1）和mk

（2）。则飞行器初始质量m0可表示为

m 0 = m e +∑
i = 1

2 (m z
( i ) + m s

( i ) ) （3）
式中上标 ( i )代表第 i级飞行器的相应参数。

本文对发动机部分采用展开型质量方程，对飞

行器其余部分采用导出型质量方程［11］。

2.1.2 约束条件

（1）飞行器初始质量和发动机长度约束

飞行器外形尺寸受到发射平台的限制，进而对两

级发动机的总长度提出限制，同时对飞行器的初始质

量也提出限制

m 0 ≤ m 0, max
lz (1) + lz (2 ) = lmax （4）

式中 lz（1）和 lz（2）分别为一、二级发动机的长度。

（2）控制约束

为减轻姿态控制系统压力，对可用迎角及其变

化速率 α̇进行限制，并对航迹最高点的动压最小值进

行限制

αmin ( i ) ≤ α( i ) ≤ αmax ( i )
α̇min ( i ) ≤ α̇( i ) ≤ α̇max ( i )
qmin ≤ q ( t f3 )

（5）

式中 tf3为航迹最高点时刻。

（3）分离点约束

为降低级间分离干扰，对各级分离时的迎角进

行限制

α ( t f1 ) = α ( t f2 ) = 0 （6）
式中 tf1和 tf2分别为一、二级的分离时刻。

（4）端点约束

为满足飞行器末端的能量管理要求，对末端速

度和航迹角提出限制

v f, min < v ( t f4 ) < v f, max
θ f, min < θ ( t f4 ) < θ f, max （7）

式中 tf4为飞行末端时刻。为了方便描述控制和

分离点约束，本文在式（1）的状态变量中加入迎角 α，

则飞行器运动方程的状态变量可改写为 x=［r，v，θ，s，
m，α］T，同时将迎角变化速率 α̇作为控制变量 u，即

α̇ = u （8）

2.2 固体发动机性能预示

2.2.1 发动机几何参数化建模

翼柱形装药结构完整性好，体积装填分数高，燃

面可调范围大，目前广泛应用于各类固体火箭发动机

中［27］。本文选择三角翼柱形装药作为一、二级发动机

的装药构型，发动机前后封头均采用椭球比相同的椭

球封头，装药和燃烧室壳体形状参数定义见图 1。

壳体圆筒段的厚度 δc1采用最大应变能强度理论

确定。椭球封头厚度沿椭球表面从边缘向中心逐渐

增厚，顶点处的厚度 δc2采用最大应力强度理论确定，

则相应表达式为［28］

δc1 = k cφ c p c, maxd1
2.3ξc [ σ c ] - k cφ c p c, max

δc2 = k cφ c p c, maxd1 km
4ξc [ σ c ] - k cφ c p c, max km

（9）

式中安全系数 kc=1.25，压力波动系数 φc=1.1，焊
缝强度系数 ξc=0.9，pc，max为燃烧室压强的最大值，［σc］

为壳体材料许用应力，d1为圆筒的内径，km为前后封

头的椭球比。

喷管采用潜入式特型喷管以减小发动机的长度

尺寸。与非潜入喷管不同，潜入喷管的收敛段处于

两面或三面受热状态，其收敛段与喉部往往构成一

个整体称为入口段［28］。本文采用椭圆形型面，扩张

段采用三次多项式的优化型面，入口段与扩张段之

间采用圆弧过渡，喷管形状参数定义见图 2。
扩张段型面的表达式为［28］

Fig. 1 Configuration of finocyl g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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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n (X n ) = kn0 + kn1-X n + kn2-X n
3

-X n = X n - lb - l t
kn0 = 0.5d t + rm (1 - cosαm )
kn1 = tanαm
le = 3(0.5d e - kn0 )

tanα e + 2tanαm
kn2 = ( tanα e - tanαm )3le 2

（10）

式中 Xn为扩张段型面上的点到喷管入口段前端

面的距离，Yn为扩张段型面上的点到旋成轴线的距

离，lb，lt和 le分别为喷管收敛段、过渡段和扩张段的长

度，dt和 de分别为喉部直径和扩张段出口直径，rm为过

渡段圆弧半径，αm和 αe分别为扩张段入口和出口的

扩张半角。

此外，后封头开口直径与深度取决于喷管的潜

入深度，即装药和喷管的建模相互耦合。

2.2.2 装药燃面退移计算

（1）基于最小距离场的燃面退移

基于最小距离场的燃面退移算法可以有效处理

复杂三维装药的燃面计算问题，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通用性和计算精度［29-30］。其基本思想是将装药离散

为体网格数据，计算装药网格节点到初始燃面的最

小距离场，根据平行层燃烧定律，选取所有距离值等

于给定燃烧厚度的点形成当前燃面，通过计算不同

燃烧厚度下的燃面面积，获得燃面面积与燃烧厚度

的关系曲线，为后续内弹道计算提供输入数据。

对于装药几何离散，考虑到四面体网格可以有

效处理复杂几何的体网格自动化生成问题，因此选

择四面体网格对装药几何进行离散。此时装药网格

节点 P到初始燃面 Ω0 的最小距离 h（P，Ω0）可以描

述为

h (P,Ω 0 ) = infc ∈ Ω0  c - cP （11）
式中 c为初始燃面 Ω0上点的空间坐标，cP为装药

网格节点 P的空间坐标。

通常初始燃面难以解析表示，因此可采用三角

形面网格离散表示。则装药到初始燃面最小距离场

计算可以转化为装药网格节点到三角形面网格的最

小距离计算。最小距离场计算的效率极大影响燃面

退移计算的效率，虽然蛮力算法实现简单，但对于较

大网格规模的情况效率很低。因此为了提高计算效

率，本文采用轴对称包围盒（Axis-aligned bounding
boxes，AABB）算法实现最小距离场的高效计算，具

体计算过程见文献［31］，本文不再赘述。

（2）基于移动四面体算法的燃面提取

当计算完装药网格全部节点到初始燃面的最小

距离场后，则不同燃烧厚度下的燃面提取可以等效

为最小距离场的等值面提取。利用网格节点处的距

离值进行插值，从而获得网格单元内一系列等值点，

最后按照一定规则连接这些等值点，形成三角形面

网格来近似燃面。

根据网格单元类型的不同，目前基于网格的等

值面提取算法主要有移动立方体（Marching cubes，
MC）算 法［32］和 移 动 四 面 体（Marching tetrahedron，
MT）算法［33］。MC算法中，等值面与六面体单元共存

在 28（256）种相交模式，且在连接各等值点形成三角

面片时，连接方式在某些情况下存在二义性［33］。相

比之下，MT算法在实现上更加简便，且三角面片的连

接方式不存在二义性［33］。MT算法中等值面与四面

体单元仅存在 24（16）种相交模式，根据对称性可将这

16种相交模式归类为 3种相交类型，见图 3。

对于四面体单元内任意一点 P处的标量值，可采

用四面体拉格朗日多项式插值计算。点 P在四面体

D1D2D3D4内的体积坐标 ηi（i = 1，2，3，4）为

η 1 = V (PD 2D 3D 4 )
V (D 1D 2D 3D 4 ) η 2 = V (PD 1D 3D 4 )

V (D 1D 2D 3D 4 )
η 3 = V (PD 1D 2D 4 )

V (D 1D 2D 3D 4 ) η 4 = 1 - η 1 - η 2 - η 3
（12）

式中 V（·）代表四面体体积，满足 0 ≤ ηi ≤ 1。点 P

处的标量值 hP可以表示为

hP =∑
i = 1

4
Li hi （13）

Fig. 3 Intersection between isosurface and tetrahedral

element

Fig. 2 Configuration of nozz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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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hi为该四面体单元节点处的标量值。若该

四面体单元某条边的 2个节点 Dl和 Dr满足式（14）关

系，则认为等值面与该边相交，有

hl < h ≤ hr l,r = 1,2,3,4 ( l ≠ r ) （14）
式中 hl和 hr分别为节点 Dl和 Dr处的标量值，h为

所提取等值面的水平值。相交点在四面体单元的边

上，因此与该边相邻的两个面所对应的体积坐标为

0，则相交点其余的体积坐标仅取决于水平值 h，hl和

hr，根据式（12）和（13）可以导出体积坐标 ηl为

ηl = h - hr
hl - hr （15）

从而可以计算等值面与该边相交点的空间坐标

cP为

cP = c r + ηl ( c l - c r ) （16）
式中 cl和 cr分别为节点 Dl和 Dr的空间坐标。

利用式（14）对该四面体单元的 6条边分别进行

判断，并利用式（15）和（16）对所有存在相交点的边

进行计算，则可获得该四面体单元内所有的相交点。

根据相交点的数量判断所属的相交类型，并根据图 3
中的规则形成相应的三角面片。通过对所有四面体

单元进行上述操作，则可获得燃烧厚度为 h下的燃面

三角形面网格。从而可以方便地利用空间三角形面

积公式计算燃面面积。

2.2.3 内弹道计算

在飞行器方案设计阶段，采用零维内弹道进行

发动机性能预示可满足工程设计的精度要求［28］。该

方法假设燃烧室内的燃速、压强、温度等分布均匀，

根据质量守恒原理可建立微分方程为

ṗ c = R gT gV c
( Ap ėp ( ρp - p c

R gT g
) - πd t

2 p c
4C * )

V̇ c = Ap ėp
ėp = a0 p c n0
ḋ t = a t

（17）

式中 pc为燃烧室压强，Vc为燃烧室空腔自由容

积，ρp为推进剂密度，Rg和 Tg分别为燃气的气体常数

和燃烧温度，ep为燃烧厚度，Ap为装药在燃烧厚度为 ep
时的燃面面积，a0和 n0分别为装药在标准设计状态下

的燃速系数和燃速压强指数，C*为装药的特征速度，

at为喉部烧蚀率。

在给定初始条件后，可采用自适应步长的 Run‐
ge-Kutta-Fehlberg算法准确地求解微分方程（17），则

推力大小 FT为

FT = π4 d2t CF p c

CF = Γ 2k g
k g - 1 [1 - (π e )

kg - 1
kg ] + ε e ( p ep c -

p a
p c
)

Γ = k g ( 2
k g + 1 )

kg + 1
2 ( kg - 1)

（18）

式中 kg为燃气比热比，pe为喷管出口压力，pa为环

境压力，εe为喷管膨胀比。其中，喷管膨胀比 εe与喷

管出口压力 pe存在关系

ε e = d
2
e
d2t
=
( 2
k g + 1 )

1
kg - 1 k g - 1

k g + 1
p e
p c

2
kg - p e

p c

kg + 1
kg

（19）

式中 pe需要通过数值方法求解式（19）获得，本文

采用牛顿迭代法进行求解。

2.2.4 发动机质量计算

发动机总质量mz可以表示为

m z = m p + m c + m n + m a （20）
式中 mp为装药质量，mc为发动机壳体质量，mn为

喷管质量，ma为其它装置质量。装药质量 mp包括衬

层、绝热层、推进剂等质量，即

m p = ρpV p + Δm p （21）
式中 Vp为推进剂体积，Vp通过计算推进剂四面体

网格单元的总体积获得；Δmp为发动机装药其余质量，

按经验估算。发动机壳体质量mc包括燃烧室壳体、前

后接头、前后裙、绝热层、人工脱粘层等质量，即

m c = ρ cV c + Δm c （22）
式中 ρc和 Vc分别为燃烧室壳体的材料密度和体

积，Vc通过计算壳体 STL模型的体积获得；Δmc为发动

机壳体其余质量，按经验估算。喷管质量 mn包括喉

衬组件、扩张段、固定体、连接装置等质量

m n = ρnbV nb + ρneV ne + Δm n （23）
式中 ρnb和 Vnb分别为喉衬的材料密度和体积；ρne

和 Vne分别为扩张段绝热层的材料密度和体积，Vnb和

Vne采用文献［34］方法计算；Δmn为喷管其余质量，按

经验估算。

其它装置质量 ma中包括点火装置、发火装置、连

接装置等，按经验估算。

2.3 飞行器最大航程能力预示

2.3.1 最优控制问题

当飞行器质量、气动和动力特性均已获得后，飞

行器最大航程能力预示问题可描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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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max s ( t f4 )
s.t.{(1) (8 )(5) (6 ) (7 )

（24）

式中，（1）（8）为式（1）和（8）组成的微分约束，

（5）（6）（7）为式（5）、（6）和（7）组成的不等式约束。

2.3.2 自适应伪谱法

对于连续时间最优控制问题，可采用伪谱法方

便有效地离散求解。其中 Legendre伪谱法的应用最

为广泛，其基本思想是根据高斯正交规则，在整个时

间区间上选取一系列相应配点，采用 Lagrange全局插

值多项式近似状态变量和控制变量，通过配置微分代

数方程来近似微分约束，将连续时间最优控制问题转

换为非线性规划（Nonlinear programming，NLP）问题

进行求解［35］。伪谱法对于光滑问题具有很好的适应

性，但是对于存在状态或控制等不连续情况的问题难

以求解。自适应伪谱法将整个时间区间划分为多个

互不重叠的子区间，并在每个子区间上采用伪谱法进

行离散，通过对当前解中每个子区间的相对误差进行

估计，并以此按照一定规则调整子区间的数量和各子

区间内的配点数量，从而有效提高了求解精度和效

率，并能够处理状态或控制等不连续的问题［36-38］。

Legendre-Gauss-Radau（LGR）配点不包含时间

区间的右端点，这种形式非常适合用来实现各子区

间的连接［36］，因此本文采用自适应 LGR伪谱法对最

优控制问题（24）进行求解。

根据 LGR配点的定义域，将时间 t∈［t0 ，tf］映射

为无量纲时间 τ∈［−1，1］，则转换关系为

τ = 2t - t f - t0
t f - t0 , dτdt =

2
t f - t0 （25）

采用 Lagrange插值多项式近似该无量纲时间区

间内所对应的状态和控制变量，状态变量的插值节点

采用 N个 LGR配点 τi（i=0，1，…，N−1）和 τN=1点，控制

变量的插值节点采用N个 LGR配点。LGR配点的计算

方法见文献［35］。则状态和控制变量可近似表示为

x (τ ) ≈ X (τ ) =∑
i = 0

N

X (τi )Li N (τ )

u (τ ) ≈ U (τ ) = ∑
i = 0

N - 1
U (τi )Li N - 1 (τ )

（26）

式中 X（τ）和 U（τ）分别为状态和控制变量的近

似，LiN（τ）为 Lagrange基函数，其表达式为

Li N (τ ) =∏
j = 1
j ≠ i

N τ - τj
τi - τj （27）

则在各配点 τj（j = 0，1，…，N−1）处，状态变量

x（τ）对 τ的微分为

dx
dτ (τj ) ≈∑i = 0

N

X (τi ) dLi
N

dτ (τj ) =∑
i = 0

N

X (τi )Dji （28）
式中 Dji为 Radau微分矩阵 D 中的元素，其表达

式为［39］

Dji =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Ż (τj )
Ż (τi ) (τj - τi ) ( j ≠ i )
Z̈ (τj )
2Ż (τj ) ( j = i )

Z (τ ) = (1 - τ ) [ PN (τ ) + PN - 1 (τ ) ]

（29）

式中 PN（τ）为 N阶 Legendre多项式。此时微分约

束（1）可转化为等式约束

dτ
dt∑i = 0

N

DjiX (τi ) - f (X (τj ),U (τj ),τj ; t0 ,t f ) = 0（30）
式中 f为式（1）和（8）中微分方程的右边项。至

此，Mayer型连续时间最优控制问题（24）可转换为

NLP问题进行求解。为提高最优控制问题的求解精

度和效率，本文采用基于 Legendre近似理论的自适应

策略进行迭代求解，具体计算方法见文献［35］。

考虑到飞行器级间分离时具有状态的端点约

束，且存在质量、发动机推力等的不连续情况。为了

有效处理上述问题，本文将飞行器的飞行过程分为

三个阶段，见图 4。

在各飞行阶段均采用式（26）和（30）进行离散，

同时为保证分段问题与原问题的等价性，在各级分

离时刻引入状态和时间连接约束，本文忽略分离过

程时间，则各级连接约束为

r ( t fi ) = r ( t0i + 1 ) v ( t fi ) = v ( t0i + 1 )
θ ( t fi ) = θ ( t0i + 1 ) s ( t fi ) = s ( t0i + 1 )
α ( t fi ) = α ( t0i + 1 ) m ( t fi ) = m ( t0i + 1 ) + Δmi

t fi = t0i + 1 ( i = 1,2 )
（31）

式中 tfi和 t0i+1分别为第 i级分离和第 i+1级初始时

刻，Δmi为第 i级分离抛掉的结构质量。

2.4 代理优化算法

2.4.1 Kriging代理模型

对于飞行器设计优化问题，通常需要采用精确

的数值方法对单个学科进行分析计算以获得可信结

Fig. 4 Flight phase of air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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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但这一过程往往是非常耗时的，从而使得直接调

用精确的学科分析模型进行总体设计优化时的时间

成本难以承受。若在分析和优化设计过程中采用近

似模型来替代复杂且耗时的数值分析，则可大幅提

升设计优化的效率。因此，近年来代理模型方法得

到了快速的发展，其中 Kriging代理模型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13］。

对单目标设计优化问题而言，可将数值分析模

块理解为一个“多输入－单输出”系统，即

y = F ( z ) （32）
式中 z∈Rn z × 1为系统输入，可以为设计变量、学科

参数等，nz为系统输入维数。y∈R1 × 1 为系统输出，可

以为目标函数值、约束值等。F（z）为输入输出之间的

某种函数关系。

Kriging模型基于统计学假设：认为未知函数为

某个高斯静态随机过程的具体实现。该高斯静态随

机过程定义为

y ( z ) = B ( z ) β + G ( z ) （33）
式中 B（z）为回归基函数行向量，β为回归系数列

向量。B（z）β代表 y（z）的数学期望。G（z）表示均值

为 0，方差为 σ2的高斯静态随机过程，且在设计空间

的不同位置处，随机变量间存在相关性，其由协方差

进行描述

Cov [ G ( z i ),G ( z j ) ] = σ2R ( z i ,z j )
R ( z i ,z j ) =∏

k = 1

n z

Rk ( zik - zjk ) （34）

式中下标 k对应输入变量的当前维数，R为相关

函数，其随样本点间距离的增大而减小，满足距离为

0时，相关性 R = 1，距离为无穷时，相关性 R = 0。
Kriging模型利用已知的 ns个样本点处的响应值

进行线性加权，插值获得任意输入对应的估计值，响

应估计值 ŷ（z）的表达式为

ŷ ( z ) = ω ( z )T y s （35）
式中 ω（z）为权重系数矩阵，ys为样本点响应值的

列向量。为保证 Kriging估计为无偏估计，且使得均

方差 MSE最小，可采用拉格朗日乘子法推导获得最

优的 ω（z）表达式为

ω ( z ) = βT0 B ( z ) + (R-1
s - βT0 B

T
s R

-1
s )r ( z )

β0 = (B T
s R

-1
s B s )-1B T

s R
-1
s

r ( z ) = [ R ( z,z1 ),...,R ( z,zns ) ]T
（36）

式中 r（z）为相关列向量；Bs为样本回归矩阵，Rs
为样本相关矩阵，其表达式为

B s = [ B ( z1 )T ,...,B ( zns )T ]T

R s =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R ( z1 ,z1 ) ⋯ R ( z1 ,zns )
⋮ ⋱ ⋮

R ( zns ,z1 ) ⋯ R ( zns ,zns )
（37）

将式（36）代入式（35），则可化简得到

ŷ ( z ) = B ( z ) β∗ + rT ( z )V s
β∗ = β0 y s
V s = R-1

s y s - R-1
s B s β

∗
（38）

式中 β*和 Vs仅取决于样本点，因此估计预测点 z

处的响应值，只需要计算 z点对应的回归基函数行向

量 B（z）和相关列向量 r（z），上述计算时间相对于原本

分析模型的耗时可以忽略不计。

除此之外，Kriging模型还可估计预测点 z处响应

值的均方差MSE（z），其表达式为

MSE( z ) = σ̂ 2
s (1 + ω ( z )TR sω ( z ) - 2ω ( z )T r ( z ) )

σ̂ 2
s = ( y s - B s β

∗ )TR-1
s ( y s - B s β

∗ )
n s

（39）

本文的回归基函数模型选择为线性回归模型。

相关函数模型选择为各向异性指数高斯模型，其控

制参数较多，能够有效改善 Kriging模型的鲁棒性［13］。

则相应模型的表达式为

B ( z ) = [ 1,zT ]
Rk ( zik - zjk ,θk ,pk ) = exp ( -θk|zik - zjk|pk )
1 ≤ pk ≤ 2

（40）

式中 θk和 pk为控制参数，根据“极大似然估计”原

则，建立并求解共 2nz个变量的参数优化问题来确定。

其中，参数优化变量和目标函数为

arg min
θ1 ,...,θnz ,p1 ,...,pnz

n s ln ( σ̂ s
2 ) + ln (det R s ) （41）

2.4.2 代理优化算法

代理优化（Surrogate-based optimization，SBO）方

法起初是在设计空间内直接建立精度较高的全局代

理模型来替代费时的分析模型，再利用传统参数优

化算法求解约束或非约束优化问题［13］，例如采用启

发式算法的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GA）、基于

梯度的序列二次规划算法（Sequential quadratic pro‐
gramming，SQP）或组合算法等。由于建立精度较高

的全局代理模型所需的样本点数较多，且随着设计

变量维数的增加而急剧增大，因此该方法对于复杂

问题的计算代价仍是巨大的。序列代理优化方法

（Sequential surrogate-based optimization，SSBO）则可

有效处理上述问题，其原理是首先采用较少初始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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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点建立精度较低的代理模型，在优化过程中序列

加入新样本点来重构代理模型，并重复进行优化直

至算法收敛。代理优化算法流程示意图见图 5。

加点准则是序列代理优化方法的关键［16］。对于

约束优化问题，约束最小目标函数预测值（CMP）加点

准则，通过求解优化问题（42）获得新样本点。

min ŷ ( z )
s.t.{ĝ i ( z ) ≤ 0 ( i = 1,...,nk )

gj ( z ) ≤ 0 ( j = nk + 1,...,n g )
（42）

式中 ng为约束的总数量，nk为代理约束的数量，

ĝ i（z）为第 i个约束 gi（z）的代理模型，非约束问题则无

上述约束。CMP准则具有较好的局部收敛性，但容

易收敛至局部最优解［16］。

基于 Kriging代理模型的高效全局优化算法（Effi‐
cient global optimization，EGO）采用约束最大目标函

数改善期望（CEI）加点准则，通过求解优化问题（43）
获得新样本点［40］。

max E ( z )
s.t.{ĝ i ( z ) ≤ 0 ( i = 1,...,nk )

gj ( z ) ≤ 0 ( j = nk + 1,...,n g )
（43）

式中 E（z）为目标函数改善期望，其表达式为

E ( z ) = {E 1 ( z ) + E 2 ( z ) ( s ( z ) > 0 )
0 ( s ( z ) = 0 )

E 1 ( z ) = ( ymin - ŷ ( z ) )Φ ( ymin - ŷ ( z )s ( z ) )

E 2 ( z ) = s ( z )φ ( ymin - ŷ ( z )s ( z ) )
s ( z ) = MSE ( z )

（44）

式中 ymin为当前样本点中目标函数真实值的最小

值，Φ为标准正态累积分布函数，φ为标准正态概率

密度函数。CEI准则具有全局收敛性，但局部收敛速

度较慢［40］。

为改善 EGO算法的搜索性能，本文结合 CMP准

则和 CEI准则，在每次迭代过程中，同时加入上述两

种样本点来重构 Kriging代理模型，并称算法为多采

样点高效全局优化算法（MEGO）。算法的迭代收敛

条件设置为

| ŷ ( z i * ) - y ( z i * )y ( z i * ) | < ε1
| y ( z i * ) - y ( z i - 1 * )y ( z i * ) | < ε2
g ( z i * ) ≤ 0

（45）

式中 ε1和 ε2分别为收敛容限，zi
*为第 i次序列优

化的最优解。

3 结果与讨论

本文采用 CAD几何造型软件 CREO对发动机壳

体、绝热层、装药和喷管进行参数化建模；采用开源

的四面体网格划分程序 NETGEN对装药进行网格划

分。基于 MATLAB R2015b平台编写 MT算法和自适

应 LGR伪谱法程序，NLP求解器采用 SNOPT；计算环

境为Windows 10 2.60GHz，16.0GB内存。

对于空基发射的两级固体动力助推滑翔飞行

器，其初始条件和约束边界设置见表 1。

采用本文方法分别对各级发动机进行性能预

示 ，其 中 ，各 级 燃 烧 室 壳 体 材 料 均 选 为 40SiMn‐
CrMoV，绝热层材料均选为 EPDM，推进剂均选为 HT‐
PB/AP/Al，喷管喉衬和扩张段材料均选为碳/碳复合

材料。为保证几何参数化建模的拓扑正确，将部分

几何参数转化为比例参数，并根据发射平台几何尺

寸要求和灵敏度分析［12］选择了 21个参数作为优化变

量，其余参数为固定值，包括：lmax = 3.5 m，d1（i）= 0.780
m，km（i）= 2，αm（i）= 26（°），αe（i）= 22（°）。优化变量 z =
［z0，z1（1），…，z10（1），z1（2），…，z10（2）］与几何参数的关系

见式（46），优化变量的搜索空间见表 2。

Table 1 Definition of initial conditions and parameters of

constraints

r0/km
6389.107
αmin（i）/（°）

［-3，-3，-20］
m0，max/kg
3500

v0/（km/s）
0.224

αmax（i）/（°）
［12，3，20］
qmin/kPa
0.68

θ0/（°）
-6.22

α̇min
（i）/（（°）/s）

［-10，-10，-10］
vf，min/（km/s）
0.681

s0/km
0

α̇max
（i）/（（°）/s）

［10，10，10］
θf，max/（°）
89

Fig. 5 Algorithm flow of SBO and SS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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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 (1) = z0 , lz (2 ) = lmax - lz (1)
d2 ( i ) = z1 ( i )d1 ( i ) , l1 ( i ) = lz ( i ) - d1

( i )

km ( i )
- (1 - z2 ( i ) )le ( i )

d3 ( i ) = 1.2 max (db ( i ) ,Yn ( i ) ( z2 ( i ) le ( i ) ) )
rm ( i ) = 0.5d t ( i ) , db ( i ) = 2d t ( i )
lb ( i ) = 0.7d t ( i ) , l t ( i ) = rm ( i ) sinαm ( i )
l2 ( i ) = l3 ( i ) - 0.5 (d3 ( i ) - d2 ( i ) )
l3 ( i ) = l1 ( i ) + d1

( i )

km
- z2 ( i ) le ( i ) - lb - l t

l4 ( i ) = z3 ( i ) γ1 ( i ) = z4 ( i )
γ2 ( i ) = z5 ( i ) l5 ( i ) = z6 ( i ) l1 ( i )
r1 ( i ) = r3 ( i ) + z7 ( i ) ( r3,max ( i ) - r3 ( i ) )
r3,max ( i ) = l4 ( i ) cos (0.5 (γ1

( i ) + γ2 ( i ) ) )
cos (|0.5 (γ1 ( i ) - γ2 ( i ) )|)

d t ( i ) = z8 ( i ) ε e ( i ) = z9 ( i )
a0 ( i ) = z10 ( i ) ( i = 1,2 )

（46）

首先采用优化的拉丁超立方体试验设计方法

（Optimal Latin hypercube design，OLHD）在优化变量

搜索空间内获取 210个初始样本点，并利用本文发动

机性能预示方法分别计算所有初始样本点对应的

一、二级发动机真空推力 FTv和质量流率变化曲线，再

利用自适应 LGR伪谱法求解对应的最大航程，以建

立飞行器最大航程和初始质量关于优化变量的 Krig‐
ing代理模型，为 MEGO算法提供计算快速的目标函

数和约束函数，MEGO算法中的子优化算法均选择

GA算法和 SQP算法的组合算法，即先利用 GA算法

对全局最优解进行初步搜索，将其结果作为初始猜

测，提供给 SQP算法进行局部精细搜索。上述组合算

法相比于单独使用 GA算法或 SQP算法，能够有效提

高搜索精度，同时有效避免陷入局部最优解的情况。

仿真计算中 MEGO算法的收敛容限设置为：ε1 = ε2 =
0.01。发动机与轨迹一体化设计优化结果见图 6~12。
为了验证本文优化算法的有效性，分别采用传统

EGO算法，GA算法和 SQP算法进行求解，各优化算

法的性能对比结果见表 3，表中 nF代表原本高精度目

标函数或约束函数的调用次数。

根据图 6可以发现，优化的二级发动机长度约为

一级发动机的 85%，各级发动机的喷管潜入深度均达

到了上限值，由于未考虑潜入损失效应，因此潜入深

度的增加使得各级发动机的装药量均得到增加，有

利于飞行器航程的提升。图 6中一级装药的翼面较

大，同时喷管的喉径较小且达到了下限值，二级装药

的翼面较小且达到了下限值，同时喷管的喉径较大。

结合图 7和 8可以发现，一级推力呈现先大后小的趋

势，且推力幅值整体较大，同时优化得到的推进剂燃

速较高、发动机工作时间较短，二级则呈现了相反的

Fig. 7 Thrust and chamber pressure

Fig. 6 Optimized solid rocket motor of each stage

Table 2 Searching space of optimization variables

Item
z0
z1（i）
z2（i）
z3（i）
z4（i）
z5（i）

Lower
1.5m
0.2
0.05
0.2m
30°
30°

Upper
2.5m
0.2632
0.30
0.38m
70°
70°

Item
z6（i）
z7（i）
z8（i）
z9（i）
z10（i）

Lower
0.5
0.1

0.065m
9

6 mm/s

Upper
0.99
0.5

0.075m
26

8 mm/s

Fig. 8 Altitude and dynamic pressure versus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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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即飞行器采用短时间大推力的形式以提高飞

行高度穿越稠密大气区域，随着大气密度的逐渐降

低，飞行器的阻力随之减小，推力的加速效应逐渐提

升，从而期望增大推力以迅速提升飞行器的飞行高

度和速度。根据图 8、9和 10可以发现，飞行器的初

始质量、轨迹最高点动压、末端速度、末端航迹角、迎

角使用范围以及迎角变化率等均满足给定的约束要

求，证明了本文方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以初始采样中的最优方案为初始方案，据图 11
可以发现，其对应的飞行器最大航程为 1627.021 km，

经过 MEGO算法优化后，飞行器的最大航程提升至

1779.065 km，相比优化前提高了 9.34%。随着 MEGO
算法的序列加点与迭代优化，Kriging代理模型的预

测值逐渐趋近于真实值，因此使得目标函数也随之

收敛至最优解。根据图 12可以发现，约束条件也随

着迭代优化过程逐渐满足要求。根据表 3可以发现，

四种优化算法得到的最优结果非常接近，且均满足

约束要求。其中，MEGO算法对原本目标函数和约束

函数的调用次数为 527次，远少于 GA和 SQP算法，且

少于传统 EGO算法，这是因为 EI准则不仅提供目标

函数预测较优的点，还提供均方差预测较大的点，使

得算法具有较好的全局搜索能力，而 MP点提供目标

函数预测最优的点，能够有效改善 EGO算法的局部

收敛能力。尽管 GA算法在参数优化问题中已得到

了广泛的验证，但对于本文问题，其调用次数为

12800次，优化耗时约为 249h，而 MEGO算法的优化

耗时约为 10h，仅为 GA算法的 4%。验证了 MEGO算

法能够高效处理一类目标函数或约束函数计算代价

较大的优化问题。

4 结 论

通过本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对于多级固体动力助推滑翔式飞行器发动

机与轨迹一体化设计优化问题，基于MEGO算法得到

的最优方案满足全部约束要求，最大射程相比优化

前提升了 9.34%，且与传统 EGO算法，SQP算法和 GA
算法得到的结果一致。

（2）MEGO算法能够有效减少耗时目标函数和约
Fig. 12 Convergence process of initial mass

Table 3 Optimizat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methods

Method
MEGO
EGO
GA
SQP

Range/km
1779.065
1779.065
1777.498
1774.054

m0/kg
3483.268
3483.268
3474.369
3500.000

nF
527
726
12800
1675

CPU time/s
36807.528
50882.363
896044.759
117089.451

Fig. 10 Path angle, AOA and change rate of AOA versus

time

Fig. 9 Speed and mass versus time

Fig. 11 Convergence process of maximum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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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函数的调用次数，其计算时间仅为 GA算法计算时

间的 4%。MEGO算法相比于传统 EGO算法有效提

高了局部收敛速度，从而显著提高优化效率。

（3）在初始方案设计阶段，该方法能够在多学科

设计约束下，快速获得可行优化方案，显著缩减设计

周期。此外，本文燃面计算算法对固体装药的几何

构型无附加限制，具有一定通用性，因此可直接推广

至其它三维固体装药的情况，为总体方案设计提供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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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结构RBCC发动机亚燃模态全流道数值模拟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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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变结构燃烧室是提高宽范围工作火箭基组合循环 （Rocket-based combined-cycle，RBCC）
发动机性能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全流道三维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变结构RBCC发动机在低来流马赫

数条件下燃烧室与进排气匹配状况，以及采用变结构燃烧室进行亚燃模态可靠燃烧组织的可行性。针对

Ma=3来流，研究了火箭冲压和纯冲压燃烧模式下的发动机性能，并实现了燃烧室工作模式的转变。通

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 在火箭冲压工作模式下，一次火箭小流量工作能够提高二次燃料的燃烧效

率，冲压燃烧室比冲性能较优，燃烧室与进排气能够匹配工作。（2）燃烧室工作在火箭冲压模式时，采

用燃料支板集中喷注燃料的性能优于隔离段和燃料支板分散喷注时性能；发动机工作在纯冲压模式时，

燃烧效率将会下降，并且发动机冲压比冲比火箭冲压工作模式下降10.2%，全流道比冲则上升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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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jet Mode of Variable Geometry RBCC via

Full Flow Path Numerical Sim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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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Combustion，Internal Flow and Thermo-Structure Laboratory，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710072，China）

Abstract：The use of a structurally variable combustor i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methods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a rocket-based combined-cycle（RBCC）engine over a wide operating range. Aims to study the
matching between the combustor and the inlet/exhaust of a variable geometry RBCC engine at low inflow Mach
numbers via full flow path of three-dimensional numerical simulations. Furthermore，focus on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a variable geometry combustor to carry out a steady secondary fuel combustion organization in ramjet mode.
Under the inflow condition of Ma=3，the engine performances were studied based on the rocket-ramjet and pure
ramjet combustion mode，and the transition of the engine from the rocket-ramjet mode to the pure ramjet mode
was obtained in the variable geometry ram combustor. Concluding remarks are summarized as：（1）In the rocket
ramjet mode，the primary rocket has obvious positive effects on improving the secondary fuel combustion efficien‐
cy and results in a higher ramjet specific impulse. Matching of the combustor and inlet/exhaust has been realized
under the rocket-ramjet mode.（2）In the rocket ramjet mode，improvement of the engine performances prefer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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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ntrated fuel injection rather than a dispersed injection through isolator section and pylons. In the pure ram‐
jet mode，the specific impulse of the full flow path increases by 14.5%，compared with in the rocket-ramjet
mode，despite the decrease of ram specific impulse by 10.2% due to a worsen combustion efficiency.

Key words：Rocket-based combined-cycle；Variable geometry；Combustor；Ramjet mode；Numerical
simulation；Combustion performance

1 引 言

火箭基组合循环（RBCC）发动机作为一种宽域

多任务工作的组合推进系统，具有火箭高推重比和

冲压发动机高比冲的特点，能够实现从零速起飞到

高超声速飞行，是未来空天运输和临近空间飞行器

的主要动力形式之一［1-4］。目前，针对热力喉道的

RBCC发动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5-7］，然而，从热

力学的观点来看，RBCC发动机燃烧室在超燃模态需

要扩张构型满足超声速燃烧需求，而在引射和亚燃

模态燃烧室出口的最优构型则是收-扩结构［2］。同

时，燃烧室为了保持较优的性能，需要其扩张比随着

飞行马赫数的增大而逐渐减小［8］。因此，对于多模态

工作的 RBCC发动机，采用燃烧室变结构的方式能够

满足发动机的高效工作。前期，针对变结构 RBCC燃

烧室在 Ma=2~6亚燃模态的性能进行了数值模拟和

试验研究［9］，结果表明，采用几何喉道的变结构燃烧

室能够在宽范围内高效稳定燃烧，相比于热力喉道

燃烧室具有更优的发动机性能。

相关研究表明，在较低的飞行马赫数阶段，作为

加速爬升型 RBCC发动机来说，低的发动机性能将会

导致较高的燃料消耗［10］，制约了自加速 RBCC的竞争

力。在亚燃冲压模态低马赫数阶段，通过燃烧室扩

张比的改变可以增大二次当量比、减小火箭流量，提

升发动机比冲并满足推力需求。因此，采用变结构

燃烧室降低低马赫数亚燃冲压模态阶段一次火箭流

量、尽早完成火箭冲压模态向纯冲压模态转换，提升

发动机低马赫数性能，才能够更好地拓展 RBCC发动

机的应用范围。另外，宽范围工作 RBCC发动机进排

气与燃烧室耦合影响着发动机的性能［11］，有必要进

行全流道一体化的发动机性能研究。

为了研究采用变结构燃烧室的 RBCC发动机在

低来流马赫数的性能，本文采用三维数值模拟的方

法研究其全流道一体化性能。首先，针对 Ma=3来流

条件研究变结构 RBCC发动机在火箭冲压模式下的

性能，然后详细研究变结构 RBCC发动机在不同喷注

策略下的燃烧室性能，并研究其在不同燃烧组织策

略下燃烧室由火箭冲压向纯冲压工作模式转换的可

能性。

2 发动机构型和数值模拟方法

2.1 变结构RBCC发动机构型

进气道采用二元三波系混压式进气道，三级外

压缩面，三级外压缩角分别为 4.5°，5.0°和 5.5°，总外

压缩角 15°，内压缩角 15°，唇缘结构角为 6°，在 Ma=6
来流时实现激波封口。通过进气道喉道高度的调节

实现进气道总收缩比在 3.8~7.6调节。RBCC全流道

方案采用的变结构进气道如图 1所示，进气道全长

24.14H，H为进气道出口高度。进气道变结构部件为

可转动前体 A和可伸缩唇口 B，通过可转动前体实现

进气道喉道面积调节，通过可伸缩唇口实现溢流窗

大小的调节。

前期研究表明，燃烧室内二次燃料的燃烧区间

长度随着来流总温的升高而缩短［9］。同时，随着飞

行马赫数的提高，燃烧室内燃气的温度逐渐提高，燃

烧室的热防护难度越来越大。基于以上两点考虑，

Fig. 1 Variable inlet configu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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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燃烧室结构的变化，即燃烧室上顶板和几

何喉道的向前平移满足燃烧室扩张比和几何喉道面

积的减小，同时还能缩短燃烧室长度。图 2给出了

变结构燃烧室流道方案示意图，燃烧室前部为一次

火箭段，采用中心支板式火箭实现二次燃料的点火

稳焰。其中，中心支板占比 0.2，并且中心支板两侧

还可以充当隔离段的延长段的作用，增加进气道的

抗反压能力。燃烧室内则通过顶板和几何喉道单

自由度平移满足不同马赫数下燃烧室扩张比和喉

道 面 积 ，燃 烧 室 内 释 热 长 度 可 由 Ma=2 工 况 的

18.56H向 Ma=6工况下的 11.41H变化，使燃烧室释

热长度减小了约 38.5%。燃烧室内布置了三处燃料

喷注位置，即中心支板（Strut）和两对燃料支板（Py‐
lon 1和 Pylon 2）。其中，中心支板和燃料支板 Py‐
lon 1为位置固定，燃料支板 Pylon 2则随着燃烧室

上顶板前后平移。为了使二次燃料与来流空气更

好地掺混，在燃烧室宽度方向，两对燃料支板均匀

分布；在燃烧室高度方向，Ma=2构型时两对燃料支

板完全均分流道。

在较宽的飞行马赫数区间，采用固定结构尾喷

管无法满足燃烧室内高温燃气在尾喷管内均处于

完全膨胀状态。尾喷管采用固定结构，喷管膨胀

比一般取中间马赫数的膨胀比，以兼顾宽范围内

的喷管性能，然而这会带来较低飞行马赫数时尾

喷管处于过膨胀状态，而高飞行马赫数时尾喷管

的欠膨胀状态严重，均会影响发动机的整体性能。

因此，尾喷管将采用变结构调节方案，其调节方案

如图 3所示，尾喷管总长 18.54H，调节总共分为三

档（膨胀比 1.5，1.8和 2.2），Ma=2~4时，燃气在尾喷

管内基本处于完全膨胀状态，Ma=5~7时，则处于欠

膨胀状态。

表 1给出了Ma=3来流发动机构型的主要参数。

2.2 数值模拟方法

在工程实际计算中，RANS方法仍然是目前使用

最为广泛的湍流数值模拟方法。本文利用非结构三

维流体计算软件 CFD++［12］中非线性（Cubic）k-ε湍流

模型求解雷诺时均 N-S方程，非线性 k-ε湍流模型能

更好地模拟流场正应力各项异性、漩涡以及流线的

曲率影响。该模型在文献［13-15］中对 HIFIRE-2双
模态冲压发动机燃烧室进行了三维数值模拟，并能

与实验数据很好贴合。

由于燃烧室采用液体煤油燃料作为二次燃料进

行燃烧，为了模拟燃烧室内煤油液滴的蒸发雾化，本

文采用欧拉离散相（EDP）模型来模拟二次燃料的喷

注。实际的燃烧过程通常是湍流和化学反应相互作

用的结果，如果不考虑湍流影响，在预测点火延迟时

间等方面有一定的不利影响，然而本文只考虑稳态

过程，因此湍流对燃烧的影响可以忽略［16］，故采用有

限速率模型模拟燃烧室的燃烧过程。本文采用煤油

作为二次燃料，其成分通常较为复杂，是一种混合

物，采用 C10H20作为煤油的替代分子，其物性参数参

见文献［17］。煤油的化学反应机理涉及到很多个基

元反应，考虑数值模拟的可实现性以及计算机资源，

采用 10组分 12步简化动力学模型［18］模拟煤油的

燃烧。

Fig. 2 Variable geometry combustor configurations

Table 1 Parameters of the RBCC configurations under

Ma=3 inflow condition

Inlet
contraction
ratio
3.8

Combustor
expansion
ratio
2.8

Throat
expansion
ratio
2.3

Nozzle
expansion
ratio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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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值模拟方法验证

采用西北工业大学 RBCC直连实验所获得的液

态煤油变结构发动机直连实验结果验证超声速来流

条件下液态煤油燃烧模拟的准确性。Ma=3模拟隔离

段入口马赫数为 1.6，总压为 0.6MPa，总温为 600K，一
次火箭流量 0.12kg/s，；二次燃料通过流向涡支板喷

注，当量比为 0.7。考虑上述发动机的对称性，取其一

半流道作为计算区域，并对壁面附近适当加密以保

证计算精度，计算网格总数约为 120万。

数值计算与实验壁面压力对比曲线如图 4所示。

从图中的压强曲线可以看出，数值计算与实验所测

得的压力曲线能较好贴合。同时，数值计算所得压

力曲线在各个特征位置所反映的趋势也与实验一

致，如燃料支板处压力的小幅振荡以及燃烧释热带

来的压力小幅下降。在燃烧室内，数值模拟数据相

比试验测试数据最大误差约为 10.8%，平均误差为

6.2%，因此可以认为本文所采用的数值计算方法切

实可行，能较为准确地反映实际流场的状况，并较为

准确地模拟变结构燃烧室燃烧流场。

2.4 计算工况介绍

由于发动机几何构型对称，在进行全流道网格

划分时取 1/2区域进行计算以节省计算时间，并对发

动机壁面附近进行局部加密，网格总数约为 350万。

进气道和尾喷管计算区域采用压力远场、压力出口

边界条件，一次火箭入口采用质量流量入口条件，发

动机壁面边界则采用无滑移绝热壁面。

RBCC变结构燃烧室喷注位置主要为隔离段喷

注（Strut）和燃料支板喷注，其中，燃料支板分为固定

燃料支板喷注（Pylon 1）和移动燃料支板喷注（Pylon
2）。表 2为 Ma=3来流全流道耦合的燃烧室燃烧组

织计算工况，表中给出了不同来流参数下燃烧室内

一次火箭和二次当量比喷注情况。工况 1和工况 2
的二次燃料喷注方案一致，研究两个工况火箭开关

状态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在当火箭关闭后通过在

隔离段内喷注少量二次燃料以替代火箭的稳焰作

用，因此，工况 3和工况 4则在隔离段内喷注 0.2当量

比二次燃料，对比不同燃烧组织方式对发动机性能

的影响。

3 结果与讨论

3.1 流场分析

图 5为Ma=3来流不同工作模式下流道压力对比

曲线，工况 1、工况 3和工况 4的压力曲线类似，均在

燃烧室内建立了较高的压力，工况 2燃烧室压力则较

低。在一次火箭均工作的工况 1和工况 3隔离段和

燃烧室前半段压力基本重合，而燃烧室后半段工况 1
压力较高，这表明在火箭冲压工作模式下，采用燃料

较为集中的工况 1具有更高的燃烧压力，而工况 3少
量燃料隔离段喷注，喷注位置较为分散反而不利于

燃烧室压力的建立。然而，在工况 1的基础上关闭一

次火箭后则为工况 2，此时燃烧室压力大幅下降，在

几何喉道的作用下形成了较低的燃烧室压力平台。

此时隔离段压力基本保持不变，说明此时隔离段内

基本无流动分离，也就无法形成预燃激波串，同时超

声速气流撞击燃料支板导致 x/H=5~10处出现压力振

荡。相反，在工况 3基础上关闭一次火箭后的工况 4，
隔离段内提前喷注 0.2当量比燃料很好替代了一次

Fig. 4 Numerical simulation validation through measured

pressure

Table 2 Operation condition parameters

Case
1
2
3
4

ṁ rocket/
（kg/s）
0.12
0
0.12
0

Oxygen/
fuel ratio
2.6
-
2.6
-

Equivalence
ratio
1
1
1
1

Injection scheme
strut+pylon 1+pylon 2

0.0+0.6+0.4
0.0+0.6+0.4
0.2+0.4+0.4
0.2+0.4+0.4

Fig. 3 Variable geometry nozzle configu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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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稳焰作用，隔离段和燃烧室前半部压力略有下

降，燃烧室压力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图 6为Ma=3来流不同工作模式下流道静温对比

曲线。流道静温在燃烧室内逐渐升高，并在燃烧室

几何喉道前达到峰值，随后由于气流加速逐渐降低。

工况 1和工况 3火箭冲压工作模式流道静温更高，火

箭射流增强燃烧作用明显。工况 4流道温度有所下

降，但还能够保持一定的释热量，相反工况 2则只是

少量的燃烧释热，流道静温较低。

图 7为Ma=3来流不同工作模式下流道马赫数对

比曲线。工况 1和工况 3火箭冲压工作模式在隔离

段内流道马赫数基本一致，而二次燃料集中释热的

工况 1燃烧室内马赫数更低。在一次火箭关闭后，工

况 2中二次燃料无法高效燃烧，隔离段内预燃激波串

将会消失，在隔离段内主要靠粘性阻力对来流进行

减速，同时燃烧室几何喉道的作用仍然使燃烧室保

持为亚声速状态并在几何喉道位置壅塞。工况 4中
二次燃料则保持了高效燃烧，但燃烧室压力略有下

降导致隔离段内预燃激波串会向燃烧室方向移动，

同时燃烧室前部速度也较工况 3高，燃烧室后部则由

于二次燃料燃烧释热带来的燃烧室加速作用更弱反

而速度更低。

图 8为 Ma=3来流不同工作模式下流道 Ma≥1流
场对比，各个工况燃烧室内均能够保持为亚声速状

态。工况 1和工况 3隔离段内预燃激波串形式基本

一致，并在几何喉道位置形成几何壅塞。当一次火

箭关闭后，工况 2二次燃料无法满足高效燃烧，隔

离段内无流动分离，预燃激波串存在于燃烧室内，

壅塞位置则在几何喉道之后附近；工况 4二次燃料

继续高效释热，强度略有下降，导致隔离段内预燃

激波串后移，但同样在几何喉道位置形成了一定的

壅塞。

3.2 热态性能分析

根据总温升定义燃烧效率为

η b = T͂ t ( x ) - T͂ t,in
T͂AFT - T͂ t,in （1）

式中 T͂ t ( x )为流道截面质量平均总温，T͂ t，in燃烧室

入口总温，T͂AFT绝热火焰温度。

图 9为Ma=3来流不同工作模式下流道燃烧效率

对比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工况 1采用了燃料支板

喷注燃料，燃烧室内二次燃料释热效果相对更高，燃

烧效率最高；工况 3燃烧效率则略有下降，燃烧效率

仍然较高达到 0.910。一次火箭关闭后，工况 2无法

维持高效燃烧，燃烧效率大幅下降至 0.233；工况 4虽
然能够维持一定的燃烧强度，燃烧效率仍然下降

至 0.75。
燃烧室总压恢复系数为燃烧室沿程截面质量平

均总压 pt与燃烧室入口总压 p0之比。图 10为 Ma=3

Fig. 5 Comparison of the pressure along inner flow path in

different operating modes

Fig. 7 Comparison of the Mach number along inner flow

path in different operating conditions

Fig. 6 Comparison of the temperature along inner flow

path in different operating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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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流不同工作模式流道总压恢复系数对比曲线，工

况 1和工况 3由于燃料喷注方式有所差别，导致燃烧

室内压力损失略有差别，但燃烧室内整体的释热量

和几何喉道大小一致，保证了喉道处总压基本一致，

因此在燃烧室出口处总压恢复系数差别较小。在火

箭关闭后，燃烧室内释热强度均下降，在保持几何喉

道大小不变的情况下，若要实现在喉道位置处壅塞，

更小的燃烧室总温将会带来更大的总压损失。因

此，工况 2总压损失最大，燃烧室出口处总压恢复系

数也更小；工况 4相比于工况 3，燃烧室出口处总压恢

复系数也由 0.534降为了 0.488。

发动机比冲也是评价发动机性能的一个重要参

数，分别定义发动机冲压比冲（I sp - ram）和全流道比

冲（I sp）为

I sp - ram = F ram
g 0ṁ fuel

（2）

I sp = F ram + F rocket
g 0 ( ṁ fuel + ṁ rocket ) （3）

式中 g0为重力加速度；F ram为进排气与冲压燃烧

室推力，其为发动机内壁面压力（绝对压力与环境压

力的差值）与内壁面阻力之差；F rocket 为火箭燃烧室

推力，其为内置火箭在发动机轴线方向的推力；ṁ fuel

Fig. 8 Comparison of the Ma≥1 field of the engine in different operating conditions

Fig. 9 Comparison of the combustion efficiency along inner

flow path in different operating conditions

Fig. 10 Comparison of the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along inner flow path in different operating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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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二 次 燃 料 质 量 流 量 ；ṁ rocket 为 火 箭 推 进 剂 质 量

流量。

表 3为 Ma=3来流不同工作模式发动机性能对

比。表中发动机推力和比冲性能很好地反映了燃烧

室不同燃烧组织和工作模式下的状态。工况 1采用

燃料集中于燃料支板喷注，具有比工况 3更优的发动

机性能。工况 3和工况 4相比，同样的喷注策略下，

一次火箭工作带来更高的燃烧效率，其发动机的冲

压比冲相对更高，进一步说明一次火箭增强二次燃

料高效燃烧释热的积极作用。工况 2无法组织高效

的燃烧，发动机没有正常工作，但在几何喉道的作用

下发动机仍然产生了正推力。通过调整变结构燃烧

室喷注策略，满足了 Ma=3来流条件下发动机在不同

工作模式下的正常工作，但冲压燃烧室燃烧效率下

降，冲压比冲较大幅度下降约 10.2%，但相比全流道

比冲则提升约 14.5%。

4 结 论

本文构建了耦合进排气变结构 RBCC发动机，研

究了其在低来流马赫数冲压模式下全流道性能。针

对 Ma=3来流，研究了火箭冲压燃烧模式下的发动机

性能，实现了燃烧室工作模式的转变。通过本文的

研究工作得到以下结论：

（1）在火箭冲压工作模式下，一次火箭对二次燃

料的稳焰和增强燃烧作用明显。通过一次火箭小流

量工作能够提高二次燃料的燃烧效率，冲压燃烧室

比冲性能较优。在火箭冲压工作模式下，燃烧室与

进排气能够匹配工作。

（2）燃烧室工作在火箭冲压模式时采用燃料支

板集中喷注燃料的性能优于隔离段和燃料支板分散

喷注时性能。但是，为了使发动机由火箭冲压工作

模式向纯冲压工作模式转变，需要在隔离段内提前

喷注燃料。同时，发动机工作在纯冲压模式时燃烧

效率将会下降，并且发动机冲压比冲比火箭冲压工

作模式下降 10.2%，全流道比冲则上升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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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非线性Wiener过程航空发动机性能退化预测 *

郭 庆，李印龙，郑天翔

（中国民航大学 航空工程学院，天津 300300）

摘 要：针对基于线性随机过程航空发动机性能退化预测精度不高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漂移系数为

指数形式的非线性Wiener过程发动机性能退化建模的方法，可以预测航空发动机的性能退化。基于直

接监测发动机性能退化数据，构建发动机性能退化模型，根据Wiener过程首达阈值时间的数学性质，

推导出性能退化的概率分布。通过极大似然估计构建退化模型中未知参数的似然函数，利用遗传算法得

到发动机总体模型参数的离线估计值。考虑到不同发动机个体间的差异性，采用贝叶斯公式，结合发动

机的实时监测数据与总体模型参数的先验分布对模型中随机参数进行实时更新，从而达到对个体发动机

性能退化的实时预测。最后，选择商用航空发动机仿真数据集 （C-MAPSS） 进行实验，结果表明：针

对个体发动机基于非线性随机过程方法，实时更新非线性Wiener方法能够提高航空发动机运行后期性

能退化预测的准确性，提供更加可靠的预防性维修决策。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非线性Wiener；性能退化建模；参数估计；遗传算法；贝叶斯更新；性能退

化预测

中图分类号：V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055（2021） 09-1956-08
DOI：10.13675/j.cnki. tjjs. 200411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Prediction of Aero-Engine
Based on Nonlinear Wiener Process

GUO Qing，LI Yin-long，ZHENG Tian-xiang
（College of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Tianjin 300300，China）

Abstract：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low accuracy of aero-engine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prediction based
on linear stochastic process，a nonlinear Wiener process engine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modeling method with
exponential drift coefficient is proposed，which can predict the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of aero-engine. Based on
the direct monitoring of engine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data，the engine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model was con‐
structed，and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remaining life was deduced according to the mathematical properties
of the first threshold time of Wiener process. The likelihood function of unknown parameters in the regression
model is constructed by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and the off-line estimation of the overall model parame‐
ters of the engine is obtained by genetic algorithm.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engine individu‐
als，the Bayesian formula is used to update the random parameters in the model in real time by combining the re‐
al-time monitoring data of the engine with the prior distribution of the overall model parameters，so as to update
the residual life prediction of the individual engine in real time. Finally，the commercial aviation engine simula‐
tion data set（C-MAPSS）is selected for experiment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for individual engines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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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onlinear stochastic process method，real-time updating of the nonlinear Wiener method can improve the ac‐
curacy of the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prediction of the aircraft engine in the later stage of aero-engine operation，
and provide more reliable preventive maintenance decisions.

Key words：Aero-engine；Nonlinear Wiener；Performance degradation modeling；Parameter estimation；
Genetic algorithm；Bayesian update；Performance degradation prediction

1 引 言

当前民航系统发展面临航空业安全与增益突出

矛盾，保证航空发动机安全高效运行，成为了缓解矛

盾的必要措施。航空发动机在高温、高压的恶劣条

件下长时间在翼运行［1］，导致性能逐渐退化。当发动

机性能指标退化到失效阈值［2］，易引发严重的飞机事

故。因此，实时对航空发动机性能退化预测尤为重

要，性能退化预测量化体现在航空发动机剩余使用

寿命（Remaining useful life，RUL）［3］预测。其中实时

对航空发动机进行准确 RUL预测已经成为了航空发

动机预测与健康管理（Prognostics and health manage‐
ment，PHM）的核心［4］，还可以辅助指导维修决策［5］，

降低发动机的运营成本。

目前，基于直接监测数据驱动［6］的航空发动机性

能退化剩余寿命预测方法是 PHM研究热门，主要分

为概率统计和机器学习。在浅层机器学习方面，

Chen等［7］采用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同时引入权重可调系数，对航空发动机剩余寿

命进行预测；王烨等［8］基于时间序列建模将 Bayesian
推断应用于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Least square sup‐
port vector machine，LS-SVM）模型中，构建了发动机

在翼寿命的非线性预测模型。在深度学习方面，

Deutsch等［9］采用融合深度置信网络（Deep belief net‐
work，DBN）和前馈神经网络（Feed forward Neural net‐
work，FNN）方法预测旋转设备剩余寿命；Zhang等［10］

改进了传统 DBN，设置每个 DBN输出权重比，提出多

目标深度置信网络预测航空发动机剩余寿命；Wu
等［11］将长短记忆（Long short-term memory，LSTM）应

用于发动机的剩余寿命预测中，效果明显优于循环

神经网络（Recurrent neural network，RNN）模型。但

是以上模型难以获得剩余寿命解析概率分布。因

此，对于传统的统计数据驱动方法，Le 等［12］首先采用

Gibbs进行随机滤波，然后基于 Gamma过程特性，估

计 RUL；Khanh 等［13］将 随 机 过 程 与 主 成 分 分 析 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相结合，对发动机

进行退化建模并估计 RUL，其预测效果较好且可以

有效指导维修决策，体现出概率方法的优点。在随

机过程研究中，Wiener过程具有良好的数学特性［14］，

是目前工程领域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性能退化模型。

胡昌华等［15］系统研究了基于Wiener过程退化数据分

析以及剩余使用寿命预测的方法；司小胜等［16］进一

步探究了非线性Wiener过程的解析解，并实现了对

复杂系统的剩余寿命的预测；针对民航发动机性能

衰退，任淑红［17］证明了其符合 Wiener过程；刘君强

等［18］实现了基于多阶段线性Wiener过程对航空发动

机个体性能退化的预测；赵广社等［19］提出了一种多

源统计数据驱动的航空发动机剩余寿命预测方法，

建立了基于欧氏距离的航空发动机监测信息融合模

型，构建了基于维纳过程的航空发动机退化模型，实

现对发动机剩余寿命的估计。

综上所述，对于发动机性能退化研究成果大多基

于线性Wiener过程，但发动机性能退化轨迹具有非

线性特点。因此，本文尝试通过构造漂移系数为指

数形式的实时更新非线性Wiener模型，实现航空发

动机性能退化建模并实时预测性能退化。最后，利

用商用模块化航空推进系统仿真（Commercial modu‐
lar aero-propulsion system simulation，C-MAPSS）数据

集对所提方法进行验证。

2 方 法

2.1 发动机性能退化建模

2.1.1 发动机退化参数及失效阈值确定

导致发动机失效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单元体性

能退化导致整机失效是常见的一类，本文以高压压

气机故障导致整机性能退化［20］为例，阐述性能退化

机理。当高压压气机性能衰退时，其修正后的压气

机特性参数将重新进行平衡工作点的计算，即得到

了退化后的发动机共同工作线。根据单元体退化对

发动机性能影响模型，可以得到，当发动机推力一定

的 前 提 下 ，燃 油 消 耗 率（Special fuel consumption，
SFC）和涡轮前温度（T*4）将随着使用时间的变化逐步

上升，一直到发动机失效。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广泛

采用发动机排气温度裕度（Exhaust gas temperature
margin，EGTM）作为监控指标。本文根据行业惯例采

用排气温度（Exhaust gas temperature，EGT）作为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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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实现对发动机性能退化表征，并进行性能退化

预测。

确定 EGT的失效阈值较为困难，由于发动机退

化过程的随机性，统计不同发动机在真实失效时对

应的失效阈值是不同的，并且存在奇异值点。为了

减小性能退化预测的不确定性，对于航空发动机来

讲，在给定相同的失效模式和操作条件下，去除数据

中的奇异值，在考虑运行安全性的前提下，发动机的

失效阈值取不同发动机失效时达到阈值的最小值。

令 xi ( tNi) = xi，Ni 为第 i台训练发动机在失效时刻

tNi 的性能指标（N表示共有 N组检测数据），失效阈

值［21］可通过下式确定。

X f = min (x1,N1 ,⋯,xi,Ni) （1）
易得发动机的失效阈值 X f即为式（1）的最优解。

2.1.2 发动机性能退化建模

航空发动机是在高温高压高转速的恶劣环境下

工作，性能退化主要是由热化学腐蚀、机械磨损和裂

纹扩张等原因造成。其各自的退化模型可以概括为

以下几个方面：

（1）Arrhenius模型［22］用以描述热化学腐蚀，如公

式（2）所示。

t f = Ae
ΔH
kT （2）

式中 t f为达到失效时经历的时间，T为发生失效

时的温度阈值，用绝对温度表示，k为玻尔兹曼常数，

A为比例因子，ΔH为激活能。

（2）Coffin-Manson-Arrhenius模型［23］用以描述机

械裂纹扩展，如式（3）所示。

N f = Af -αΔT -βG (Tmax) （3）
式中 N f为失效循环数，A为比例因子，f为循环频

率，ΔT为温度变化范围，G (Tmax)为在每个循环中达到

的最高温度下评估的 Arrhenius项，α为循环频率指

数，β为温度范围指数。

（3）Eyring模型［24］用以描述高压引起的机械部件

变形过程，如式（4）所示。

t f = AT αe{ }ΔH
kT

+ ( )B + C
T
U1 + ( )D + E

T
U2

（4）
式中 t f为达到失效经历的时间，α，ΔH，A，B，C，D

和 E为决定应力组合之间加速度的常数，U1，U2为相

关的应力（比如电压或电流的函数），T为温度，单位

为开尔文，k为玻尔兹曼常数。

综上，所有退化模型共同特点为退化轨迹呈指

数演变形式。故航空发动机的性能退化轨迹应满

足非线性，性能退化波动呈随机性。因此本文采用

Wiener随机过程来描述航空发动机性能随机退化过

程 。 由 于 发 动 机 性 能 退 化 符 合 非 线 性 Wiener 过
程［17-18］，故发动机性能衰退建模如下

X ( t) = X (0) + α ∫0t μ ( )ν,β dν + σBB ( t) （5）
式中 σB表示扩散系数，B（t）表示标准布朗运动；

为了方便起见并且不失一般性，主要假设 X（0）=0，则
通过转化 ，进一步设定 ，Λ ( t；θ) = α ∫0t μ ( )ν，β dν =
αexp (βt)表示漂移系数，即 θ = (α，β)表示参数向量，

α表示随机参数，刻画同类发动机中不同个体的差异

性，β表示共性参数，表示同类发动机的共性退化特

性。且 α~N (μα，σ 2
α)，且假定 α和 B（t）之间统计独立。

2.1.3 发动机剩余寿命预测建模

基于首达阈值时间（First threshold time，FHT）［25］

的概念来定义航空发动机的失效寿命，即如果发动

机的性能退化过程{X ( t)，t ≥ 0}首次等于或者超过发

动机的失效阈值 X f时，则认为发动机失效，此时对应

的时间为发动机的寿命。则寿命 S定义为

S = inf{t:X t ≥ X f | X ( )0 < X f} （6）
如前所述，在当前时刻 t时，剩余寿命 L t则可以定

义为

L t = inf{l t :S - t | S > t} （7）
由于式（5）中非线性部分的存在，通常难以得到

式（6）定义下的发动机寿命 S的概率密度函数的精确

解析解。为了得到 S的解析形式的概率密度函数，这

里采用文献［25］中的方法，在给定随机参数情况下，

{X ( t)，t ≥ 0}穿越失效阈值 Xf首达时间下的概率密度

函数为

fS | α ( t | α) ≅
X f - α ( )exp{ }βt - βt exp{ }βt - 1

σB t 2πt ·

exp{ - ( )X f - α exp{ }βt + α 2

2σ 2
B t } （8）

当考虑个体发动机间差异性时，寿命 S的无条件

概率密度函数 fS ( t)，可在式（8）的基础上通过全概率

公式得到

fS ( t) = ∫
Ω
fS | α ( t | α) f (α) dα =

Eα [ fS | α ( |t α) ]
（9）

式中 f (α)是随机参数 α的概率密度函数，Ω是随

机参数 α的参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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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发动机寿命 S的概率密度函数 fS ( t)，具体的

发动机性能退化概率密度函数也可以相应得到。令

tk (k ∈ N +)表示当前时刻，lk表示 tk时刻发动机的剩余

寿命。若退化设备在时刻 t首次达到失效阈值，那么

实际剩余寿命为 lk = S - tk。利用布朗运动的独立增

量性，由式（5）可得

Y ( lk) = Y (0) + α ∫
tk

tk + lk
μ ( )ν, β dν + σBB ( lk)（10）

基于式（7）和（8）可以得到发动机剩余寿命 lk 的

概率密度函数如下

fLk ( lk) ≅ 1
2πl2 k éë ù

ûσ 2
α,k γ ( )lk

2 + σ 2
B lk

·

{X f - xk - ϑ ( lk) σ 2
α,k ( )X f - xk γ ( )lk + μα,k σ 2

B lk

σ 2
α,k γ ( )lk

2 + σ 2
B lk }·

exp
ì

í

î

ïï
ïï
- [ ]X f - xk - μα,k γ ( )lk

2

2 éë ù
ûσ 2

α,k γ ( )lk
2 + σ 2

B lk

ü

ý

þ

ïï
ïï

（11）
式 中 γ ( lk) = exp{β ( lk + tk)} - exp{βtk}；ϑ ( lk) =

βexp ( β ( lk + tk) ) lk
基于式（11）得到发动机性能退化时剩余寿命 lk

的期望值如下

E (Lk) = ∫0t lk f ( lk) dlk （12）
2.2 发动机退化模型的参数估计

2.2.1 构建参数估计模型

基于发动机性能退化参数可以直接测量，假定

有 N 台 发 动 机 ，第 n 台 设 备 的 退 化 数 据 分 别 在

tn，1，⋯，tn，mn 时刻得到，其中 mn代表 n台发动机的测量

数目，且 n=1，2，…N。则第 n台发动机在第 j个测量

时刻 tn，j的退化状态可以表示为

X n ( tn,j) = α 0 exp{βtn,j} + σB ( tn,j) （13）
令 Xn = ( xn ( tn，1)，…，xn ( tn，mn) )T，X 代表所有发动

机性能退化数据集合，由 Xn，n = 1，⋯，N组成，根据

式（13）和标准布朗运动 B（t）的独立增量性质，可知

Xn服从多维正态分布［26］，其均值和协方差分别为

μ͂n = μαTn，Σn = Ωn + σ 2
αTnT

T
n （14）

式中：Tn = (Tn，1，⋯，Tn，mn)
T
，Tn，j = exp{βtn，j}

Qn =
é

ë

ê

ê

ê
êê
ê

ù

û

ú

ú

ú
úú
ú

tn,1 tn,1 ⋯ tn,1
tn,1 tn,2 ⋯ tn,2
⋮ ⋮ ⋱ ⋮
tn,1 tn,2 ⋯ tn,mn

，Ωn = σ 2
BQn （15）

由于不同发动机个体的退化过程之间是相互独

立的，在数据 X下关于参数 Θ = (μα，σ2
α，σ 2

B，β)的对

数似然函数［27］可表示为

ℓ ( |Θ X) = -ln (2π)∑n = 1
N mn - 12∑n = 1

N ln || Σn -
1
2∑n = 1

N ( )Xn - μαTn

T∑n

-1( )Xn - μαT （16）
2.2.2 总体发动机参数估计

根据发动机性能退化模型，总体发动机性能

退化指标及参数计算如式（16）所示，其本质是多

参数优化求解。本文拟采用遗传算法［28］来实现超

参 数 的 估 计 。 采 用 实 数 编 码 ，即 用 矢 量 θ =
[ μα1，σ2

α2，σ2
B3，β4 ]Τ表示一个个体（或染色体），同时 θ

也代表式（16）中 max (ℓ (Θ | X) )的一个解。在 4维搜

索空间中，随机生成均匀分布的初始个体构成初始

种群。参数估计流程如图 1所示。

2.2.3 个体发动机参数更新

对于单独个体发动机性能退化过程来讲，由于

不同发动机之间存在的个体差异性，所以需要实时

Fig. 1 Overall parameter estimation

1959



推 进 技 术 2021 年

更新随机参数 α以便提高发动机剩余寿命预测精度。

在发动机寿命周期内的任一时刻 tk，退化模型的随机

参数 α可以通过该发动机在 tk 之前的所有观测数据

x1：k = {x1，x2，⋯，xn}进行估计。根据贝叶斯更新，在 tk

时刻发动机的性能退化模型随机参数 α的更新值为

p (α | x1:k) ∝ p (x1:k | α)π 0 (α) （17）
式中 p (x1：k | α)表示随机参数 α的似然函数，可以

利用布朗运动的性质得到，同时 p (x1：k | α)和 π 0 (α)都

为正态分布。因此，在 tk时刻可得到发动机性能退化

模型随参数 α的后验分布［29］如下

μα,k =
μα,0 σ 2

α,0 +∑q = 1
k { }é

ë
ê ù

û
ú( )xq - xq - 1 ∫tq - 1tq

μ ( )τ, β dτ ( )σ 2
B ( )tq - tq - 1

∑q = 1
k é

ë
êê

ù

û
úú( )∫tq - 1tq

μ ( )τ, β dτ
2

σ 2
B ( )tq - tq - 1 + 1 σ 2

α,0

（18）

σ 2
α,k = 1
∑q = 1

k é

ë
êê

ù

û
úú( )∫tq - 1tq

μ ( )τ, β dτ
2

σ 2
B ( )tq - tq - 1 + 1 σ 2

α,0

（19）

结合总体发动机参数的先验估计和个体发动机

在线更新，即得到该台发动机在 tk时刻剩余寿命的概

率密度函数。

3 结果与讨论

3.1 数据集描述

本文采用 NASA的 C-MAPSS数据集中 FD001数
据集［30］进行实验验证，C-MAPSS数据集是研究航空

发动机性能退化预测的基准数据集。FD001数据集

模拟了高压压气机性能衰退状况下整机各站位的性

能退化数据。图 2为 C-MAPSS发动机上半部分的截

面示意图。FD001数据中包含 100台发动机的全寿

命训练数据，数据集中的前 3列为飞行条件，剩余的

21列为发动机运行中各站位采集的性能监测变量。

并且数据集中每台发动机带有不同程度的初始性能

退化，数据中引入了大量随机白噪声。

3.2 数据集预处理

如前文所述，选择 T50（低压涡轮出口总温度）为

发动机的性能监测指标。由于初始数据有着极大的

随机特性，并且在每一个监测参数数据中都加入了

大量随机噪点，并且该发动机仿真数据集存在一定

未知程度的初始退化，如图 3所示，展示了发动机的

性能退化趋势。

针对原始发动机性能退化数据不满足于建模研

究，从而需要对退化数据进行预处理。对于全寿命

周期中的性能退化数据，在不改变数字特征情况下，

减去前十个循环数据的均值，从而降低了退化数据

的数量级，便于模型中的计算。同时也采用平滑滤

波进行数据滤波处理，减小数据集中白噪声的影响。

因此可以在前文建立的数学模型中进行相应的计

算。随机取出一台发动机性能指标 T50滤波图展示，

如图 4所示。

3.3 实验结果

文中采用发动机性能退化轨迹为非线性，漂移

系数 Λ ( t，θ) = α exp (βt)为指数函数。如前文采用极

大似然估计方法构建共性参数和先验随机参数组成

的对数似然函数，基于式（16），采用遗传算法求得该

式最优解，求得四个未知参数的先验值，参数估计结

果参见表 1。并且基于文献［25］利用对数似然函数

轮廓图验证，如图 5所示。

随机取出一台发动机的性能指标 T50，进行验证。

由于个体发动机存在的差异性，且服从正态分布。

所以基于贝叶斯准则进行发动机的参数 α均值（μαk）

和方差（δαk）的实时更新。根据表 1中的参数估计值

为先验信息，利用测试发动机得到的发动机失效数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upper half of the C-MAPSS simulation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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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可实现随机参数 α分布参数的实时更新，如图 6所
示。针对于个体发动机采用实时更新非线性Wiener
过程和未实时更新过程进行发动机性能退化预测，

两种方法下的发动机剩余寿命预测值与真实值的对

比如图 7所示。图中黑线表示发动机实际剩余寿命，

红线表示发动机预测剩余寿命，其值为根据式（12）
得到的某一监测时刻的发动机的剩余寿命的期望

值。由图可知，采用实时更新方法的 RUL预测精度

比未进行实时更新的 RUL在发动机循环后期预测精

度有效提高。其中，在发动机运行的后期 160~190循
环之间，实际剩余寿命值与预测值相差在 5个循环

以内。

3.4 实验分析

为了进一步量化比较发动机剩余寿命的预测精

度，采用可靠性领域中常用的均方根误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RMSE）［31］和平均绝对误差（Mean abso‐
lute error，MAE），同时考虑了剩余寿命预测的精度和

不确定性，在 tk时刻的定义式为

PRMSE = 1
n∑k = 1

n

( )lk - l͂ k 2
（20）

Fig. 6 Parameter update results

Fig. 7 Results of remaining life prediction under two

methods

Fig. 3 Engine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Fig. 4 Filter graph of engine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data

Table 1 Parameter estimation results

μ̂α，0
0.7248

σ̂α，0
1.4134

β̂

0.0121
σ̂B

0.2155

Fig. 5 Probability function of engine degradation data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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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AE = 1n∑k = 1
n

|| lk - l͂ k （21）
根据图 7预测的性能退化概率密度函数，可以计

算 PRMSE和 PMAE。分别记实时更新非线性Wiener和未

实时更新非线性Wiener两种方法为 M1和 M2。结果

见表 2模型测度比较。

从图 7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基于两种方

法的 RUL预测误差都越来越小。从表 2发现，实时更

新的非线性Wiener方法相比未实时更新的方法的均

方 根 误 差 降 低 了 12.06%，平 均 绝 对 误 差 降 低 了

11.37%。表明实时更新的非线性Wiener预测精度有

效提高，减小了发动机个体差异性所带来的预测

误差。

为了进一步验证提出的方法对于预测航空发动

机性能退化的精确度，随机取出 5台发动机进行验

证。仍然采用M1和M2两种办法进行比较，如表 3所
示。由此可以看出，不同型号发动机存在个体差异性

的情况下，方法 M1在指标 RMES和 MAE方面均优于

方法M2。进一步验证了非线性Wiener实时更新过程

的普适性，可以有效辅助指导预防性维修工作。

4 结 论

通过本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文中提出基于漂移系数为指数形式的非线

性Wiener过程对发动机的性能退化建模的方法，能

够较好地拟合航空发动机的实际退化轨迹，并能有

效地描述航空发动机在性能退化过程中的随机性及

个体差异性。

（2）在参数估计方面，基于遗传算法提出求解参

数模型中最优解的方法，并且采用传统的剖面似然

函数来验证结果的正确性。

（3）对于 C-MAPSS数据集，基于非线性 Wiener
进行实验，结果验证非线性Wiener实时更新过程相

较于未实行更新 Wiener过程，RUL预测精度更高。

证明实时更新有效减小了个体发动机差异性所造成

的预测误差。

致 谢：感谢中国民航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资助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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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预冷膨胀循环空气涡轮火箭发动机性能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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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以甲烷燃料为冷却剂的膨胀循环空气涡轮火箭发动机可行性及性能，采用部件法建

立了甲烷预冷膨胀循环空气涡轮火箭 （Air-turborocket，ATR） 发动机性能评估模型，研究了压气机压

比和冷却剂当量比等参数在不同飞行状态下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分析了不同来流工况下发动机正常工

作对各部件的性能需求。计算结果表明，通过大于 1.0倍当量比甲烷预冷作用，甲烷预冷膨胀循环ATR
发动机能在压气机压比低于 2.0条件下实现Ma0~4.0速域连续工作，但由于甲烷焓值较低，限制了压气

机压比的提升，因此甲烷较低的单位功是限制发动机性能改进的主要因素；甲烷预冷膨胀循环ATR发

动机的涡轮功率只有在较高落压比和甲烷压力条件下才能平衡压气机功率需求；冷却循环系统与空气的

热力循环匹配问题是各部件协同工作的关键，通过适当选取发动机各部件控制参数，能在Ma0~4.0速域

内获得1250~2114s的比冲、70~110s的单位推力和50%的总效率。

关键词：预冷；膨胀循环；空气涡轮火箭发动机；甲烷；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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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Analysis of Expander Cycle Air-Turborocket
with Methane-Precooled

LUO Jia-mao1，2，YANG Shun-hua1，ZHANG Jian-qiang1，LI Ji1，XIANG Zhou-zheng1，ZHANG Wan-zhou1，2
（1.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Scramjet Laboratory，CARDC，Mianyang 621000，China；

2.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Beihang University，Beijing 100191，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performance of expander cycle air-turborocket（ATR）engine with
methane-precooled，the engin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element-method，the ef‐
fects of compressor pressure ratio and coolant equivalent ratio on engine performance under different flight condi‐
tions were studied，and the capibility requirements of each component for engine operation under different work‐
ing conditions were analyzed as well.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hane-precooled expander cycle
ATR with at least 1.0 equivalent ratio of methane coolant can realize the continuous work among Ma0~4.0 under
the condition of lower than 2.0 compressor pressure ratio. The low unit power of methane is the main factor that
limits engine performance，because the low enthalpy of methane restricts the improvement of compressor pressure
ratio. Theturbine power of the methane-precooled expander cycle ATR can meet the compressor power require‐
ment onl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high turbine pressure ratio and coolant pressure. The matching problem between
cooling cycle and air cycle is the key to synergistic work for the engine components. The specific impulse of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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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4s，specific thrust of 70~110s and total efficiency of 50% can be obtained in Ma0~4.0 by properly designing
the control parameters of the engin components.

Key words：Pre-cool；Expander cycle；Air-turbo-rocket engine；Methane；Engine

1 引 言

宽速域发动机是未来空天飞行器动力系统的核

心部件，发动机的性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飞行器的

综合性能。现有动力形式中，空气涡轮火箭（Air-tur‐
borocket，ATR）发动机是一种较理想的宽速域飞行器

动力装置，相比于火箭发动机，ATR具有更高的比

冲，相比于传统航空涡轮发动机，ATR具有更高推重

比，同时工作速域也更宽，是未来具有较大应用潜力

的发动机［1］。

早在 20世纪 30年代，ATR发动机概念就被美国

火箭之父戈达德提出［2］，限于当时应用领域较窄而暂

时停止了研制。进入 20世纪 80年代，对具有高速突

防、远程快速投送、远程打击等性能的武器装备需求

逐渐凸显，ATR发动机以其工作速域宽、结构简单、

易于维护等优点再次得到研究机构的重视。美国

Aerojet公司在美国军方的支持下率先开展了 ATR发

动机的研制［3］，1982年 Aerojet公司建立了 ATR地面

试验系统，并开展了热试车，之后面向军方需求对以

ATR为动力的战术导弹开展了评估［4］。90年代，美国

CFD研究公司获得了美国空军进一步开展 ATR工程

研究的合同，对战术弹道 ATR发动机燃烧化学机理

和涡轮部件进行了深入研究［5-6］。Bossard等［7］对固体

推进剂 ATR发动机布局重新开展了设计，并用再入

式部分进气冲击涡轮替换了向心涡轮。Bergmans
等［8］对节流阀进行了试验研究，证明了重量级针阀对

ATR发动机推进剂有较好节流作用。先后完成了地

面试验和飞行样机的组装，之后以Ma3.0为设计点完

成了飞行试验［9］。

膨胀循环 ATR发动机是在早期 ATR发动机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一款新型发动机，该型发动机在进气

道内和燃烧室附近安装了换热部件，利用冷却剂膨

胀驱动涡轮，相较于燃气循环空气涡轮火箭（ATR-
GG）发动机，膨胀循环 ATR部件更多，热力循环更复

杂，控制难度也更高。1986年，日本宇宙科学研究所

（ISAS）提出了 ATREX（Air-turboramjet with expander
cycle）发动机，并前后发展出了多种构型。1992年，

日本利用缩比的 ATREX地面样机开展了累计约 30
次试车试验，测得 1400s的最大比冲和 4511N的推

力，但该阶段地面样机并未安装预冷器［10］。前期的

ATREX发动机采用叶尖涡轮驱动压气机工作，而叶

尖涡轮的 C/C复合材料氧化问题难以解决，于是 2000
年前后采用后置涡轮替换了原来的叶尖涡轮，同时

涡轮进气温度降至 1200K，而该方案发动机性能可提

升至 C/C材料氧化问题解决后的叶尖涡轮方案［11］。之

后 ISAS对 ATREX发动机各部件开展了地面试验，包

括冲压燃烧室试验、防霜冻测试、预冷器和换热器试

验等，通过地面试验验证了发动机系统的可靠性［12］。

在 ATREX研究基础上，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

机构进一步研制了预冷涡轮发动机（PCTJ），2008年~
2014年间对液氢为冷却剂兼燃料的 PCTJ进行了地面

试车，并利用 BOV（Balloon-based operation vehicle）平

台进行了飞行试验，验证了 PCTJ能在 Ma2.0状态下

实现 30s以上工作时间［13］。现阶段 JAXA计划以 HY‐
TEX（Hypersonic technology experimental vehicle）为平

台瞄准 Ma5.0飞行目标对 S-PCTJ（Small pre-cooled
turbojet）发动机性能进行飞行试验验证［14］。

国 内 张 蒙 正 等［15］提 出 了 预 冷 空 气 涡 轮 火 箭

（PATR）组合动力系统，分析了关键技术和解决途径，

表明通过调节系统参数，PATR方案参数能闭合，可

实现性较强。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赵巍

等［16］针对高比冲、大推力和可重复使用等性能需求

开展了进气预冷富燃预燃混合排气涡扇发动机（PF‐
PMT）研究，结果表明 PFPMT能实现高速飞行，Ma5.0
状态发动机单位比冲和单位推力能达到 3500s与
1100（N·s）/kg以上。

Rodríguez等［17］对膨胀循环 ATR循环性能做了分

析和优化，以涡轮最小消耗功率设计了发动机运行

工作线。黄晨等［18-20］建立了膨胀式空气涡轮冲压发

动机热力循环模型，深入分析了发动机各部件的热

力循环性能，并利用多目标遗传算法优化发动机推

力、比冲性能。

综上所述，针对膨胀循环空气涡轮火箭，国内外

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国外已进入飞行试验阶段，但

绝大多数方案采用氢作为冷却剂和燃料。以甲烷作

为燃料的火箭发动机已进入应用阶段［21］，但以甲烷

为燃料的膨胀循环空气涡轮火箭发动机研究尚未见

报道。相比于氢，甲烷没有“氢脆”问题，操作安全性

更高，体积密度大，装载空间更小；相比于航空煤油，

液态甲烷作为低温冷却剂具有更高的潜热，同时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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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更高的热值，是预冷型膨胀循环发动机理想的冷

却剂之一。因此，有必要开展基于液态甲烷作为冷

却剂和燃料的膨胀循环空气涡轮火箭发动机研究，

探究该发动机方案的可行性和性能。

本文利用数值仿真和理论分析方法，针对低温

液态甲烷为冷却剂兼燃料的预冷膨胀循环空气涡轮

火箭发动机开展研究，分析不同冷却剂当量比和压

气机压比等因素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以及不同来

流工况下发动机正常工作对各部件的性能需求。

2 物理模型与计算方法

2.1 物理模型

研究对象为甲烷预冷膨胀循环 ATR发动机，基

本结构如图 1所示，主要部件包括进气道、预冷器、压

气机、涡轮、燃烧室、喷管、冷却剂储罐、冷却剂增压

泵和换热器等。来流空气经预冷器被冷却，再被压

气机压缩升压，之后经外涵道进入燃烧室。液态冷

却剂在低压隔热条件下储存，经泵增压后进入预冷

器内流管道，与高温来流空气换热，完成第一阶段吸

热，再导流至燃烧室壁面和换热器，对燃烧室进行冷

却，同时完成第二阶段吸热，达到高温高焓状态。二

次吸热后的冷却剂首先驱动冷却剂增压泵的涡轮，

完成对自身的抽吸和增压，再经核心机涡轮膨胀，完

成对压气机的功率输出。最后作为燃料喷入燃烧室

燃烧。

甲烷预冷膨胀循环 ATR发动机主要特点在于：

（一）采用低温甲烷作为冷却剂兼燃料，甲烷的物理

性质与氢和航空煤油有较大差异；（二）预冷器对来

流空气的预冷效果提高了发动机的工作速域上限；

（三）采用充分吸热后的冷却剂对核心机涡轮膨胀做

功，避免了使用高温燃气对涡轮做功，因此燃烧室得

以置于涡轮后，结合换热器的冷却作用，让燃烧室能

有更高燃烧温度；（四）由于增加了冷却循环系统，相

较于燃气循环空气涡轮火箭发动机和传统涡轮发动

机，预冷膨胀循环 ATR部件更多，冷却循环系统与主

流工质热力循环匹配工作更难，控制更复杂。

2.2 计算方法

发动机性能计算方法主要包含部件工作特性计

算方法、发动机非设计点控制方法、部件约束条

件等。

本文选定压气机压比 π f和冷却剂当量比 φ为主

要迭代变量，其中，冷却剂当量比所参照空气流量为

发动机实际捕获空气流量。所有工质物性参数参引

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NIST）制定的标准。假定

来流空气、气态甲烷和高温燃气均满足理想气体假

设。低温冷却剂为液态甲烷，储存温度 TC_0为 100K，
储存压力 pC_0 为 0.2MPa。泵对冷却剂增压过程中冷

却剂总温变化极小，可忽略，压力增量根据燃烧室前

冷却剂与空气压力平衡进行调节，冷却剂增压消耗

的功率根据冷却剂扬程和动能增量计算。对预冷

器，给定换热有效度 ηPC，参考文献［22］，良好性能的

热交换器换热有效度能达到 0.80以上。本文预冷器

取 0.7~0.8，结合热交换能量平衡方程，计算空气和冷

却剂出口焓值

TC_1 = TC_0 （1）
LPump = ( pC_1 - pC_0 )ρ̄C_01

+ v
2
C_1
2 （2）

ηPC = q
qmax

= CPm_C (TC_2 - TC_1 )
CPm_ min (T air_1 - TC_1 ) （3）

φ·γ·(hC_2 - hC_1 ) = h air_1 - h air_2 （4）
式中下标“C”和“air”分别表示冷却剂和空气。

TC_1和 TC_2分别为冷却剂在泵出口和预冷器出口的总

温；LPump为泵增压过程单位质量冷却剂消耗功；pC_1为

冷却剂在泵出口的总压；ρ̄C_01为泵增压前后冷却剂平

均密度；vC_1为泵出口冷却剂流速；CPm_C为冷却剂热容

量流率，即冷却剂质量流率与定压热容的乘积；CPm_min
为冷却剂与空气热容量流率的较小者；q为热流速

率；hC_1 和 hC_2 分别为冷却剂在预冷器入口和出口的

焓值；h air_1和 h air_2分别为空气在预冷器入口和出口的

焓值；γ为燃料在空气中燃烧的化学恰当比。

预冷器内外流总压损失与来流工况、冷却剂当

量比、预冷器结构参数等相关，采用 Kath和 London在
《紧凑式热交换器》中提出的流动压降计算公式进行

评估［23］，具体取值范围如图 2所示。

压气机出口空气压力根据给定迭代变量压气机

压比 π f与压气机前空气总压计算，总温的变化根据

压缩过程温升比与压比关系式并考虑压气机效率进

行计算。

p air_3 = π f·p air_2 （5）

Fig. 1 Baseline of methane-precooled expander cycle A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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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ir_3 = T air_2·[ 1 + (π
k - 1
kf - 1) /η f ] （6）

L f = ∫
Tair_2

Tair_3
cp_air dT （7）

式中 p air_2为压气机入口空气总压；p air_3为压气机

出口空气总压；T air_2 为压气机入口空气总温；T air_3 为

压气机出口空气总温；η f为压气机绝热效率，根据压

气机特性取 0.77~0.82；k为空气比热比；L f 为压气机

单位质量空气消耗功；cp_air为空气定压比热。

环形换热器安装于燃烧室壁面和燃烧室内，热

交换过程计算方式与预冷器类似，由换热有效度

ηHE 确定热交换后冷却剂温度，ηHE 取 0.65~0.725［22］，
燃烧室与换热器壁面最高温取 1500K。冷却剂在增

压泵内膨胀做功过程与在核心机涡轮中膨胀做功过

程类似，由功率平衡方程计算涡轮出口冷却剂总温，

由气体在涡轮中膨胀做功落压比与温降比关系计算

落压比和涡轮出口冷却剂总压

Lpump /ηm_pump = ηT_pump·∫
TC_4

TC_3
cp_C dT （8）

π T_pump = pC_3pC_4
= [ 1 - (1 - TC_4 /TC_3 ) /ηT_pump ]-kC / ( kC - 1)（9）

L f /ηm = φ·γ·ηT·∫
TC_5

TC_4
cp_C dT （10）

π T = pC_4pC_5
= [ 1 - (1 - TC_5 /TC_4 ) /ηT ]-kC / ( kC - 1) （11）

式中 ηm_pump和 ηm 分别为冷却剂增压泵和核心机

传动轴机械效率；TC_3，TC_4 和 TC_5 分别为增压泵涡轮

前、增压泵涡轮后（核心机涡轮前）和核心机涡轮后

冷却剂总温，pC_3，pC_4和 pC_5为对应位置冷却剂总压；

cp_C 为冷却剂定压比热；π T_pump 和 π T 分别为增压泵涡

轮与核心机涡轮落压比；ηT_pump和 ηT分别为增压泵涡

轮效率和核心机涡轮效率，取值分别为 0.7和 0.88~
0.90；kC为冷却剂比热比。

因燃料喷注对燃料与空气的压差有一定要求，

本文所有工况的算例在计算过程中燃烧室前燃料

（冷却剂）总压均大于空气总压 1.0MPa，根据能量守

恒方程计算燃料与空气混合后混合气总温，根据动

量定理求解混合气总压

φ·γ·cp_C·TC_5 + cp_air·T air_5 =
(φ·γ + 1)·cp_mix·T6 （12）

pC_5·AC_5·f (λC_5 ) +
p air_5·A air_5·f (λ air_5 ) = p6·A5·f (λ 6 ) （13）

f (λ) = ( 2
k + 1 )

1
k - 1·q (λ)·z (λ) （14）

z (λ) = 1/λ + λ （15）
式中 TC_5为混合前燃料（冷却剂）总温；T air_5为混

合前空气总温；T6为混合气总温；cp_mix为混合气定压

比热；pC_5 为混合前燃料总压；p air_5 为混合前空气总

压；p6为混合气总压；AC_5为混合室入口燃料喷注通道

横截面积；A air_5 为混合室入口空气流道横截面积；A5
为混合室横截面积；λC为燃料无量纲速度系数；λ air为

空气无量纲速度系数；λ为混合气无量纲速度系数；

f (λ)为气动函数，本质为气体比热比 k、流量函数 q (λ)
和冲量函数 z (λ)的函数。

燃烧室总压恢复系数 σ com 根据来流工况插值求

解，取 0.80 ≤ σ com ≤ 0.95，由于燃烧室壁面与换热器

会进行热交换，因此燃烧过程为非绝热燃烧，为简化

计算，燃烧后总温在考虑燃料释热和换热器热交换

基础上根据能量方程求解

p7 = p6·σ com （16）
(1 + φ·γ )·cp_g·T7 - (1 + φ·γ )·cp_mixT6 =
φ b·γ·H·η b - φ·γ·∫

TC_2

TC_3
cp_CdT （17）

式中 p7为燃烧室后总压；cp_g为燃气定压比热；T7
为燃气总温；φ b为燃烧当量比；H为单位质量燃料在

温度 T6下的反应焓；η b为燃料燃烧释热率；方程（17）
右侧最后一项即为换热器内冷却剂从燃烧室壁面吸

收的热量。

给定喷管最小和最大扩张比，喷管出口面积 A9
可调，若大气环境压力大于喉道最大通流状态时的

最大反压，则喉道流速为亚声速，喷管出口静压 p9为

大气压力，由压比函数即式（18）求解喷管出口无量

纲速度系数 λ g_9；若大气压力小于喷管最大反压则调

节喷管出口面积让燃气充分膨胀，若在最大扩张比

范围内能使压力膨胀至大气压力，则根据式（18）求

解出口速度；若出口面积调至最大仍无法膨胀至大

气压力，则喷管出口燃气属于欠膨胀状态，根据流量

Fig. 2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at the outside and

inside of the precoo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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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即式（19）求解喷管出口速度 λ g_9，再将 λ g_9 代入

式（20）求解出口压力 p9。最后根据式（21）计算喷管

出口燃气绝对速度 v9。
π (λ g_9 ) = p9 /p7 =
(1 - ( kg - 1) / ( kg + 1)·λ 2g_9 )kg / ( kg - 1)

（18）
q (λ g_9 ) = 1/ max ( A9 /A8 ) =
( k g + 12 )1/ ( kg - 1)·λ g_9·(1 - k g - 1k g + 1 ·λ

2
g_9 )1/ ( kg - 1) （19）

p9 = p7·(1 - ( kg - 1) / ( kg + 1)·λ 2g_9 )kg / ( kg - 1) （20）
v9 = λ g_9·(2k g / ( kg + 1)·R·T7 )1/2 （21）

式中 k g 为燃气比热比；A8 为喉部面积；R为燃气

气体常数。

发动机主要性能参数包括单位质量推力 F sp、比

冲 I sp、热循环效率 η t、推进效率 η p 和总效率 η o，计算

方式如下

F sp = 1g ·(1 + φ·γ )·uD·v9 -
1
g
·v0 + 1

ṁ air·g ·A9·( p9 - p0 )
（22）

I sp = ( 1g +
1

φ·γ·g )·uD·v9 -
1

φ·γ·g v0 +
1

φ·γ·ṁ air·g ·A9·( p9 - p0 ) （23）

η t = (1 + φ·γ ) /2·v
2
9 - v20 /2

φ·γ·H （24）

η p = F sp·g·v0
(1 + φ·γ ) /2·v29 - v20 /2 （25）

η o = F sp·g·v0φ·γ·H = η t·η p （26）
式中 uD为喷管流量系数；v0为飞行器来流速度；p0

为大气的环境压力；g为重力加速度；ṁ air为空气质量流。

发动机设计点工况选取飞行马赫数 4.0、高度

21.8km，非设计点发动机采取等相对转速的方法工

作，若压气机来流温度低于 100K，适当降低相对转

速。当冷却所消耗冷却剂量超过燃烧室燃烧至最高

温所需量时，过剩的冷却剂将分流至尾喷管，注入燃

气参与膨胀。

发动机工作过程中，部件工作范围遵循以下约

束条件：（1）对某特定来流状态计算时增压泵对液态

甲烷的最大增压上限为 30MPa，对非设计点连续工作

进行计算时增压上限为 20MPa，若增压后冷却剂压力

pC_1达到最大值仍无法满足压气机消耗功，则发动机

无法工作；（2）核心机涡轮落压比 π T最大为 18；（3）压

气机出口总温 T air_3最高为 830K；（4）燃烧室内最高温

度 2470K，换热器与燃烧室壁面最高温度 1500K。
2.3 验证算例

引用文献［24］中日本 ATREX发动机热力循环的

地面数据和文献［18］中对 ATREX热力循环数值计算

的结果对本文计算模型进行验证。表 1给出了对比

结果，冷却剂为氢，表中空气来流温度、冷却剂当量

比、压气机压比、冷却剂初始温度和尾喷管几何膨胀

比为给定的输入变量，其余参数为根据热力循环模

型计算所得结果。通过直观对比不难发现，本文热

力循环计算模型所得结果与两论文数据吻合较好，

Table 1 Results comparison

Parameter
Total temperature of
incoming air/K
Equivalent ratio
Compression ratio
Coolant inital
temperature/K

Air temperature at
pre-cooler exit/K
Air temperature at
compressor exit/K
Air pressure at

compressor entrance/kPa
Air pressure at

compressor exit/kPa
Coolant temperature at
pre-cooler exit/K

Coolant temperature at
turbine entrance/K

Coolant temperature at
turbine exit/K

Coolant pressure at
turbine entrance/kPa
Air pressure at

combustor entrance/kPa
Temperature of
combustor/K

Expansion ratio of
nozzle

Gas velocity at
nozzle exit/（m/s）

Ref
［24］
287

1.21
3.7

34.1

172

270

101

381

243

1379

1191

2086

368

2473

3.8

1165

Ref
［18］
287

1.21
3.7

34.1

172

270

101

380.98

244.34

1379

1198.38

2087

368.1

2473.74

3.8

1149.15

Calculation
results（error）
287（0）

1.21（0）
3.7（0）

34.1（0）

175.5（2.03%）

275.2（1.93%）

101.3（0.3%）

363.6（4.57%，4.56%）

261.4（7.57%，6.98%）

1375.5（0.25%，0.25%）

1169.4（1.81%，2.42%）

1973.1（5.41%，5.46%）

359.9（2.2%，2.23%）

2473（0）

3.8（0）

1208.6（3.7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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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精度要求，证明所建膨胀循环 ATR发动机热力

循环计算方法可行。

3 结果与分析

3.1 循环参数分析

本文预冷膨胀循环 ATR发动机设计飞行速域为

Ma0~4.0，针对飞行马赫数 0，2.0和 3.5三个典型工况

下的发动机各循环参数开展了计算和分析。压气机

压比和冷却剂当量比取值范围在以下图中均有标

注，Ma0 状态压气机压比 π f = 1.2~3.3，当量比 φ =
0.8~2.0；Ma2.0状态压气机压比 π f = 1.2~4.9，当量比

φ = 0.8~3.0；Ma3.5状态压气机压比 π f = 1.2~2.6，当
量比 φ = 0.9~3.0。

图 3给出了压气机前后空气总温变化，图中虚线

为等当量比线，点的颜色和虚线的颜色从蓝至红变

化表示冷却剂当量比逐渐增加；实线为等压比线，从

蓝至红的变化表示压气机压比逐渐增大。T air_2为压

气机前（预冷器后）空气总温，T air_3为压气机出口空气

总温，T air_3随着冷却剂当量比的降低和压气机压比的

升高而逐渐上升，空气被冷却温度与冷却剂当量比

和来流总温成正相关。由 T air_2范围对比来流总温可

知，Ma0状态冷却剂当量比 φ为 0.8~2.0工况空气被

冷却幅度为 27.6~69.4K；Ma2.0状态冷却剂当量比为

0.8~3.0工况空气被冷却幅度为 38.6~146.1K；Ma3.5
状态冷却剂当量比为 0.9~3.0工况空气被冷却幅度为

86.1~296.0K，对 高 马 赫 数 工 况 预 冷 效 果 更 明 显 。

Ma2.0以下 T air_3 最大值出现在高压比工况下，Ma3.5
工况 T air_3最大值出现在低冷却剂工况，原因为 Ma3.5
状态由于其它部件性能极限约束，发动机在压比 2.6
以上无法工作。

图 4和图 5给出了冷却剂经增压泵（燃料泵）、预

冷器和换热器等部件后部分状态参数变化。燃料增

压所需达到的压力值 pC_1 主要由混合室前空气总压

p air_5、压气机压比 π f、冷却剂当量比 φ、换热器内流总

压恢复系数 σHE_C、预冷器内流总压恢复系数 σPC_C 等

参数确定。由图 4可知，混合室前空气压力与压气机

压比增高时，冷却剂需要更高落压比来满足压气机

功消耗，故冷却剂增压后总压需越高，而当量比的提

升能降低单位质量冷却剂的功率承载，因此当量比

的提升能拓展压气机压比上限。Ma3.5状态，1倍当

量比冷却剂最高能满足压气机 1.3倍压比功率需求，

而 3倍当量比能满足 2.6倍压比功率需求。由 pC_1分

布可知当 p air_5较高且 π f接近上限或 φ接近下限时，发

动机正常工作所需 pC_1 均较高，部分工况甚至超过

20MPa，在实际实现过程中对增压泵性能和结构尺寸

等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无疑造成了较高的实现

难度。

冷却剂热交换过程主要发生在预冷器和换热器

内，由图 5可以看出，Ma0状态预冷器出口冷却剂总

温 TC_2 为 192K左右，经燃烧室壁面换热器进一步换

热后总温 TC_3 达到 1107.5K左右；Ma2.0状态预冷器

和换热器出口冷却剂总温分别为 285K和 1109.5K左

右；Ma3.5状态预冷器和换热器出口冷却剂总温约

610.5K和 1255.4K。由此可以得出，冷却剂焓升的主

要来源为换热器，尤其在低马赫数工况，甲烷充分吸

Fig. 3 Total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at entrance/exit of the

compr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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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后温度为 1100~1300K。
冷却剂在核心机涡轮内膨胀的落压比 π T主要由

压气机消耗功和冷却剂当量比决定。图 6给出涡轮

落压比 π T 与压气机压比 π f 和冷却剂当量比 φ的关

系，所有工况落压比在 18以内。落压比随着压气机

压比的升高和当量比的降低而增大，当量比低于 1.2
条件下，落压比会随压气机压比的提升迅速升高，直

到接近落压比上限；当量比>1.2后，限制发动机工作

的主要因素不再是落压比，而是增压泵对冷却剂的

增压极限（图 4）。若落压比太高，则会给涡轮的级数

和结构尺寸的设计带来较大难度。

从发动机热循环效率、推进效率、推力和比冲等

参数上分析了发动机总体性能。如图 7所示，速度为

0时，发动机推进效率和总效率为 0，热循环效率 η t最

高 13.94%。热效率随当量比的降低、压比的升高和

飞行速度的升高而升高，Ma3.5热效率最高能达到

63%。结合发动机推力比冲性能分布（图 8）可知，当

量比越高时，发动机喷管混合气流量也越高，于是发

动机单位推力增大，推进有效功增加，同时压比的提

升使排气速度增加从而促进循环功上升，因此发动

机推进效率随飞行速度的增加、当量比的增加和压

比的降低而上升。Ma3.5状态推进效率 ηP 最高达

Fig. 4 Coolant pressure after being pressurized varies with

the pressure of air at the entrance of mixer
Fig. 5 Coolant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at the exit of pre-

cooler and heat-exch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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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

图 8显示了发动机比冲和单位推力的分布，图中

右上角给出了飞行轨迹。当量比越低、压比越高则

比冲 I sp越大，而 F sp与当量比和压比都成正相关。从

等压比线的斜率可以看出飞行马赫数越高，当量比

的增加对单位推力的提升作用越明显。压比的增加

在任何速度下都能有效提升单位推力和比冲，但当

量比的降低对于比冲的增加有更显著的作用。故要

想提升发动机比冲和单位推力，在工作范围内压比

越高越好，而当量比只能进行折中选择。

给定相同当量比，飞行速度越高则压比上限越

低，结合增压泵上限和落压比上限的限制，从而发动

机可工作范围变窄。在设计发动机总体性能过程

中，从图 8中右侧蓝色虚线可以看出甲烷预冷膨胀循

环 ATR 发 动 机 Ma0~3.5 内 理 论 最 大 比 冲 在 1500~
2200s左右，与加力状态的传统涡轮发动机相比有一

定优势，但此工作线上发动机单位推力较低。理论

最大单位推力如图中红色虚线所示，为 120~160s，而
此工作线上比冲下降至 1000s左右，无法充分发挥发

动机综合性能优势。因此，发动机工作线的设计需

同时考虑推力和比冲需求，进行权衡设计。下文将

对非设计点工作线上发动机各参数变化进行深入分

析，图 8中黑线为下文非设计点工作线的一段。

3.2 非设计点性能

根据发动机总体性能参数需求，以 Ma4.0，H=

Fig. 6 Turbine pressure ratio with respect to compressor

pressure ratio and equivalent ratio

Fig. 7 Thermal and propulsive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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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km为飞行设计点，根据设计点参数分布和等相

对转速控制规律计算 Ma0~4.0沿工作线非设计点各

工况参数变化，迭代变量为飞行马赫数和当量比。

图 9给出了发动机空气流量 ṁ air随飞行马赫数和

冷却剂当量比的变化，图中 ṁ air_d为设计点空气流量。

总体来看，在设计飞行轨迹条件下，亚声速段空气流

量下降，超声速后流量逐渐回升。当量比的升高使

来流空气被冷却幅度增大，换算转速升高，从而有效

提升了空气流量。

从起飞状态至Ma4.0状态，压气机压比 π f从 1.79
左右逐渐下降至 1.15，如图 10所示，整个工作速域内

压比均较小，主要原因是冷却循环系统中甲烷焓值

变化不够大，受甲烷自身物性约束单位质量甲烷对

外功率输出能力较小，与氢相比有较大差距，导致需要

较高的自身压力和涡轮落压比才能平衡压气机功率消

耗，因此泵增压上限和涡轮落压比限制了压比的提升。

若大幅提高冷却剂当量比来满足压气机功率消耗，

则将有大量冷却剂被浪费，且会使比冲显著降低。

在压气机较低的压比和预冷器良好的预冷效果

作用下，从 Ma0到 Ma4，压气机后空气总温 T air_3均能

保持较低范围，直到Ma4.0状态较低冷却剂条件下，

压气机后总温接近上限值 830K，如图 11所示。若需

进一步提升压气机工作速域，则需提升冷却剂当量

比或提升预冷器换热效率，一样会带来冷却剂过剩

的问题，更致密的预冷器管束也会增大空气总压损

失。压气机较低的压比也使压气机单位功率 P f较低，

在 65kW·s/kg以内（图 12），这给压气机的设计带来了

一定优势，可以用较少压气机级数实现功率需求，能

为减轻发动机整机质量和提升推重比发挥重要作用。

Fig. 10 Variation of compressor pressure ratio

Fig. 8 Tradeoff of specific impulse and specific thrust

Fig. 9 Variation of air massflow with respect to Mach

number and equivalent ratio

Fig. 11 Variation of total temperature at the exit of the

compr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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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量比<1.0条件下，大多工况核心机涡轮落压

比 π T需大于 10才能满足功率平衡，其余工况大多也

在 5以上，如图 13所示，说明受甲烷物性限制，利用

甲烷驱动压气机工作有较高难度。较高的落压比需

求不仅要求甲烷膨胀前有较高的压力，同时涡轮的

设计级数和结构尺寸也会增加，给涡轮的研制造成

较大困难。

对冷却循环系统，冷却剂增压泵对冷却剂的功

率消耗与核心机涡轮相比非常小，不做详细分析。

如图 14所示，为增压泵后甲烷压力 pC_1分布，涡轮较

高的落压比需求提高了甲烷膨胀前的压力需求，若

冷却剂当量比较低，则增压泵需将甲烷增压至 10MPa
以上，难度较大，当冷却剂当量比<1.0时，部分工况冷

却剂压力需求已超出增压泵 20MPa上限，如图中等

当量比线间断处所示，则发动机无法正常工作，只

能依靠提高当量比来降低压力需求。甲烷在预冷

器和换热器出口温度由热交换效率决定，分布如图

15所示，预冷器后甲烷温度为 190~750K，换热器后温

度为 1100~1275K。更高的热交换效率有助于增加甲

烷焓值，降低涡轮落压比和自身压力需求。

燃烧室入口室压 p6分布如图 16所示，Ma2.0以下

保持在 0.2MPa以下，Ma2以上在 0.5MPa以下，冷却剂

当量比的变化对燃烧室室压影响不大。

图 17给出了燃烧室室温 T7分布，可以看出当冷

却剂当量比低于 1.0时，冷却剂的量不足以让燃烧室

温度上升至极限温度，而 Ma2.2以下过量的冷却剂

使燃烧室空气来流总温明显降低，燃烧后燃烧室总温

仍不会达到极限，总体上燃烧室总温处于 2200~2473K。
燃烧室喉部面积 A8呈逐渐减小趋势，如图 18所示，相对

于设计点喉部面积 A8_d，最大变化在 2.3倍以内。

从图 19可知，飞行马赫数对推进效率 ηP的影响

显著，从 Ma0到 Ma4，推进效率从接近 0上升至接近

70%，而飞行马赫数越高，当量比对热循环效率 η t的

影响越大。热循环效率最高能达到 70.76%，相应的

Fig. 12 Variation of specific compressor power

Fig. 16 Total pressure variation at the combustor entrance

Fig. 14 Variation of coolant pressure after being

pressurized

Fig. 13 Variation of turbine pressure ratio

Fig. 15 Variation of coolant total temperature at the exit of

pre-cooler and heat-exch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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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效率也在 Ma4.0条件下达到最高值 52.7%，如图 20
所示。因此更高飞行速度和更低冷却剂当量比更有

利于高效利用燃料化学能。

发动机的比冲 I sp和单位推力 F sp随着飞行马赫数

的增加先上升后下降，在 Ma3.0附近达到最大值，其

中，当量比的改变对比冲影响较大，对单位推力影响

较小，如图 21和图 22所示。冷却剂当量比<1.0时，由

于甲烷增压泵最大压力限制，发动机无法保持恒定当

量比连续工作，推力和比冲的等当量比线出现间断，

若要保持等当量比连续工作，当量比必须大于 1.0。若

采用变当量比控制策略，发动机比冲可达到 1250~
2114s，单位推力为 70~110s，性能与 ATR-GG、加力状

态 涡 轮 发 动 机 和 冲 压 发 动 机 等 相 比 均 具 有 一 定

优势。

4 结 论

通过本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通过>1.0倍当量比甲烷的预冷作用，甲烷预

冷膨胀循环 ATR发动机能在压气机压比低于 2.0条
件下完成Ma0~4.0速域连续工作，但由于甲烷焓值较

低，限制了压气机压比的提升，因此甲烷较低的单位

功是限制发动机性能改进的主要因素。

（2）甲烷预冷膨胀循环 ATR发动机对涡轮落压

比和冷却剂膨胀前压力有较高要求，如采用 1.0倍当

量比的甲烷，则落压比最高需 11.6，甲烷压力最高需

Fig. 18 Variation of combustor throat area

Fig. 17 Temperature variation in the combustor

Fig. 20 Overall efficiency of the engine

Fig. 19 Variation of thermal and propulsive efficiency of

the engine

Fig. 21 Specific impulse variation of the engine

Fig. 22 Specific thrust variation of the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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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16.8MPa，只有在较高落压比和甲烷压力条件下

涡轮功率才能平衡压气机需求。

（3）Ma0~4.0工作速域内甲烷预冷膨胀循环 ATR
发 动 机 比 冲 可 达 到 1250~2114s，单 位 推 力 达 70~
110s，总效率最高 50%左右，性能与该速域内可工作

的其它类型碳氢燃料发动机相比均有一定优势。

（4）冷却循环系统与空气的热力循环匹配问题

是预冷膨胀循环发动机各部件协同工作的关键所

在，在各部件性能极限范围内，只有对冷却剂当量

比、压气机压比、预冷器和换热器热交换效率等参数

进行适当选取才能获取发动机较高的综合性能。

根据理论分析结果，甲烷预冷膨胀循环 ATR发

动机实际实现中有诸多关键技术有待解决，主要体

现在：（1）轻质、高效、小尺寸的低温冷却剂增压泵；

（2）低总压损失、高热交换效率、轻质的预冷器和换热

器；（3）少级数、高落压比、高效率的涡轮；（4）冷却循环

系统与空气流路相关部件协同工作的控制系统。

后续研究将结合工程实际对发动机可实现性进

行更深入评估，并对各参数选取和发动机控制策略

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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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双外涵变循环压缩系统的涵道流动匹配规律，发展了涵道流动的计算模型，对压

缩系统模式转换过程中外涵道倒流问题的发生机理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总结了压缩系统的倒流

判断准则，并基于简化计算模型和全三维计算结果对倒流判据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一定的

压缩系统匹配状态，存在一个决定涵道匹配状态的临界核心机驱动风扇级 （Core Driven Fan Stage，
CDFS）总压比，当CDFS的实际工作压比高于临界压比时，压缩系统第二外涵道将发生倒流，反之则系

统不倒流。复杂涵道系统内的流动损失和堵塞等特性对临界CDFS总压比有显著影响，为了准确判断压

缩系统的匹配状态，需要对其进行精确模化。基于简化模型得到的压缩系统倒流临界线可以推广至全三

维状态，提出的倒流判断准则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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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FD Model for Bypass Flow in Variable Cycle Engine
Compression Systems and Criterion to Predict Flow

Recirculation During Mode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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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investigate the matching characteristics of bypass flow in the variable cycle engine double-by‐
pass compression system，a bypass model is developed，and the mechanism of outer bypass flow recirculation
during mode transition is discussed thoroughly. Based on the discussion，a criterion which could be used to ju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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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stem matching state is proposed. The criterion is then tested using results from the simplified model and the
full three-dimensional models. Results show that for each state of a given compression system，there exists a criti‐
cal core driven fan stage（CDFS）total pressure ratio that decides the bypass matching pattern. Exceeding the crit‐
ical total pressure ratio will incur outer bypass recirculation while keeping the CDFS operation point under the
critical value helps to avoid it.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flow loss and blockages in the complex bypass system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the critical CDFS total pressure ratio，hence need to be modeled accurately when judg‐
ing the system matching state. The critical boundary acquired from the simplified model can be extended to the
full three-dimensional model，thus validating the reliabil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judging criterion.

Key words：Variable cycle engine；Compression system；Bypass model；Flow recirculation；Matching

1 引 言

变循环发动机（Variable Cycle Engine，VCE）可通

过改变自身部件的几何形状、位置和尺寸实现发动

机热力循环参数的变化，使发动机适应不同的工作

状态，并保持良好的性能，是未来空天一体化飞行器

的理想动力装置。双外涵变循环发动机（Double by‐
pass engine，DBE）作为 VCE的典型代表，通过其独有

的模式选择阀门（Mode selector valve，MSV）、核心机

驱动风扇级及可变面积涵道引射器（Variable area by‐
pass injector，VABI）等调节部件的相互配合，能够实

现涡喷和涡扇两种循环方式，有效拓宽了发动机的

工作包线。

国外对变循环发动机的研究可追溯至 20世纪 50
年代。借助于超声速巡航研究计划（SCR），美国通用

电气公司（GE）在 20世纪 70年代提出了双外涵变循

环发动机的概念［1-6］，并于 90年代初推出了著名的双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 F120，对更先进的自适应循环发

动机的研究也紧随其后［7-9］。近年来，国内对变循环

发动机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对其设计和控制方法的

认识也不断深入。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变循环发动机

的建模［10-13］、模态分析［14-18］和控制方法［19-20］等。

与常规发动机相比，双外涵变循环发动机的压

缩系统布局更为复杂，调节部件也更多，部件之间气

动耦合强，匹配难度大，调节规律的确定十分困难。

尤其对于发动机的模式转换过程，复杂涵道系统流

动的合理组织是保证压缩系统稳定高效工作的基

础。当前，国内研究人员已总结出大量关于变循环

发动机的调节控制规律，但对于变循环压缩系统所

独有的一些气动问题的机理分析仍有待深入。GE公

司关于双外涵变循环发动机的试验测试报告显示，

发动机由单外涵模式切换至双外涵模式的过程中，

由于 CDFS对内涵道气流的加功作用，内涵道气体在

经前可变面积涵道引射器（Forward variable area by‐
pass injector，FVABI）进入外涵道后可能发生倒流，导

致气体逆向通过模式选择阀门并影响 CDFS的匹配

状态［21］。有关双外涵变循环发动机总体性能的研究

也表明，第二外涵道的倒流将大幅降低发动机性能、

削弱双外涵结构的优势［22］。作者在前期研究中建立

了双外涵变循环压缩系统流动模型，通过全三维数

值模拟研究，分析了模式转换过程中第二外涵道倒

流对系统气动性能及部件匹配规律的影响，指出了

规避压缩系统倒流的必要性［23］。根据文献［21］，为

了避免压缩系统发生倒流，应保证 CDFS进口静压不

低于内涵道出口静压，并依据上述两处静压的关系

提出了倒流裕度的概念，该概念在此后的研究中被

广为沿用。然而，基于静压的倒流判据不易与部件

的匹配工作状态直接关联，且对监控位置较为敏感，

因此只是在发动机试车过程中的一种倒流监控方

式，而不易直接用于指导设计。目前尚未有公开文

献给出可以用于指导设计的有效易用的倒流判断准

则和规避方法。

本文针对双外涵变循环压缩系统的模式转换倒

流问题，发展了包含压缩系统关键调节部件的高效、

可移植的压缩系统涵道简化计算模型，并基于简化

模型构建了复杂涵道流动数值数据库；深入分析了

压缩系统外涵道倒流的产生机理，建立了涵道系统

匹配状态与部件工作状态之间的关联，归纳了压缩

系统倒流的判断准则，并对其进行了验证。

2 双外涵变循环压缩系统的简化计算模型

2.1 简化计算模型及计算方法

如图 1所示，本文所研究的双外涵变循环压缩系

统包含风扇、CDFS和高压压气机三个压缩部件。其

中，风扇共两级，进口带有可调导叶；单级 CDFS与高

压压气机同轴，进口导叶为可变弯度导叶；高压压气

机共五级。变循环压缩系统还包括模式选择阀门

MSV及前可变面积涵道引射器 FVABI两个调节部

件。如图 2所示，MSV采用俯仰调节，定义其实际位

置与关闭位置的夹角为模式选择阀门的开度，用 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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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FVABI采用轴向调节，其开度定义第一外涵道出

口的喉道面积，用 Sout表示。

变循环压缩系统发生倒流的本质原因是系统内

的复杂涵道流动无法正常匹配，因此解决倒流问题

的关键在于分析涵道系统的流动匹配机理，探索涵

道工作状态的判定准则。为了达到以上目的，有必

要建立双外涵变循环压缩系统的涵道流动计算模

型，提炼关键涵道结构和控制机构，在节约计算资源

的同时保证模型的通用性。

图 3给出了本文建立的压缩系统涵道流动计算模

型的流道示意。如图 3（a）所示，基于全三维模型，简

化模型省略了风扇、CDFS和高压压气机等压缩部件，

原部件的截取位置分别位于 1，2，3，4截面。根据图 3
（a）中的流场分布可知，截取位置的流动稳定性较差，

CDFS进、出口和高压压气机进口轮毂区域易发生流

动分离，为了提高简化模型进/出口流场的稳定性，保

证计算收敛，将简化计算模型的实际流道向上/下游进

行了一定的延伸，实际进/出口位置位于 1’，2’，3’，4’
处，真实的简化计算流道如图 3（b）所示。简化模型保

留了压缩系统原有的各涵道结构和调节机构，仅对压

缩部件进行了简化处理，简化后根据部件匹配点在相

应截面给定进/出口边界条件。具体地，如图 4所示，

涵道计算模型共包含五个进/出口截面，代号 1~5分别

表示风扇出口截面、CDFS进口截面、CDFS出口截面、

Fig. 1 Schematic of the double-bypass compression system

Fig. 2 Geometric configuration and parameter definition of the MSV and FVABI

Fig. 3 Flow pa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Mach number for the recirculation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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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压气机（HPC）进口截面和总外涵出口截面。计算

时，首先预选一组压缩部件的工作点（流量、压比和效

率），根据预选的工作点推导出简化模型各截面的气

动参数，并将其作为边界条件加载至简化模型上，即

可求得一组流场，利用 CDFS进/出口流量守恒的限制

不断调节部件工作点，最终结果将收敛到一个变循环

涵道系统的真实匹配状态。

基于以上思路，本文以 CDFS进口流量为目标函

数，以 CDFS压比为迭代变量，基于 Isight平台搭建了

变循环压缩系统的迭代计算模型，具体的计算流程

如图 5所示。根据风扇和 CDFS的压比及效率在风扇

出口和 CDFS出口两截面给出总温、总压和速度方

向，在 CDFS进口截面给定当前 CDFS匹配点对应的

流量，高压压气机进口截面和外涵道出口截面则分

别给定对应的流量；通过三维流场计算得到 CDFS出
口 的 流 量 ，根 据 其 与 CDFS 进 口 流 量 的 关 系 调 节

CDFS压比，进入下一轮迭代，直至 CDFS流量守恒。

与全三维模型相比，变循环压缩系统的涵道流

动计算模型由于省略了实际的压缩部件，因而可以

模拟更宽的涵道工作范围，有利于充分探索涵道系

统在不同状态下的流动特点。另一方面，涵道模型

采用流量作为边界条件，有效规避了常规全三维计

算条件下涵道流量分配的不确定性，可以实现任意

指定流量的模拟，有利于涵道流动的分析。此外，压

缩部件的简化也大幅减少了几何模型所需的网格

数，从而显著降低了计算成本。如表 1所示，采用全

三维计算时，双外涵变循环压缩系统的总网格数约

为 1400万（每排叶片网格数约 70万，y+<10，满足网

格无关性要求［24-26］），采用 40核并行计算，求解每个

匹配点需 4h，而涵道模型的网格总数仅为 200万，采用

10核并行计算，在初值给定合理的情况下，求解单个

匹配点耗时在 0.5h以内。

2.2 涵道流动计算模型的验证

为了验证压缩系统涵道流动计算模型的可靠

性，选取了无倒流/有倒流的两个压缩系统典型工作

状态，将简化计算结果与全三维结果进行了对比，两

种状态下的压缩系统涵道比的分配情况如表 2所示（总

涵道比B，第一外涵道比B1和第二外涵道比B2分别为外

涵道总流量与内涵道流量、第一外涵道流量与内涵道

流量、第二外涵道流量与 CDFS流量之比，参见文献

［23］），对比时所关注的各截面的位置在图 1中标出。

图 6给出了无倒流工况下各典型截面总压和马赫

数的径向分布。研究结果表明，涵道流动模型能够较

为准确地模拟压缩系统第一外涵道进/出口总压的分

布情况，简化计算得到的第一外涵道内马赫数偏高，

但总体趋势与全三维计算相同（图 6（a），（b））。简化

模型能够准确捕捉来流经过模式选择阀门后的发展

变化规律，第二外涵道内的总压和马赫数分布与全三

维计算吻合较好（图 6（c），（d））。在 FVABI后的第一、

Fig. 5 Calculation flow diagram of the bypass model

Table 2 Computational schemes for the bypass model

Parameter
No-recirculation
Recirculation

α/（º）
4
4

Sout/Sref
1.0
1.0

B

0.42
0.22

B1
0.38
0.27

B2
0.02
-0.05

Table 1 Computational cost comparison between the full

3D model and the simplified bypass model

Item
Total mesh
CPU cores

Calculation time/h

3D model
1.4×107
40
4

Simplified model
2.0×106
10
<0.5

Fig. 4 Bypass model of the double-bypass compress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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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涵流动混合区，简化模型获得的总压及马赫数分

布与全三维计算高度相似，表明简化模型能够准确地

复现无倒流工况下涵道流动掺混的过程（图 6（e））。

在高压压气机进口截面（图 6（f）），简化计算得到的总

压和马赫数分布在近端壁区与全三维计算结果存在

较大差异，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建立简化模型时，为了

使 CDFS下游流体充分掺混，对高压压气机进口子午

流道进行了调整。应当指出，高压压气机进口流道的

变形仅仅是为了保证简化模型的计算收敛性，不会对

涵道内的流动产生本质影响，因此也不会影响简化模

型分析压缩系统涵道匹配问题的可行性。

有倒流工况下涵道模型与全三维模型计算结

果的对比如图 7所示。可以看出，对于当前工况

点，简化模型求得的流场与全三维流场在第一外涵

道、第二外涵道及 FVABI下游的涵道汇流区均有较

高的一致性，表明简化模型具备准确模拟压缩系统

外涵道倒流现象的能力。此外，根据图 3中三维流

场马赫数分布的对比可知，简化模型得到的涵道系

统流动特征与全三维模型的规律相一致，从而进一

步验证了本文简化计算方法的可靠性。后文中的

数值模拟将主要基于变循环压缩系统的简化计算

模型展开。

Fig. 6 Flow field comparison between the bypass model and the full 3D model for the no-recirculation case

Fig. 7 Flow field comparison between the bypass model and the full 3D model for the recirculation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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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外涵变循环压缩系统倒流机理和倒流

判据

对倒流机理的深入挖掘是解决变循环压缩系统

模态转换倒流问题的前提。本节将基于控制体的思

想，建立变循环压缩系统涵道流动的平衡关系，进而

探讨涵道匹配状态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变循环压缩

系统的倒流判据。

显而易见，判断压缩系统是否发生倒流的本质

在于判定第二外涵道内流体的流动方向。如图 3所
示，以第二外涵道进、出口截面为边界，在第二外涵

道内建立控制体，则由气体动力学原理可知，管道内

的流动方向取决于其进口总压（p1*）与出口静压（p2）

的关系。定义沿压气机主轴指向下游的方向为正方

向，则第二外涵道流动方向为正向时必有 p1*>p2，临界

状态下有 p1*=p2，倒流时则满足 p1*<p2。因此，压缩系

统的无倒流条件可用式（1）表示。

第二外涵道进、出口的压力可以通过压缩系统各

部件的匹配工作状态进行关联，具体关系如式（2）~（4）
所示。将式（1）~（4）联立化简，则变循环压缩系统的

无倒流条件转化为式（5）~（7）的形式。式（5），（6）表

明，对于给定的第一外涵道出口马赫数，存在使系统

不发生倒流的最高 CDFS压比，而对于给定的 CDFS
压比，则存在保证系统不发生不倒流的最低第一外

涵道出口马赫数。

p*1 ≥ p2 （1）
p*1 = p*0πFANσ spliterFAN - uσMSV （2）

p2 = p out ξp （3）
p out = p

*
0πFANπCDFSσ spliterFAN - dσ spliterCDFS - uσBPS1σ FVABI

(1 + k - 12 Ma2out )
k

k - 1
（4）

πCDFS ≤ 1
ξpσA (1 + k - 12 Ma2out)

k
k - 1

（5）

Ma out ≥ 2
k - 1 ((ξpσAπCDFS)

k - 1
k - 1)

0.5
（6）

σA = σ spliterFAN - dσ spliterCDFS - uσBPS1σ FVABI / (σ spliterFAN - uσMSV )
（7）

式中 p0*为压缩系统进口总压；πFAN和 πCDFS分别为

风扇和 CDFS的总压比；pout和Maout分别表示第一外涵

道出口的静压和马赫数，ξp为 FVABI出口的静压修正

系数，σ为气体流过压缩系统的总压恢复系数，下标

spliterFAN-u/d表示风扇分流环上/下部，spliterCDFS-
u表示 CDFS分流环上部，BPS1表示第一外涵道。

临界 CDFS压比与第一外涵道出口马赫数的关

系虽然简洁直观，但实际压缩系统第一外涵道出口

的马赫数不是已知量，从而限制了倒流判据的易用

性。为此，有必要根据已知的压缩系统性能参数，对

倒流判据的表达式做进一步推导。根据流量方程，

第一外涵道出口的流量函数可由式（8）表示。第一

外涵道出口的总温和总压可根据部件的工作点由式

（9），（10）表示。因此，第一外涵道出口的流量函数

可通过风扇、CDFS和高压压气机的匹配点性能（流

量、压比、效率）及系统的各项损失和堵塞系数表示，

即式（11），（12）。鉴于当前匹配状态下 FVABI出口

流动均未达到临界状态（当前的第一外涵道出口马

赫数均小于 1），联立式（6）和式（11），则变循环压缩

系统的无倒流条件可用式（13）表示。

q (Ma out ) = mBPS1
T *
out

Kp*out

1
S outB out

=

(mCDFS - mHPC ) T *
out

Kp*out

1
S outB out

（8）

式中 Sout表示第一外涵道出口截面的几何面积，

而 Bout表示该截面处的堵塞系数。

T *
out = T *

0 τFANτCDFS ζT （9）
式中 ζT是温度修正系数。

p*out = p*0πFANπCDFSσ spliterFAN - dσ spliterCDFS - uσBPS1σ FVABI（10）
q (Ma out ) = mBPS1

T *
0

Kp*0

1
S out
·

( π
k - 1
kFAN - 1
ηFAN

+ 1) ( π
k - 1
kCDFS - 1
ηCDFS

+ 1)
π FANπCDFS

σB

（11）

σB = ζT
B outσ spliterFAN - dσ spliterCDFS - uσMSVσ FVABI

（12）

T *
0

Kp*0

mBPS1
S out

π
k - 1
kFAN - 1
ηFAN

+ 1
π FAN

σB ≥
πCDFS

π
k - 1
kCDFS - 1
ηCDFS

+ 1

2
k - 1

é

ë
êê

ù

û
úú( )ξpσAπCDFS

k - 1
k - 1 ·

é

ë
êê
2

k + 1 (ξpσAπCDFS)
k - 1
k ù

û
úú

- k + 1
2 ( )k - 1

（13）

式（13）表明，对于一组给定的压缩系统部件匹

配状态，存在一个理论临界 CDFS压比，若 CDFS的实

际工作压比低于临界压比，则系统稳定，若 CDFS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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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压比高于临界压比，则系统将发生倒流。判断压

缩系统是否倒流的核心在于比较 CDFS临界压比与

其实际工作压比的大小关系。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仿照压气机失速裕度的定义，

提出了全新的双外涵变循环压缩系统倒流裕度概念

Q = π c /πCDFS - 1 （14）
式中 πCDFS表示 CDFS的实际压比，πc表示 CDFS

的理论临界压比，Q>0时系统稳定，Q<0时系统将发

生倒流。下文中的倒流裕度均指式（14）定义的倒流

裕度。

4 基于计算结果的倒流判据验证

通过上文的讨论，已得出双外涵变循环压缩系

统的倒流判据，本节将基于双外涵变循环压缩系统

的简化计算模型和全三维模型的计算结果对倒流判

据进行验证。

4.1 部件匹配状态和涵道流动损失对倒流临界压比

的影响

根据式（13）给出的关联，倒流临界 CDFS压比由

风扇压比和效率、CDFS效率、第一外涵道流量、FVA‐
BI开度及系统的各项损失共同决定。为了探究各参

数对临界 CDFS压比的影响，在简化计算模型中逐一

改变各匹配控制参数，建立了变循环压缩系统的涵

道匹配数值数据库，并考察 πc的变化规律。具体的

计算方案由表 3给出。研究某一参数的影响时，其它

参数保持基准值不变。

图 8给出了压缩系统临界 CDFS压比随各项匹配

参数的变化情况。根据图 8（a）可知，CDFS临界压比

随着风扇总压比的提高逐渐降低，且 πc对 πFAN的变化

较为敏感，πFAN增加 20%时 πc降低约 10%。图 8（b），

（c）表明，提高风扇和 CDFS的效率将降低临界 CDFS
压比，但对效率的影响相对较小，风扇效率提高 25%
时临界 CDFS压比变化不足 5%，CDFS效率对 πc的影

响更小。如图 8（d）所示，第一外涵道流量是决定临

界 CDFS压比的重要因素，随着第一外涵道流量的增

加，临界 CDFS压比显著提高。FVABI的开度对临界

CDFS压比亦有显著影响，如图 8（e）所示，关闭 FVABI
可大幅提高临界 CDFS压比，因此将有助于压缩系统

从单外涵向双外涵模式的转换［6］。应当指出，对于临

界状态，压缩系统的第二外涵道没有流量通过，MSV
的局部损失为 0，因此模式选择阀门的开度不会对临

界 CDFS压比产生影响，如图 8（f）所示。

Table 3 Base value and variation range of the control parameters

Parameter
Base value

Changing range

πFAN/πref
1.00

0.88~1.06

ηFAN
0.86

0.60~0.86

ηCDFS
0.86

0.60~0.86

mBPS1/mref
1.00

0.71~1.29

Sout/Sref
1.00

0.87~1.20

α/（º）
4
2~8

Fig. 8 Influence of different control parameters on the critical CDFS total pressure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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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衡量变循环压缩系统中涵道损失、堵塞及各

项修正系数对临界 CDFS压比的影响，本文从数据库计

算结果中提取了与倒流判据相关的各项系数，利用这

些系数对临界 CDFS压比进行了修正，并将其与理论计

算的结果进行了比较，结果如图 9所示。图中的虚线是

忽略各项涵道修正系数，直接根据部件匹配状态点求

得的临界CDFS压比的理论值。研究结果显示，对于任

意给定状态（q（Maout）），CDFS的实际临界压比（数据库

计算所得的临界状态真实压比）明显高于理论值，表

明涵道系统内的损失、堵塞等因素对于压缩系统的匹

配状态有显著影响。图 9进一步给出了利用数据库提

取的各项涵道修正系数修正后的理论解——预测解，

可以看到修正后的临界 CDFS压比与真实值吻合良好，

从而证明了理论临界CDFS压比与实际临界CDFS压比

之间的差别确是来源于涵道系统自身的特性，使用倒

流判据时，为了准确预估临界 CDFS压比，须对涵道系

统内的损失、堵塞等进行准确的模化。

4.2 倒流判据的全三维计算验证

上文基于简化计算模型数据库对变循环压缩系

统的倒流判据进行了验证，并探究了临界 CDFS压比

的影响因素，本节将倒流判据推广至全三维模型，进

一步验证倒流判据的准确性。

图 10给出了压缩系统在不同匹配状态下的全三

维计算结果的对比，图中包含了无倒流、近临界和有

倒流三种状态。各匹配状态下 CDFS实际压比与第

一外涵道出口流量函数的关系图如 10（a）所示，图中

绘出了当前压缩系统涵道计算模型得到的倒流临界

压比曲线。根据图 10（a），各倒流方案的 CDFS压比

高于其相应状态所对应的临界压比，无倒流方案的

CDFS压比低于其相应的临界压比，而近临界方案的

CDFS压比则落在倒流临界压比曲线上，与预期的趋

势相一致，表明本文所提出的压缩系统简化计算模

型能够准确模拟涵道系统的真实匹配状态，且具有

较高的计算精度。图 10（b）给出了各三维方案的第

二外涵道比与相应的倒流裕度，可以看出，当系统发

生倒流时（B2<0），压缩系统的倒流裕度<0，不发生倒

流时，系统则具有>0的裕度，而近临界状态的倒流裕

度在 0附近，从而证明了本文提出的倒流裕度概念用

于压缩系统涵道匹配状态评估的可行性。

5 结 论

本文发展了双外涵变循环压缩系统的涵道简化

计算模型，总结了压缩系统的倒流判断准则并对其

进行了验证，主要结论如下：

（1）双外涵变循环压缩系统的涵道流动计算模

型能够准确捕捉压缩系统的涵道匹配特征，与全三

维计算结果吻合良好，可大幅降低计算成本，并具有

良好的通用性。

（2）对于一定的压缩系统匹配状态，存在使系统

不发生倒流的理论临界 CDFS压比，当 CDFS的实际

工作压比高于临界压比时，系统将发生倒流，反之则

系统不发生倒流。基于临界 CDFS压比的概念定义

了全新的倒流裕度以衡量系统的匹配稳定性，保证

压缩系统的倒流裕度>0是避免倒流发生的关键。

（3）压缩系统内的复杂涵道系统的损失和堵塞等

特性对临界 CDFS压比有显著影响，为了对系统的匹配

状态进行准确判断，需要对上述特性进行准确模化。

Fig. 10 Validation of the recirculation criterion using the

full 3D model
Fig. 9 Variation of CDFS total pressure ratio under

different system operation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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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于涵道流动计算模型得到的压缩系统倒

流临界线可以推广至全三维状态，本文的建模方法

和理论模型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可行性。

致 谢：感谢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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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抽吸的亚声速平面叶栅风洞流场品质控制研究 *

蔡 明，高丽敏，刘 哲，程 昊，刘 波，黎浩学

（西北工业大学 动力与能源学院 翼型、叶栅空气动力学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陕西 西安 710129）

摘 要：为提升平面叶栅风洞流场品质，获取高质量、低不确定性的试验结果，设计了位于试验段

上侧壁不同位置处的两种抽吸方案，采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抽吸槽位置以及抽吸流量对平面叶栅风洞

流场品质的控制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在试验段上侧壁进行抽吸能够提升靠近上侧壁的三个叶栅通道的

均匀性和周期性，使进口马赫数偏差<0.01，进气角偏差<0.5°；在可移动上侧壁和叶栅首叶片之间进行

抽吸 （Cavity A） 对叶栅进口均匀性提升较大，但对出口周期性提升很小；在叶栅首叶片吸力面中后部

进行抽吸 （Cavity B） 能够同时提升进口均匀性和出口周期性；Cavity A抽吸方案比Cavity B具有更好的

工程应用性，但临界抽吸流量增加了两倍。

关键词：叶轮机械；平面叶栅；风洞；流场；抽吸；数值模拟

中图分类号：V2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055（2021） 09-1985-08
DOI：10.13675/j.cnki. tjjs. 190873

Flow Field Quality Control of Subsonic Linear
Cascade Wind Tunnel Based on Suction

CAI Ming，GAO Li-min，LIU Zhe，CHENG Hao，LIU Bo，LI Hao-xue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Aerodynamic Design and Research，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710129，China）

Abstract： Improving the flow quality of linear cascade wind tunnel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obtaining
high-quality，low-uncertainty test results. Two suction schemes are set at different positions on the upper side of
the test section and the effect of suction slot position and suction flow rate on the flow field quality of cascade wind
tunnel flow are investigat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pper sidewall suctions were dem‐
onstrated to be effective in improving inflow uniformity and outflow periodicity of these three blade passages near
upper sidewall，among which the inlet Mach number deviation is no more than 0.01，and the flow angle deviation
is no more than 0.5°.Suction between the movable upper wall and the first blade（Cavity A）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inflow uniformity of the cascade，but the outflow periodicity increases little. Suction at the middle back of suc‐
tion side of the first blade（Cavity B）can both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inflow and outflow. The suction schem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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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为了满足先进航空发动机的实际需求，现代轴

流式压气机和涡轮向着高效率、高级压比、高负荷的

方向不断发展。平面叶栅风洞试验是轴流式叶轮机

械设计与发展的重要环节，它能够高效、快速、直观

地建立基元速度三角形与叶栅几何参数之间关联关

系［1-2］。通过大量的平面叶栅吹风试验构建完备的叶

型基础性能数据库，是发展航空发动机设计体系的

重要基础［3-5］。

平面叶栅风洞必须满足一定的流场品质要求，

以保证叶栅试验测量结果的可用性［6-7］。蔡明等［8］基

于高亚声速平面风洞的试验测量发现，在较大来流

攻角下，靠近较短侧可调导流板的三个叶栅通道的

进口均匀性以及出口周期性较差，增大了试验测量

结果的不确定性。详细的数值模拟研究［9］发现，影响

平面叶栅风洞流场品质和试验有效测量范围的主要

原因是：较大攻角下叶栅风洞固有结构导致了靠近

可移动上侧壁的叶栅通道内发生较大堵塞，这种风

洞侧壁影响在叶片数不够多的情况下会波及到叶栅

中间通道，直接影响了试验测量通道的选择及测量

可靠性。平面叶栅试验人员也发现，来流均匀性和

出口周期性不佳将导致流场测量中出现不必要的不

确定性［10-11］，削弱了叶栅风洞试验测量结果在叶轮机

械设计、损失预估模型建立以及数值方法校核等方

面的关键作用。因此，研究叶栅风洞流场品质及其

控制策略对于更好地发挥叶栅风洞的功能有重大

意义。

基于具体的试验台情况，国内外研究人员在平

面叶栅风洞试验中采用边界层抽吸、开槽尾板、优化

侧壁轮廓线等方法以提升叶栅风洞的流场品质。

Lepicovsky等［11］在跨声速叶栅风洞中，通过优化进口

侧壁轮廓形状以及调节进口侧壁与出口尾板的相对

位置，改善了原始构型的流场不均匀现象，获得了较

为均匀的进口壁面静压分布。Bo等［12］对在高亚声速

平面叶栅风洞试验中采用了边界层抽吸和尾板相结

合的方式，改善了大转折角（55°）压气机叶栅进口壁

面静压分布均匀性以及出口损失及出气角周期性；

但高来流马赫数下叶栅流场的周期性仍然较差。

Rona等［13-14］在跨声速涡轮平面叶栅试验中，通过安

装开槽尾板减弱了涡轮叶栅出口波系反射对出口流

场周期性的影响。巩昊等［15］、陈宇等［16］研究了不同

开孔率和偏转角度的开槽尾板对跨声速涡轮叶栅表

面及叶栅流道出口压力分布周期性的影响。杨泳

等［17］发现不同尾板偏移角度和侧壁通道宽度对平面

叶栅进口周期性的影响不同。

可以看出，目前通过可调尾板提升跨声速涡轮

平面叶栅出口周期性的研究较多，而针对压气机平

面叶栅风洞流场品质的研究较少。借助平面叶栅实

验开展的诸多研究仅提到可通过边界层抽吸调节流

场周期性和均匀性，但很少有文献对其影响规律及

控制效果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因此，基于之前对

无调控措施下原始叶栅风洞流场的实验测量和数值

模拟研究，本文进一步探究了在风洞试验段上侧壁

不同位置开设抽吸槽的方法对平面叶栅风洞进出口

流场品质的影响规律，以期为实际风洞吹风试验流

场品质的控制和改进提供借鉴。

2 模型建立及抽吸方案设计

2.1 模型建立及数值方法

和文献［8］一致，本文的基础研究对象仍然是典

型的开口吹气式风洞，即 NPU连续式高亚声速叶栅

风洞，其试验段结构如图 1所示。试验段进口安装有

可移动的上、下侧壁，上、下侧壁平行且和轴向进气

方向一致。叶栅试验件安装在可转动圆盘上，通过

转动圆盘实现叶栅来流攻角的调节，同时通过调节

可移动上、下侧壁使之与叶栅首、末叶片搭接以封闭

进口流道。

基于图 1所示的风洞试验段结构，建立了如图 2
所示的平面叶栅风洞试验段三维模型。其中，展向

一侧的风洞侧壁未显示。风洞试验段模型的建立过

程及具体说明在文献［9］中进行了详细介绍。不同

的是，基于前期开展的原始叶栅风洞试验测量及计

算，本文主要针对流场品质不佳的较大攻角工况进

行流场调控，因此图 2所示的模型对应于 i=4°的设定

来流攻角。另外，为了更加真实地模拟实际风洞的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est section of NPU linear

cascade wind t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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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三维情况，本文建立的模型在叶展方向上具有和

实际叶片一致的高度（h=100mm），为了模拟实际叶

栅的端壁，将垂直于叶展方向 x的两侧风洞壁面设为

无滑移固体壁面边界。栅前和栅后流场测量截面

MP1和MP2的选择以及计算模型其它边界的设定和文

献［8］中一致，分别位于叶栅上游 0.5倍弦长和下游 1
倍弦长，经过网格无关性验证后确定该计算模型的

网格数为 600万。依照实际需求，本文针对由 8个直

叶片构成的叶栅试验件进行探究，叶栅的 8个叶片从

上至下依次记为 1#~8#叶片。

为了验证本文建立风洞试验段模型及数值方法

的可靠性，选择前期已开展过实验测量的某亚声速

压气机叶型［8］进行验证。如图 3所示，在该叶型的设

计工况下，即进口马赫数为 0.6，进口气流角为 41°，将
进口流场测量结果和采用图 2所示计算模型得到的

数值计算结果进行比较，结果见图 3。由图可知，整

体上数值结果和试验测量结果的进口马赫数和进口

气流角沿叶栅周向的分布趋势较为一致，表明通过

本文建立的风洞试验段三维模型及数值方法对平面

叶栅风洞流场进行模拟研究是可行的。

2.2 试验段抽吸方案设计

前期的试验测量［8］及数值模拟［9］研究表明，较大

攻角下平面叶栅风洞的固有阻塞效应会导致上侧壁

附近的通道发生堵塞，进而影响整个叶栅周向流场

品质。因此，提升风洞流场品质的关键是改善靠近

可移动上侧壁通道内的堵塞状况。针对侧壁附近的

流动分离和阻塞问题，边界层抽吸是一种行之有效

的控制方法。因此，本文将采用抽吸的方法对来流

马赫数为 0.5，来流攻角为 4°工况下的流场品质进行

调节。

基于图 2中的原始试验段计算模型设计抽吸方

案，如图 4所示。参考国外一些风洞的调控措施，在

可移动上侧壁和 1#叶片之间布置抽吸缝，记为 Cavity
A方案。该方案的实施不依赖于具体的叶栅实验件，

设计灵活、工程应用性较好。原始叶栅风洞的数值

研究［9］表明，全叶片结构下靠近可移动上侧壁的 1#叶
片表面气流分离区覆盖整个叶片中后部，为了吸除

所在通道中后部的大量低能流体，在 1#叶片叶背后

端约 70%~80%弦长内开设抽吸缝进行抽吸，记为

Cavity B方案。该方案的设计依赖于具体的叶栅试验

件，实际应用时不够灵活。

位于试验段上侧壁的两个抽吸方案如图 4所示。

抽吸缝覆盖整个叶片高度，缝宽为 6mm，为了模拟实

际的抽吸系统，将抽吸缝沿着周向延伸 3倍缝宽后形

成一个矩形抽吸槽道。抽吸槽道的计算网格如图 5
所示，抽吸槽道和叶栅流道的网格交界面设为非匹

配边界，槽道出口设置为抽吸流量边界，槽道的展向

两侧以及轴向两侧均为无滑移固体壁面。为了便于

分析，以叶栅进口总流量定义抽吸槽道的相对抽吸

量 S，定义为 S = m s /m 1 × 100%，m s 为槽道出口设置

的抽吸流量，m 1为叶栅进口总流量。

Fig. 2 Computational model of test section in linear

cascade wind tunnel

Fig. 3 Compare of pitchwise distribution of inlet flow field

between CFD and experiment at design condition

Fig. 4 Suction cavities of two mod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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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抽吸控制效果分析

采用图 2所示的原始计算模型以及图 4所示的

两种抽吸方案，对设定进口马赫数为 0.5，来流攻角为

4°工况下的平面叶栅风洞试验段流场进行模拟和

分析。

3.1 进口流场均匀性和准确性分析

为了便于分析，基于叶栅实验的来流马赫数需

求以及通过圆盘机构设定的叶栅进气角，定义叶栅

进口 50%叶高处测点 K位置的进口马赫数偏差以及

进口气流角偏差如下［8］

ΔMa1k = Ma1k - Ma1s （1）
Δβ1k = β1k - β1s （2）

式中 β1s 表示叶栅和风洞轴向确定的设定进气

角，在试验中一般由可转动圆盘读出；β1k表示栅前测

量截面中径处测得实际进气角；Ma1s表示叶栅试验需

要模拟的来流马赫数，Ma1k表示栅前测量截面中径处

测得实际来流马赫数。进口马赫数和进口气流角的

偏差值越接近于 0，表明来流工况的准确性越好，即

叶栅实际来流攻角和来流马赫数越接近试验工况要

求的设定值。

图 6所示为无抽吸以及 Cavity A，Cavity B两个抽

吸位置在相同抽吸量 S=0.43%下对进口流场的控制

效果对比。图中横轴表示 1#~8#叶片，将 1#叶片和 2#
叶片构成的通道记为 P 1，2#叶片和 3#叶片构成的通

道记为 P 2，以此类推。

由图 6可知，无抽吸时的原始叶栅风洞进口流场

分布和图 3所示的试验测量结果的分布趋势特征一

致，进口流场的不均匀区域基本覆盖了靠近可移动

上侧壁 P 1~P 3三个叶栅通道，3#叶片和 4#叶片之间的

来流马赫数周向分布的斜率最大，表明该位置栅前

静压周向分布的不均匀性最强，对应于进口马赫数

分布不均匀性最强的位置，来流攻角偏离设定值的

程度达到最大，高出设定值约 3°。总体上看，只有 P 6
通道的来流均匀性较好，进口马赫数偏差<0.005，进气

角偏差<0.3°。结合已有研究发现，原始叶栅风洞靠

近上侧壁的这种局部不均匀性沿着周向传递，对其

它叶栅通道的流动产生干扰和影响，最终导致叶栅

进口以及出口流场的有效测量范围缩小，无法满足

试验要求。

通过在试验段上侧壁进行抽吸能够有效提升原

始叶栅流场品质。由图 6可以看出，在 Cavity A，Cavi‐
ty B两个位置，抽吸均能明显改善叶栅进口流场的均

匀性和准确性。抽吸后，靠近可移动上侧壁的 P 1~P 4
四个通道的进口马赫数以及进气角的周向分布均匀

性显著提升，进口马赫数增大，进口气流角减小，叶

栅实际来流工况和设定值的差异明显减小。

在 S=0.43%抽吸流量下，和来流工况的设定值相

比，Cavity B抽吸量过大，导致抽吸后 P 1~P 3通道的进

口马赫数超过设定值达 0.02，进气角低于设定值近

1°；Cavity A抽吸量偏小，导致抽吸后 P 1~P 3通道的进

口马赫数仍低于设定值达 0.015，进气角仍高于设定

值近 1°。若以理想的进口均匀性和准确性为目标，

对于两个抽吸位置 Cavity A和 Cavity B，S=0.43%抽吸

流量均不是最佳选择，可以通过调节抽吸流量的大

小进一步提升来流品质。

图 7为 Cavity A抽吸方案在不同抽吸流量下叶栅

进口马赫数和进口气流角分布。由图 7可知，在 Cavi‐
ty A进行抽吸时，随着抽吸量逐渐增大，叶栅进口流

Fig. 6 Inflow distribution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suction positions with suction flow rate of 0.43%

Fig. 5 Grid of suction ca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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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均匀性和准确性逐渐提升，当抽吸流量达到

0.87%时，叶栅进口马赫数和进气角的均匀性和准确

性最好，除了靠近侧壁处，几乎所有通道的进口马赫

数与其设定值的差值<0.005；进气角与其设定值之间

相差不到 0.5°。当抽吸流量继续增大至 1.15%时，

P 1~P 2 两个通道的进口流场参数和设定值之间的差

异反而开始增大，表明此时已经出现过抽吸。

图 8为 Cavity B抽吸方案在不同抽吸流量下叶栅

进口马赫数和进口气流角分布。由图 8可知，当抽吸

量从 0增大至 0.15%时，叶栅进口流场参数分布比无

抽吸时变化很小，当抽吸量增至 0.28%时，叶栅进口

流场品质突然提升，P 1~P 4四个通道的进口马赫数和

进口气流角沿周向基本呈现平直的均匀性分布，进

口马赫数高出设定值约 0.01，进气角和设定值之间的

差值<0.5°。继续增大抽吸流量时将出现过抽吸，此

时进口均匀性和准确性开始下降。

图 9给出了无抽吸（ORI）和两种抽吸条件（Cavi‐
ty A，S=0.87%；Cavity B，S=0.28%）下叶栅进出口中叶

展位置的马赫数云图，实线表示气流实际流向，虚线

表示平行于风洞轴线的理论流向。由图 9（a）可知，

无抽吸时，受上端叶栅通道的堵塞影响，栅前流通面

积发生改变，沿着风洞轴线流入的气流逐渐向下偏

移，叶片实际来流攻角偏大。由图 9（b）和图 9（c）可

知，两种方案抽吸后栅前静压沿周向分布逐渐均匀，

P 1~P 3三个通道进口静压降低，来流气流角向下侧壁

偏移程度明显减小，实际来流方向和风洞轴线基本

一致。

以上分析表明通过调节抽吸流量两种抽吸方案

均可以实现接近理想的来流品质，此时 Cavity A消耗

Fig. 9 Mach number contours and streamlines at midspan

Fig. 7 Variation of inflow distribution with suction flow

rate of cavity A

Fig. 8 Variation of inflow distribution with suction flow

rate of cavity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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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抽吸流量（S=0.87%）约为 Cavity B（S=0.28%）的 3
倍。这是因为栅前气流静压比通道内堵塞区内低能

流体的静压更高，因此在位于栅前的 Cavity A位置进

行抽吸需要消耗的抽吸量更大；而在能够直接作用

于通道内低能流体的 Cavity B位置进行抽吸需要消

耗的抽吸量则较少。

3.2 出口流场周期性分析

叶栅出口流场的周期性决定了叶栅出口尾迹和

出气角测量的可靠性。因此在保证来流均匀性和准

确性的同时，还需要保证叶栅出口流场的周期性。

图 10和图 11分别给出了两种抽吸方案下叶栅

出口马赫数和出气角分布随抽吸流量的变化。无

抽吸时，受栅前流场不均匀性的影响，叶栅出口流

场的周期性较差。随着抽吸量增大，Cavity A抽吸

对叶栅出口周期性的提升较小，仅 P 1 通道的出口

流场有所改善，其它通道出口流场参数变化很小；

而 Cavity B抽吸后叶栅出口周期性明显提升，当抽

吸流量达到 0.28% 以后，P 1~P 4 四个通道的出口马

赫数和出气角分布表现出较好的周期性，出口马赫

数分布的变化相对较小，但出气角分布的周期性发

生明显改善。

中叶展的出口流场分布表明，在 1#叶片吸力面

中后部进行抽吸的 Cavity B方案能够同时提升进口

均匀性和出口周期性，而位于可移动上侧壁和 1#叶
片之间的 Cavity B 抽吸方案对出口周期性的提升

较小。

3.3 抽吸控制效果总体分析

图 12所示为无抽吸和两种抽吸条件下 1#叶片~
7#叶片的吸力面表面极限流线分布，图 13所示为无

抽吸和两种抽吸条件下各叶栅通道的相对流量分

布。由图 12可知，相比于无抽吸，两种抽吸方案均

能改善 1#叶片表面的流动分离，Cavity B抽吸后 1#
叶片表面的角区分离区域比 Cavity A更小，这是因

为 Cavity B 抽吸位置更加靠近叶栅通道的堵塞区

域，能够大范围地吸除 P 1 通道内的低能流体，更大

程度地减弱叶栅固有结构造成的通道阻塞。由图

13可知，无抽吸时，流入 P 1~P 2两个通道的流量明显

小于其它通道，此时通道内发生较大堵塞。两种方

案抽吸后流过 P 1~P 3 三个通道的流量明显提升 。

Cavity A抽吸后 P 1~P 2 通道仍然存在一定的堵塞，而

Cavity B抽吸后 P 1~P 3 三个通道和其它通道的流量

基本一致，表明此时平面叶栅流场各通道的流通性

最好，堵塞最小，因此叶栅风洞进出口流场品质显著

提升。

总体上看，依赖于具体叶栅的 1#叶片中后部抽

吸方案 Cavity B 能够在消耗较小抽吸量的条件下

有效提升叶栅进口均匀性和出口周期性，虽然工程

应用性稍差，但针对具体平面叶栅实验件流场品质

的控制仍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但在 1#叶片中后

部不同位置进行抽吸的差异需要作进一步的精细

探究。相比之下，在风洞试验段可移动上侧壁和叶

栅 1#叶片之间的抽吸方案 Cavity A能够较好地实

现任意叶栅试验件的来流品质控制，但对出口周期

Fig. 11 Variation of outflow distribution with suction flow

rate of cavity B

Fig. 10 Variation of outflow distribution with suction flow

rate of cavity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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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的 改 善 作 用 有 限 ，而 且 需 要 消 耗 更 大 的 抽 吸

能力。

4 结 论

本文主要研究了较大攻角下两种风洞侧壁抽吸

方案对平面叶栅进出口流场品质的控制效果。主要

得出如下结论：

（1）靠近风洞上侧壁的两种抽吸方案均能有效

改善大攻角来流条件下叶栅通道内的流动堵塞，提

升整个平面叶栅流场的流通性，使超过三个连续通

道的进口流场基本均匀，进口马赫数和设定值的偏

差<0.01；进气角和设定值的偏差<0.5°。
（2）试验段上侧壁抽吸流量存在一个临界值，低

于临界流量时，叶栅来流品质随抽吸量的增大而提

升；超过临界流量时，来流品质开始下降；不同抽吸

位置的临界流量也不相同，Cavity A抽吸方案的临界

流量约为 Cavity B的 3倍。

（3）不同抽吸位置对叶栅风洞流场品质的控制

效果也不相同。位于可移动上侧壁和首叶片之间的

Cavity A抽吸对进口均匀性提升较大，但对出口周期

性提升较小；位于首叶片吸力面中后部的 Cavity B抽

吸能够同时提升进口均匀性和出口周期性。

针对本文的研究结论，后续工作将基于具体叶

栅风洞实验台通过试验探究不同抽吸方案对叶栅风

洞流场品质的控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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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涡旋流对跨声速压气机Stage 67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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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不同旋流强度的整体涡旋流畸变对跨声速压气机的影响，采用定常数值仿真的方

法，基于一种整体涡旋流畸变发生器与Stage 67跨声速压气机展开联合仿真研究。通过改变旋流畸变发

生器叶片角度，可以模拟不同强度的整体涡旋流畸变流场，在不同旋流进气工况下得到了压气机的压

比、效率特性曲线，并针对流场细节进行分析，研究其失速机理。结果表明：同向整体涡有效降低近失

速点叶顶通道堵塞程度，使叶片流动损失减小，压气机稳定裕度扩大；反向整体涡加剧叶背气流流动分

离程度，引起吸力面尾部低速区面积扩大，导致叶顶堵塞程度的显著加剧，通道流动损失增加明显，造

成压气机稳定裕度下降。

关键词：旋流；畸变；整体涡；压气机；数值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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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dy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ransonic Compressor Stage 67
with Bulk Swirl Distortion

FENG Lu-ning1，CHENG Bang-qin1，WANG Jia-le1，ZHANG Lei2，LI Jun1
（1. Aeronautics Engineering College，Air For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Xi’an 710038，China；

2. No.93790 Troop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Baoding 074200，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the bulk swirl distortion with different intensity on transonic com‐
pressor，a steady numerical simulation study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a bulk swirl distortion generator and Stage
67 transonic compressor. By changing the swirl distortion generator blade angle，the bulk swirl flow field with dif‐
ferent intensity can be simulated. The pressure ratio and efficiency characteristic curves of the compressor are ob‐
tained under different swirl inlet conditions. The flow field details are analyzed to study the stall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sitive swirl in the same direction effectively reduces the choke of the tip passage near the
stall point，reduces the blade flow loss and enlarges the stability margin of the compressor. The negative swirl in‐
tensifies the flow separation at the back of the blade，which causes the expansion of the low-speed area at the tail
of the suction surface and then significantly aggravates the choke of blade tip. The negative swirl significantly in‐
creases the flow loss of the passage，and causes the decrease of the stability margin of the compr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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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为达到现代战争对于隐身性与机动性的要求，

先进战机的机身以及进气道的构型日趋复杂，由此

带来的机身、进气道与发动机相容性问题成为了推

进系统稳定性评估的重要研究内容［1-2］。发动机进口

流动参数（总压、总温、速度等）在时间、空间上的不

均匀分布统称为进气畸变，进气畸变会对发动机造

成严重影响［3］。除去在过去几十年间已经被广泛研

究的总温畸变和总压畸变，近些年，随着大涵道比发

动机以及翼身融合体构型和 S弯进气道的出现，旋流

畸变逐渐成为进气道与发动机相容性研究中面临的

主要问题。

当发动机进口气流角分布不均匀时会出现进口

旋流畸变，相关研究最早可追溯于狂风战斗机的研

制过程中，在其进行飞行试验中，受旋流畸变影响，

导致了发动机喘振。后来，在战斧巡航导弹的研制

过程以及 F-35战斗机垂直起降试验中，也受到了旋

流畸变的影响［4-5］。随着先进战斗机的机身和进气道

构型日趋复杂，对于旋流对压气机作用机理的研究

也日渐重要。

旋流畸变的相关研究一般通过设计旋流畸变发

生器产生旋流，测试发动机性能及稳定性的变化情

况。国外 Flitcroft等［6］和 Govardhan等［7］通过转向叶

片法来产生旋流，研究了整体涡对压气机的影响。

他们所采用的旋流畸变发生器在流场细节上有着较

大误差，不能准确反映目标流场。国内空军工程大

学的胡伟波等［8］和张磊等［9］分别研究了整体涡对低

速轴流式压气机以及跨声速压气机 Stage 35的影响，

南京航空大学的屠宝锋等［10］研究了整体涡对于跨声

速压气机转子 Rotor 37的影响。上述研究缺乏对于

流场细节的细致研究。并且，国内对整体涡旋流畸

变对于跨声速压气机 Stage 67的研究较少。

本文采用定常数值仿真的方法，基于一种整体

涡旋流畸变发生器［11］，利用其生成的旋流流场与跨

声速压气机 Stage 67展开联合仿真，针对流场细节进

行细致分析，研究了整体涡旋流畸变对于跨声速压

气机性能及其稳定性的作用机理。

2 研究对象与计算方法

2.1 几何模型

如图 1所示，本文计算域由三部分组成：整体涡

旋流畸变发生器、NASA Stage 67压气机、流体管道。

整体涡旋流畸变发生器模型如图 2所示。畸变网直

径设置为 Stage 67压气机外径 514mm，长度 160mm，

流 体 管 道 前 置 段 和 后 置 段 长 度 分 别 为 250mm，

650mm。

针对旋流强度为±5°，±10°，±15°，±20°，±25°，±30°
的整体涡设计旋流畸变网，通过设置转向叶片的安

装角来得到指定强度的整体涡。最终，得到进口来

流为马赫 0.5工况下，不同角度的整体涡旋流畸变

网，其中，10°整体涡旋流畸变网的旋流角云图如图 3
所示。

Fig. 1 Computational domain

Fig. 2 Swirl distortion screen for bulk

Fig. 3 Contours of swirl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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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 67压气机是 Lewis实验室研发的两级跨声

速轴流式压气机［12-13］，第一级为 Stage 67压气机进口

级，由两部分组成，Rotor 67转子和 Stator 67静子。

Rotor 67［14-15］是一种低展弦比的跨声速轴流压气

机转子，在各种 CFD代码的测试验证中得到广泛应

用。它具有在现代跨声速压气机中广泛采用的高度

扭转叶片结构，沿叶高方向为双圆弧（Double circle
arc，DCA）叶型。Stator 67由 17个静子叶片构成，相

比于传统的双圆弧叶型，静子叶型的前缘和尾缘较

钝，这种构型的叶片负载能力较大，在产生相同压比

的条件下，叶片的数量更少。二者的几何结构信息

见表 1，表 2。

2.2 计算方法

管道的前置段和后置段管道采用 O型结构网格

拓扑，畸变发生器部分，采用非结构四面体混合网

格，总网格量 574万。第一层网格高度调整为 3μm，

网格示意图如图 4所示。

Stage 67压气机级由 Rotor 67转子和 Stator 67静

子组成，分别对转子和静子进行网格划分。Rotor 67
全部采用六面体结构网格，其中，O型、H型、J型网格

分别用于叶片周边区域，进口、出口段以及叶片通道

部分，蝶形网格用于叶顶间隙部分，并对近壁面网格

作加密处理，调整第一层网格厚度，令其等于叶根处

弦长数值的 0.12%，保持 Y+为 10～100。采用类似的

网格结构拓扑划分 Stator 67网格，对其叶片近壁面网

格加密。最后，将转子静子网格相连接组成 Stage 67
整级网格，Stage 67压气机整级网格节点总数为 1500
万，网格拓扑结构如图 5，6所示。

关于旋流畸变的研究大多采用定常计算，且为

了节约计算成本，本文亦采用定常数值仿真的方法。

数值模拟计算在 CFD商业软件 ANSYS CFX上进行，

数值模拟建立在求解 Navier-Stokes（N-S）方程上。

采用 k-ω湍流模型。进口边界条件为标准大气，即总

压 101.325kPa，总温 288.15K，轴向进气。为追求更

好的收敛性，选择平均静压作为出口边界条件，对

于流量的控制通过改变压气机出口静压来实现。

叶片、畸变网以及机匣壁面设置为绝热无滑移壁面

边界条件，与转子连接的轮毂设为转动无滑移壁

面，其余轮毂和机匣设为静止无滑移壁面。

2.3 Stage 67求解方法验证

为验证求解方法合理性，依据上述数值模拟方

法，计算了 100%换算转速均匀进气条件下的流场，

Fig. 5 Mesh of 50% span of compressor

Fig. 4 Mesh of fluid pipe

Table 2 Geometric parameters of Stator 67

Parameter
Number of rotor blades
Chord length/cm

Thickness/chord ratio
Span/cm

Value
17
12.7
0.5
25.4

Fig. 6 Mesh of the whole compressor

Table 1 Geometric parameters of Rotor 67

Parameter
Number of rotor blades
Mass flow/（kg/s）
Total pressure ratio
Rotor tip speed/（m/s）
Tip clearance/cm

Inlet tip relative Mach number
Rotor aspect ratio
Rotor solidity hub
Rotor solidity tip

Tip diameter inlet/cm
Tip diameter exit/cm

Value
22
33.25
1.63
429
0.061
1.38
1.56
3.11
1.29
51.4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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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67压气机计算结果与实验数据对比如图 7所

示。压气机压比和效率随换算流量的变化趋势与实

验值一致，因此 Stage 67压气机级的计算网格和数值

模拟方法满足本文研究需求。

3 结果分析

通过整体涡旋流畸变网产生不同强度的整体涡

旋流，与 Stage 67压气机在旋流畸变条件下整体性能

以及叶片通道流场细节的变化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探究整涡旋流对于压气机的作用机理。AIP面选择

在畸变网下游 200mm处，在 AIP面上沿径向分布三

个测环，如图 8所示。

3.1 总体气动特性变化

100%换算转速下，不同强度的整体涡旋流作用

下，Stage 67压气机特性变化如图 9所示。在低强度

旋流工况下，同向整涡旋流造成压气机增压能力下

降，相应工作点流量亦减小，但其效率略微上升；反

向整涡旋流作用效果则相反。

高强度同向和反向整体涡工况下，压气机通道

流场品质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当同向整体涡

强度超过 15°后，压气机效率不再继续增大而是开

始略微下降，15°同向整体涡工况下，峰值效率点

处效率增加 2.7%，压比下降 9.2%。随着同向整体

涡强度增大，压比特性线相对于均匀进气工况更

陡峭。

当反向旋流强度>20°时，压比特性线逐渐下移，

效率下降幅度变大，压气机稳定工作流量范围减小，

20°反 向 整 体 涡 工 况 下 ，峰 值 效 率 点 处 效 率 下 降

11.2%，压比增加 10.1%。

3.2 流场细节分析

不同强度的同向和反向整体涡旋流工况下进气

攻角沿叶高分布如图 10（a），（b）所示，由图可知，在

大部分旋流工况下，压气机转子的进气攻角在某一

确定的叶高处以上都趋于一个固定值。从图 11中可

知，均匀进气工况下，40%叶高处压气机进口相对马

Fig. 7 Comparison of Stage 67 compressor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by experimental and baseline

Fig. 8 Measuring rings distribution at compressor inlet

Fig. 9 Effects of bulk swirl on Stage 67 map

1996



整体涡旋流对跨声速压气机 Stage 67 影响的定常数值仿真研究第 42 卷 第 9 期

赫数为 1，在此叶高以上压气机转子处于超声速工作

状态，会产生激波系对进气来流进行调节，使进气攻

角沿叶高方向趋于一致。

均匀进气工况下，由堵塞点到近失速点，转子叶

片 75%叶高处的激波系变化如图 12所示。在堵塞工

作点，转子叶片前缘存在一个较弱的弓形激波，叶片

通道弦长中部存在一个强度较大的通道激波，由堵

塞点到失速点的过程中，随着压比上升，通道激波前

移，激波强度降低，前缘弓形激波强度逐渐增大，并

开始从叶片前缘分离。在近失速点时，仅存在一个

从转子叶片前缘分离的高强度弓形激波。

如图 10（a）所示，当同向整体涡强度 <15°时，

40%叶高处以上的进气攻角与均匀进气工况下相一

致。不同强度的同向整体涡工况下，峰值效率点处

转子叶片各叶高处的激波系变化如图 13所示，当旋

流强度<15°时，转子叶片产生激波系调节压气机进

口相对速度使相对进气角保持恒定，使得低强度同

向整体涡工况下的进气攻角与均匀进气工况相一

致，与之对应的压气机进口速度三角形的变化如图

14所示。当旋流角>15°时，叶片通道流场特性发生

较大变化，从图 10（a）中可以观察到，此时叶顶附近

的进气攻角与均匀进气工况相一致，但转子中径处

附近不再具有恒定的进气攻角，这是由于高强度旋

流改变了转子中部叶高处的激波结构，如图 13所

示，30°同向整体涡工况下，75%叶高处仍存在叶片

前缘激波对进气来流进行调节，使进气攻角与均匀

Fig. 12 Relative Mach number contour at different

working points

Fig. 11 Relative Mach number distribution of negative

bulk swirl

Fig. 10 Inlet attack angle distribution along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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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气工况下相一致，而此时 50%叶高处转子叶片前

缘激波消失，不再具有对进气来流进行的调节能力，

进气攻角偏离均匀进气工况的程度增大，叶片负载

大大降低，压气机效率开始逐渐下降。如图 10（b）所

示，反向整体涡工况下，当旋流强度<20°时，进气攻角

沿着叶高方向的变化与均匀进气工况相一致并且偏

离程度较小。不同强度的反向整体涡工况下，峰值

效率点处转子叶片各叶高处的激波系变化见图 15。
在反向整体涡作用下，转子叶片前缘存在一道

强度较大的弓形激波与叶片吸力面相接触，当旋流

Fig. 14 Impact of swirl on rotor incidence

Fig. 13 Relative Mach number contour at different spans with positive bulk sw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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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20°时，弓形激波强度显著增大，与吸力面边界

层产生严重的干涉作用，加剧叶背边界层的分离，导

致严重的流动损失，使压气机在高强度反向整体涡

工况下的压比降低，效率损失显著增大，如图 14的压

气机进口速度三角形所示，低强度反向整体涡作用

下，压气机进口相对速度增大，前缘弓形激波使绝对

旋流角和相对进气角减小以实现期望的恒定进气攻

角，而在高强度反向整体涡工况下，进气攻角不再与

均匀进气工况保持一致。

3.3 失速机理分析

相关研究表明，引起压气机失速的关键因素是

叶顶通道的堵塞，而叶顶泄漏涡与通道激波干涉破

碎及气流在叶片尾缘的流动分离是其主要诱因［16-17］。

如图 16所示，100%换算转速下，均匀流以及 30°正向

Fig. 15 Relative Mach number contour at different spans with negative bulk sw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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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涡、30°反向整体涡工况下 99%叶高处的相对马

赫数云图。观察图 16（a）发现在叶片前缘以及叶片

压力面分别有低速区出现，由泄漏涡流线图发现，叶

片前缘低速区的出现是由于通道激波前的螺旋状泄

漏涡与激波发生干涉作用；另一个低速区是由激波

作用点后的叶顶泄漏流跨过相邻叶片后在转子叶片

压力面前部堆积形成。两个低速区的存在，使叶片

通道发生堵塞，诱发压气机产生失速现象。由图 16
（b）发现，在正向旋流的作用下，低速区面积减小，旋

流对叶片压力面低速区的改善效果尤为明显，低速

区面积减小，叶片通道堵塞程度明显下降，稳定工作

流量范围扩大，压气机稳定裕度增大。对比图 16（c）
发现，反向整涡旋流的作用效果与正向相反，反向旋

流造成叶片叶背分离加剧，受其影响，叶片通道低速

区扩大，加剧叶顶通道堵塞，致使压气机失速点的提

前，导致压气机稳定裕度下降。

4 结 论

本文基于定常数值仿真的方法，研究了不同旋

流强度的整体涡旋流畸变对跨声速压气机 Stage 67
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1）低旋流强度时，同向整涡旋流畸变会导致压

气机增压能力以及相应工作点的流量不同程度的下

降，但效率略微提高，反向整涡旋流畸变的作用效果

相反。

（2）高旋流强度时，存在一个临界旋流角，当旋

流强度超过临界旋流角后，压气机特性变化趋势便

会发生改变。当同向整体涡强度超过 15°后，压气

机效率不再继续增大而是开始略微下降，15°同向

整体涡工况下，峰值效率点处，效率增加 2.7%，压

比下降 9.2%。随着同向整体涡强度增大，压比特

性线相对于均匀进气工况下更加陡峭。当反向旋

流强度>20°时，压比特性线逐渐下移，效率大幅下

降，压气机稳定工作流量范围减小，20°反向整体涡

工况下，峰值效率点处效率下降 11.2%，压比增加

10.1%。

（3）同向整体涡有效降低近失速点叶顶通道堵

塞程度，使叶片流动损失减小，压气机稳定裕度扩

大；反向整体涡加剧叶背气流流动分离程度，引起吸

力面尾部低速区面积扩大，导致叶顶堵塞程度显著

加剧，通道流动损失增加明显，造成压气机稳定裕度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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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薄流航天器鼻锥迎风凹腔气动力和
气动热性能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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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 宇航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为探究稀薄流流域迎风凹腔的气动防热特性，采用直接模拟蒙特卡罗 （DSMC） 方法，对

稀薄流流域中航天器鼻锥迎风凹腔气动力与气动热性能进行了研究。得到了鼻锥外壁面、凹腔侧壁面以

及凹腔底面的热流密度分布情况，分析了不同凹腔深宽比对鼻锥冷却效率以及凹腔腔体内气体参数的影

响。以深宽比为1的凹腔为基准，研究了凹腔唇口钝化半径对航天器气动热与气动力的影响。数值结果

表明，稀薄流流域中迎风凹腔能够使鼻锥外壁面的热流密度下降 7%左右；当凹腔深宽比达到 1之后，

凹腔侧壁面热流变化趋于一致，热流密度最低点的轴向位置不随深宽比改变，且凹腔底部热流很小，仅

为L/D=0.5算例的28.66%；凹腔近底部气体均由稀薄流转化为连续流，凹腔内气体压力不断振荡；唇口

钝化没有明显优势，虽然可以降低鼻锥峰值热流，但是会带来严重的气动力性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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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dynamics and Aerothermodynamics Analyses of Space
Vehicle Nose with Forward-Facing Cavity in Rarefied Flow

ZHANG Shuai，FANG Shu-zhou，XU Yang
（School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081）

Abstract：To investigate the thermal prote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orward-facing cavity in rarefied flow，a
numerical study in aerodynamic and aerothermodynamics performance on the space vehicle applying the forward-
facing cavity in rarefied flow was conducted via Direct Simulation Monte Carlo（DSMC）method. Heat flux distri‐
butions along the nose outer wall surface，cavity side wall surface and cavity base wall surface were obtained，af‐
terwards，the thermal-cooling effect and the gas conditions in the forward-facing cavity with different length-
depth ratios were analyzed. Moreover，on the basis of the model with length-depth ratios of 1，the variation in the
aerodynamic and aerothermodynamics performance with nose lip bluntness radius was quantified to study the ef‐
f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uter wall surface bears approximately 7% lower heat flux by creating a forward-
facing cavity. When the length-depth ratio reaches 1，the trend of heat flux distributions along the cavity side
wall surface is very similar，and the axial position where the heat flux drops to the lowest point no longer chang‐
es，meanwhile the heat flux along the cavity base wall surface is very small，which is only 28.66% of th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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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length-depth ratios of 0.5. The gas near the bottom of the cavity changes from rarefied flow to continuous flow
and the gas pressure oscillates. In conclusion，there would be no apparent advantages of heat reduction due to the
great increment of drag coefficient employing cavity lip bluntness. Although it can reduce peak heat flux，it would
result in more severe aerodynamic degradation.

Key words：Space vehicle；Nose；Rarefied flow；Cavity；Aerodynamic；Aerothermodynamic；Heat flux

1 引 言

航天器在再入大气层过程中，头部要经历严苛

的气动热载荷，巨大的热量会烧蚀舱体材料，因此如

何设计气动防热系统以降低高温烧蚀一直是人们关

心的问题。目前，在各种高速飞行器防热方案设计

中，迎风凹腔、喷雾冷却、逆向喷流等防热手段具有

很强的实际应用背景。迎风凹腔就是在飞行器头部

开槽，在凹腔的作用下，头部激波发生高频振荡消耗

能量从而降低热流。

这种结构最早被 Hartmann［1］作为一种声源发生

器提出，腔体部位气体发生高频振荡从而产生了声

源声波。20世纪 60年代初，Burbank等［2］首先利用计

算流体力学方法对柱状腔体的气动热进行分析，计

算得到了高马赫数下传热系数和压力的分布。结果

表明，凹腔结构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前缘鼻锥热流，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迎风凹腔防热方法。

国外，Yuceil等［3］使用红外摄像方法研究了马赫

数 4.9条件下的凹腔结构气动热特性，发现了“凹腔

冷环”现象，即在凹腔内部会形成一圈热流较低的区

域，并且较大直径的浅凹腔能够降低腔体周围的温

度。Silton等［4］通过风洞实验与热导模拟的方法研究

了马赫数 5条件下的凹腔结构鼻锥烧蚀随着时间的

变化情况，实验结果表明，数值模拟与实验的烧蚀情

况相一致。Seiler等［5］对无凹腔、有凹腔等三种结构

模型进行了分析，通过实验与数值仿真的方式研究

了凹腔的防热特性，得出了最深的凹腔具有最小的

热通量的重要结果。Selvaraj等［6］将凹腔应用于高超

声速钝头导弹外形中，通过实验以及数值方法，研究

了马赫数 8弹体头部气动传热特性。结果表明，最小

的凹腔直径具有最高的升阻比，腔内的热通量减少

量也达到最大。

国内，陆海波等［7-9］利用计算流体力学方法对凹

腔尺寸、凹腔与逆向喷流组合进行了研究，结果表

明，凹腔与逆向喷流手段的组合能显著降低前缘鼻

锥的热流，且冷却效果远远优于单一的迎风凹腔。

孙喜万等［10-11］利用求解平均雷诺 N-S方程的方法对

凹腔与逆向喷流组合进行设计优化，分析了射流工

作参数、来流条件、结构参数变化以及攻角等对表面

压力和热流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局限于连续流流域阶

段，国内外均未开展稀薄流流域迎风凹腔的防热性

能研究。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再入航天器在高空稀

薄流中升力和升阻比等气动性能，采用可控再入轨

道，提高航天器在高空稀薄流中减速过程消耗能量

的比例，降低低空连续流中的最大热流密度，降低热

防护要求和避免结构破坏，是航天器返回和重复使

用技术的发展方向。随着在稀薄流中减速消耗能量

比例的提高，再入航天器表面最大热流密度也可能

出现在稀薄流中。因此，开展稀薄流流域迎风凹腔

的防热性能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

航天器的气动加热受气动性能和再入轨道的影

响很大，图 1给出了几种锥体航天器典型位置的热流

沿弹道的变化情况［12］。由图可知，再入轨道航天器

表面最大热流出现的高度，随气动性能的提高和再

入轨道的优化而升高，文中气动性能最好的航天器

在 70km高度，热流密度达到了最大。航天器在 80km
以上的高空大气环境中高速飞行，其流动表现出明

显的稀薄气体效应［13］。随着航天器气动性能的不断

提高，未来航天器再入过程中热流峰值也可能出现

在稀薄流之中。

图 2给出了研究中的高性能升力体航天器 USV-
X再入过程中再入高度和峰值热流随着再入时间的

Fig. 1 Heat flux of spacecraft’s typical position in the

re-entry process for different trajectorie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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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变化曲线［14］，由图 2可知，在整个再入过程中，峰

值热流首先出现在 110km附近处，此时气体环境处于

稀薄流流域范围内。考虑到升力体航天器球头部分

也是钝锥结构，研究并应用迎风凹腔结构可以进一

步提高防热能力。

从稀薄流到连续流是一个渐变过程，没有截然

的界限，作为划分标准的克努森数中特征长度的确

定有一定的主观性。再入航天器再入过程飞行区域

遍历稀薄流与连续流，在两种流动区分不是很清晰

的高度下，采用 DSMC方法进行流动分析较能保证正

确性，只是可能计算量要大。而求解 N-S方程的方法

所要求的连续性假设不一定成立。所以将划分模糊

的流动领域当作稀薄流，应用 DSMC方法分析较为适

当。对一些再入航天器而言（特定的特征长度），60~
90km高度恰好处于稀薄流和连续流划分模糊的流

域，也是热流密度可能最高的高度。因此有必要将

稀薄流域分析方法得到的迎风凹腔的气动性能与连

续流分析方法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本文基于已有的连续流的计算结果，采用 DSMC
方法，对稀薄流的流动条件下的航天器鼻锥迎风凹

腔结构的热防护效果进行分析讨论，旨在进一步发

展迎风凹腔结构的概念。

2 模型及方法校验

2.1 计算方法

稀薄流中的计算一般采用 DSMC方法［15］。该计

算方法不依赖于连续性假设，在计算机中用大量模

拟粒子代表真实气体分子。通过采样的方法确定每

个网格中的粒子状况并得到模拟区域的流场结果。

完全漫反射模型是一种以物面温度为平衡条件的非

弹性碰撞模型［16］，模拟粒子碰撞物面之后遵循平衡

的Maxwell散射。漫反射粒子的分布函数满足：

f (C r ) = n r ( m
2πkT )1.5 exp ( -

m
2πkT Cm 2 ) （1）

稀薄流动要处理的问题的模型一般都是非封闭

的，既存在入口又存在出口，那么模拟流场就会有粒

子不断流入和流出边界，假设远方来流速 C 0，速度与

远场边界的网格的外法向矢量的夹角 θ，那么每个时

间步内由入口流入计算域的模拟粒子数可由下式给

出，即

N i = n∞Cm S iΔt2f π
é

ë
êê

ù

û
úú

exp ( - s2 cos2θ ) +
π cosθ{ }1 + erf ( s cosθ ) （2）

式中 n∞ 代表自由来流的分子数密度；Cm 为来流

速度的最概然速度；S i 为远场边界网格的来流面面

积；Δt为时间步长；f为每一个模拟粒子代表的真实粒

子的个数；s为分子的速度比，其值为来流的宏观速度

C 0与来流速度的最概然速度 Cm之比，即

s = C 0 β = C 0
Cm
= C 0

(2RT ) 1 2 （3）
erf (α )的定义为

erf (α ) = (2/ π ) ∫0α exp ( -x2 )dx （4）
阻力系数、传热系数以及克努森数分别定义为

C d = F 0 ( 12 ρ∞ v∞ 2 ) （5）
C h = qw ( 12 ρ∞ v∞ 3 ) （6）

Kn = λ/l （7）
式中 F 0为模型单位面积上所受的阻力；Kn为克

努森数；qw为壁面的法向热流，即单位时间内气体传

递到单位表面积模型上的热量。DSMC方法通过计

算碰撞壁面的模拟粒子的净能量通量来计算 qw；ρ∞为

自由来流的密度；v∞ 为自由来流的速度；λ为粒子平

均自由程；l为物体特征长度，基于锥体前缘半径，L =
R n。

2.2 算例校验

本文 DSMC计算程序采用美国 Sandia国家实验

室的 SPARTA程序。分别对文献［16］中的平板与文

献［17］中的三角锥算例进行了仿真校验，模型和计

算状态与文献完全相同。

算例 1中的平板长度 100mm，厚度 5mm。平均自

由程 λ=1.6mm，Kn=0.016，采用硬球模型，漫反射壁

面 。 来 流 条 件 ：v∞=1504m/s，Tw=290K，n∞=3.716×
1020 /m3。图 3为本文 SPARTA程序计算的平板上表

面热流数据和压力数据与自由喷流风洞试验测得的

Fig. 2 Time-altitude and time-heat flux maps of USV-X in

the re-entry proces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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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板表面热流数据和压力数据以及另外一种采用

DSMC方法的 DAC程序计算结果的对比。可见结果

一致性良好，且 SPARTA程序计算结果更加接近风洞

实验数据。

算例 2中的三角锥模型以及参数如图 4所示。

采用硬球模型，漫反射壁面，全氮气填充。来流条

件 ：v∞=5640m/s，n∞=3.8692×1020 /m3。 图 5 为 本 文

SPARTA程序计算的锥体表面热流密度与文献中实

验测试数据的对比。由图可知，在三角锥头部热流

密度较高，并且在迎风面，热流保持同一水平，肩部

的热流密度急剧降低，而在支杆处又有上升趋势。

仿真与实验数据整体上一致性较好，在一定程度上

证明了 SPARTA计算程序的正确性与可靠性。只是

在肩部位置，由于参数变化梯度较大，SPARTA仿真

计算得到的数据与实验数据差别较大。

3 计算条件、结果与分析

3.1 凹腔几何形状与计算条件

计算构型选用 DASA公司的钝体双锥，它能更好

地满足内部布局约束（有效载荷装载）与运载系统的

约束，本文仅取前半部分锥体进行分析。图 6给出了

结构外形参数图，图中 L为凹腔的深度，D为凹腔的

宽度，下文用 L/D表示深宽比。

航天器再入大气层过程中，驻点热流随着再入

高度呈现出先增高后降低的趋势，现根据文献［13］

Fig. 6 Model diagram

Fig. 5 Heat flux results comparison between SPARTA and

experiment

Fig. 4 Pyramid structure diagram (mm)

Fig. 3 Results along the upper surface of SPARTA code

against wind-tunnel test and DAC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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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讨论，研究 80km高度处（气体流域主要处于滑移流

区域）迎风凹腔结构的气动特性。当 Kn>0.01时，开

始出现滑移流，随着气体变得越来越稀薄，当 Kn达到

0.1和 10时，其流动特征分别处于过渡流区和自由分

子流区［17］。通过航天器返回舱“再入走廊”［18］确定再

入速度。来流速度为 6370m/s，分子数密度为 3.8317×
1020 /m3，Kn约为 0.04。采用硬球模型，漫反射壁面。

坐标原点位于前缘驻点。计算网格采用基于自由程

Δx~ ( 1 3 )λ的正交自适应结构网格，为了方便宏观

气体性质取样，网格尺寸要小于当地平均自由程。

上下以及右边界条件采用自由出流边界，左边界条

件为自由来流边界，来流方向平行于凹腔侧壁面。

计算网格划分情况如图 7所示，其中，Δx为划分网格

的边长，λ local为局部平均自由程，通过 Δx/λ local来表征

局部网格划分尺寸与局部平均自由程的关系，根据

Bird的经验，当此值>0.33，即网格尺寸约为局部平均

自由程 1/3倍时，计算即可满足精度要求。由图可

知，程序在腔体内部进行了三级自适应网格划分，近

壁面气体分子与壁面碰撞激烈，分子局部自由程变

小，相应网格较密。Z轴方向网格依附 X-Y平面网格

划分，每个网格体均为正交正方体网格，整体上网格

的划分满足计算精度要求。

为了消除由于网格划分的疏密程度导致的计算

结 果 的 偏 差 ，对 基 于 不 同 自 由 程（Δx/λ local=0.33，
Δx/λ local=0.25，Δx/λ local=0.20）的正交自适应结构网格

进行了计算，鼻锥外壁面热流计算结果如图 8所示。

由图可知，三种不同密度的自适应网格计算结果差

别很小。当网格尺寸约为局部平均自由程 1/3倍时，

计算结果已经能够保证一定精度，为了节省计算资

源，最终选用基于自由程 Δx~ 13 λ的正交自适应结构

网格进行计算。

3.2 深宽比对头部气动热的影响

不同算例参数设置情况如表 1所示，其中，深宽

比为 0，表示无凹腔。图 9给出了各算例计算所得到

的壁面热流分布情况。

图 9（a）给出了各个算例沿着鼻锥外壁面的传热

系数分布情况。由图可知，在高超声速稀薄流流域

中，热流密度在鼻锥驻点处达到最大，迎风凹腔能降

低鼻锥处的热流密度，改善驻点热环境。不同深宽

比的凹腔对防热效率没有造成明显影响，外壁面热

流密度分布趋势受凹腔的影响很小。这与连续流中

的计算结果有一定区别，在超声速连续流中，热流密

度最大值出现的位置不在驻点处，而在驻点之后，且

凹腔的深度越大，凹腔壁面的热流密度值越低。即

深宽比越大，防热效率越高。稀薄流中，无凹腔鼻锥

驻点传热率达 0.675，迎风凹腔鼻锥驻点传热率基本

维持在 0.628左右，相对下降率约为 6.96%，相较于连

续流流域中的防热效率有所下降。

图 9（b）给出了各个算例沿着凹腔侧壁面的传热

系数分布情况。由图可知，不同深宽比凹腔侧壁面

传热系数沿着轴向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当 L/D≥1
时，热流密度最低点的轴向位置不再改变，在轴向且

距离>80mm位置的热流都接近于 0，直至凹腔底部。

在 L/D<1时，热流沿着轴向位置下降速率较快，而 L/D
>1时则较为缓慢。

Fig. 7 Schematic diagram of computing grid division

Fig. 8 Grid assessment

Table 1 Calculation examples with different L/D

Example
1
2
3
4
5
6

L/D
0.00
0.50
0.75
1.00
1.50
2.00

L/mm
0
40
60
80
120
160

D/mm
0
80
80
80
8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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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腔底面的传热系数分布情况如图 9（c）所示，

各算例热流均呈现出由中部向两端降低的趋势，除

了 L/D=0.5与 L/D=0.75的算例之外，其余算例底部热

流均维持在较低水平，当深宽比达到 1之后，底部热

流几乎可忽略不计，L/D=1算例的底部峰值热流仅为

L/D=0.5算例底部峰值热流的 28.66%。由文献［8］中

连续流域的计算结果也可以得到相似的结论。

图 10给出了无凹腔鼻锥与迎风凹腔鼻锥处的气

体等温分布图，可以发现，鼻锥前缘弓形激波厚度较

厚。在鼻锥驻点前，经过激波后，温度急剧上升，形

成了明显的高温带，温度激发的位置到鼻锥驻点有

一定的距离。凹腔结构鼻锥处形成的高温带区域略

大于无凹腔结构鼻锥的高温带区域，且温度激发的

位置距离鼻锥处更远。除此之外，凹腔没有 明显改

变锥体头部激波的形状，而驻点位置发生变化，对应

的最大热流出现的位置也发生变化。凹腔腔体内部

的气体温度均保持较低水平。

为了更为直观地观察迎风凹腔的冷却作用，

图 11分别给出了无凹腔钝锥模型与迎风凹腔模型

的外壁面热流分布情况。由图可知，在头部开槽之

后，最大热流驻点处被移除，热流最大值开始出现在

凹腔唇口处，唇口处的热流明显降低。沿着凹腔内壁

面热流不断降低，在凹腔底部时，热流值已经很小，但

在凹腔底部，中心处热流较周围热流更高一些。

3.3 克努森数对头部气动热的影响

以下采用深宽比为 1的模型进行分析，计算条件

与上文保持一致。图 12给出了不同克努森数 Kn情

况下凹腔侧壁面热流密度分布图，图 13给出了凹腔

鼻锥外侧、凹腔唇口侧壁处以及凹腔底部的峰值热

流随着 Kn的变化曲线。

由图 12可知，当 Kn由 0.05变化到 0.1和 0.3时，

Fig. 9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distributions

Fig. 10 Isothermal distribution of the normal model and

forward-facing cavit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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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腔唇口部热流分别下降了 64.3%和 89.1%，而这一

值在凹腔中部时变为 38.3%和 72.9%。结合图 13可
知，凹腔唇口处的热流受稀薄效应的影响较大，这是

因为唇口处于激波附近，而前缘激波对稀薄效应较

为敏感，这就导致鼻锥处热流受 Kn的影响较大，这种

影响在凹腔内部沿着轴向有所减弱，这导致凹腔底

面的峰值热流受 Kn的影响减弱。除此之外，各个部

位热流在 Kn为 0.01~0.3内所受影响最为强烈，而当

Kn达到 0.3后，热流随着 Kn的变化不再明显，各部位

峰值热流均维持在同一较低水平。

3.4 凹腔对气体参数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分析讨论凹腔内部气体状态情况，

图 14（a）和 14（b）分别给出了凹腔中轴线的克努森数

变化曲线和压力变化曲线。

由图 14（a）可知，随着凹腔轴向距离的增加，Kn

不断下降，这意味着气体的密度不断增高，气流在凹

腔近底部不断堆积，逐步由稀薄流转化为连续流。

在 L/D=0.5时，气流在轴向距离 33mm时开始由稀薄

流（滑移流）转化为连续流，而当 L/D>0.75时，由稀薄

流转化为连续流的轴向位置为 45mm，且不再改变。

Fig. 13 Peak heat flux vs Kn

Fig. 14 Gas conditions along the centerline in the cavity

Fig. 11 Heat flux distributions

Fig. 12 Heat flux on the cavity side wall surface vs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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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趋势与凹腔侧壁面传热系数沿着轴向的变

化趋势大体相当。

由图 14（b）可知，随着轴向距离的增加，气流在

凹腔内不断减速甚至在凹腔底部速度减为 0，形成滞

止气流，使得压力不断增大。由于气体冲击到凹腔

底部时会形成气流反弹，形成逆向流动，而与此同

时，受高速来流的影响，凹腔内部又有与来流方向一

致的气流，如此一来，腔体内的流动就会有自发振荡

的特点。除此之外，由于凹腔唇口对高超声速气流

的切削作用，凹腔内部会形成高强度的非连续频率

的噪声，压力受自由来流噪声的扰动较为敏感，腔体

内部也会产生微弱的振动流动。由图 14（b）可见，在

轴向距离 35mm左右，压力达到最大并且在 790Pa左
右振荡。

图 15给出了 20.0，20.5，21.1ms时，中轴线上唇口

上游温度变化曲线。程序在计算到 4.5×104步时，总

模拟粒子数、单位时间与壁面碰撞粒子数、单位时间

粒子与粒子碰撞个数已经基本达到稳定。由图可

知，在定常假设下，激波也具有非定常性的特点。在

腔体内部纵向压力不断振荡变化的影响下，温度激

发的位置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唇口前缘激

波在往复运动，仿真结果与连续流中的现象相一致，

这也是迎风凹腔热防护效果的主要来源。

当激波向凹腔唇口移动时，激波与壁面之间形

成的流域空间变窄，气体压缩剧烈，激波强度变强，

波后马赫数下降，温度随着激波向近壁面靠近而升

高，而在能量守恒的情况下，波后气流的能量下降，

滞止温度降低，从而实现了削弱气动加热的效果。

而当激波背向凹腔唇口移动时，波后马赫数上升，滞

止温度升高，然而随着激波的前移，下游的低温气体

不断补充变宽的流域，在鼻锥附近形成“气膜”，在一

定程度上避免了热空气的影响，降低了气动加热。

3.5 凹腔唇口钝化半径对气动力、气动热的影响

图 16给出了驻点处传热系数与阻力系数随鼻锥

钝化半径变化曲线。由图可知，当鼻锥钝化半径小

于 5mm时，热流受钝化半径的影响较小。当钝化半

径为 2mm时，热流几乎无变化；当钝化半径为 5mm
时 ，相 较 于 无 限 尖 锐 的 鼻 锥 驻 点 热 流 仅 下 降 了

1.78%。这是因为较小的鼻锥钝化半径不会对流场

结构造成明显的影响，当钝化半径达到一定值后，激

波脱体距离变大，相应的壁面热流显著下降。而阻

力系数对钝化半径变化较为敏感，当钝化半径为

2mm时，阻力系数增加了 3.98%，当钝化半径为 5mm
时，阻力系数增加了 9.29%，这是因为随着前缘半径

的增大，相应的驻点区域面积增大，从而增加阻力。

通过数值仿真研究发现，相较于无限尖锐的凹

腔鼻锥，鼻锥前缘钝化没有明显的优势。在较小的

钝化半径时，驻点热流下降不明显，但阻力系数增加

较多；而当钝化半径较大时，虽然热流有很大程度的

下降，但相应的阻力系数增加幅度更大。因此在超

声速稀薄流中进行凹腔结构气动防热设计时，应避

免凹腔唇口钝化。

4 结 论

本文利用直接模拟蒙特卡洛方法对飞行器稀薄

流流场进行数值模拟，研究该流域下迎风凹腔对飞

行器气动防热的影响，旨在拓展迎风凹腔结构的应

用范围，研究结果表明：

（1）在稀薄流流域中，热流密度在鼻锥驻点处达

到最大，迎风凹腔仍能降低鼻锥处的热流，改善驻点

热环境。凹腔的深宽比对防热效率没有造成明显的

Fig. 16 Comparison of drag coefficient and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for different lip radius

Fig. 15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along the centerline

around the n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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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外壁面热流分布趋势受凹腔的影响很小。

（2）当凹腔深宽比达到 1之后，凹腔侧壁面热流

变化趋于一致，并且热流密度下降到最低点的轴向

位置不再改变，此时凹腔底部热流很小，仅为 L/D=0.5
算例的 28.66%。

（3）随着凹腔轴向距离的增加，克努森数不断下

降，气流在凹腔近底部不断堆积，逐步由稀薄流转化

为连续流。气体压力不断增加并在达到某一压力值

后不断振荡。

（4）相较于无限尖锐的凹腔鼻锥，鼻锥前缘钝化

没有明显的优势。在较小的钝化半径时，驻点热流

下降不明显，但阻力系数增加较多；而当钝化半径较

大时，虽然热流有很大程度的下降，但相应的阻力系

数增加幅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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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的变循环发动机模型
求解方法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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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降低传统迭代算法在求解变循环发动机非线性模型时对初值的依赖性，将模型的求解

问题转换为求最小值的优化问题，引入差分进化算法进行模型的求解，并提出一种自适应差分进化算

法。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借助轮盘赌选择法，利用种群的进化经验可以自适应地选择最适合当前种群的

差分策略与算法控制参数。针对变循环发动机四个典型工作点的模型求解问题，研究了标准差分进化算

法的控制参数对其性能的影响，获取了标准差分进化算法在求解四个典型工作点时的最优控制参数组

合，对比分析了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与标准差分进化算法的性能差异，最后研究了种群规模对自适应差

分进化算法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标准差分进化算法在求解发动机模型时具有较好的鲁棒性，在求解

不同工作点时算法的最优控制参数并不完全相同；相比于使用最优控制参数的标准差分进化算法，自适

应差分进化算法可以在不影响算法鲁棒性的情况下提升效率50%以上；减少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的种群

规模会在提升算法效率的同时破坏鲁棒性。

关键词：变循环发动机；模型求解；非线性方程组；差分进化算法；自适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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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ving Variable Cycle Engine Model Based on
Adaptive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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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haanxi Key Laboratory of Internal Aerodynamics in Aero-Engine，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710129，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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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dependence of the traditional iterative algorithm on the initial value in
solving the nonlinear model of variable cycle engine，the model solving problem was converted to the optimization
problem of finding the minimum value.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lgorithm was introduced to solve the model，and an
adaptive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lgorithm was proposed. Using the evolution experience and roulette selection meth‐
od，adaptive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lgorithm can adaptively select the differential strategy and algorithm control
parameters that are most suitable for the current population. For the model solving problem of the four typical 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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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ting points of the variable cycle engine，the effects of the control parameters of standard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lgorithm on its performance were studied. And the optimal combinations of control parameters of standard differ‐
ential evolution algorithm in solving the four typical operating points were obtained. The performance difference
between adaptive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lgorithm and standard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lgorithm was compared. Fi‐
nally，the effects of population size on the performance of adaptive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lgorithm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andard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lgorithm has pretty robustness in solving engine model，and
its optimal control parameters are not completely the same when solving different operating points. Compared with
standard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lgorithm using the best control parameters，adaptive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lgo‐
rithm can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by more than 50% without affecting the robustness of the algorithm. Reducing
the population size of adaptive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lgorithm will improve the efficiency while destroying the ro‐
bustness of the algorithm.

Key words： Variable cycle engine；Model solving； Nonlinear equations；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lgo‐
rithm；Adaptive mechanism

1 引 言

变循环发动机通过灵活的变几何部件和先进的

控制技术，能够根据不同的飞行任务需求改变发动

机的涵道比，结合了小涵道比涡扇发动机超声速飞

行下的高单位推力和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亚声速飞

行下的低耗油率优势，是下一代飞机的理想动力装

置［1］。变循环发动机的部件级模型是研究其性能的

基础，由于变循环发动机的工作模式多、可调部件多

且调节范围宽，使得变循环发动机的部件级模型是

比常规发动机更加复杂的多维非线性方程组。良好

的模型收敛性是开展变循环发动机性能研究的重要

保障［2］，因此本文将对变循环发动机部件级模型的求

解进行研究。

目前广泛采用的非线性方程组传统迭代求解方

法主要有牛顿–拉夫逊法与 N+1残量法，其在对发动

机模型进行求解时，具有良好的局部收敛性，但无法

保证全局收敛性，只有在迭代初值与真实解比较接

近时才会收敛。为了克服牛顿-拉夫逊法和 N+1残
量法的不足，文献［2-6］采用遗传算法与混合遗传算

法求解发动机模型，与传统方法相比，遗传算法对初

值没有要求，可大大提高求解发动机模型的收敛性，

但存在运算量较大的问题。文献［7］将神经网络算

法与牛顿–拉夫逊法结合，利用神经网络逼近发动

机非线性模型的反函数，将神经网络算法的求解结

果作为牛顿-拉夫逊法的初值，扩大了模型的收敛范

围，提高了模型的收敛速度，但对于维数高、非线性

强的问题，依然存在局部收敛的问题。文献［8-9］分

别采用粒子群算法与混合粒子群算法求解发动机模

型，提高了模型求解的收敛性，但是其采用的标准粒

子群算法的性能依赖算法参数的选择，容易陷入局

部最优解，且计算量较大。文献［10-12］采用改进的

粒子群算法求解发动机模型，但仍然存在求解速率

较低的问题。文献［13-14］采用改进的混合粒子群

算法求解了变循环发动机模型，兼顾了传统算法能

够快速收敛和改进的粒子群算法全局收敛性较好的

优点，在单一的计算点上验证了算法的有效性及求

解效率，但并没有验证算法在不同工作点多次计算

的稳定性。

以上文献主要基于遗传算法与粒子群算法求解

发动机模型，从而提高了发动机模型的收敛性。遗

传算法采用二进制编码、算法控制参数较多、实现较

为复杂，因此广大学者采用了算法结构简单、控制参

数较少、实数编码的粒子群算法进行发动机模型的

求解。目前已经证明了遗传算法的全局收敛性［15-16］，

但是也证明了粒子群算法不是一种全局优化算法，

且只能以<1的概率收敛到全局最优［17-19］，这就使得

粒子群算法的应用缺乏坚实可靠的理论依据，这也

是粒子群算法容易陷入局部最优解的主要原因。差

分进化算法是继遗传算法、粒子群算法等进化算法

之后的又一优秀的群智能优化算法［20-21］。差分进化

算法结构简单、控制参数少，采用实数编码易于实

现、收敛速度快，并且其收敛性得到了理论证明［22-25］。

本文采用差分进化算法求解变循环发动机的非

线性模型，根据种群的进化经验，提出一种自适应差

分进化算法，从效率及鲁棒性两个方面验证了算法

改进的有效性，并研究了进化种群规模对算法性能

的影响，得到了能快速可靠求解变循环发动机模型

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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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变循环发动机数学模型

本文采用的双外涵变循环发动机结构如图 1所
示。发动机的主要部件包括：风扇（Fan）、模式选择

阀（Mode selector valve，MSV）、核 心 机 驱 动 风 扇 级

（Core driven fan stage，CDFS）、前可变面积涵道引射

器（Forward variable area bypass injector，F-VABI）、高

压压气机（High pressure compressor，HPC）、燃烧室

（Burner）、高压涡轮（High pressure turbine，HPT）、低

压涡轮（Low pressure turbine，LPT）、后可变面积涵道

引射器（Rear variable area bypass injector，R-VABI）、

喷管（Nozzle）。与常规涡扇发动机的最大区别在于，

该发动机将风扇分为前后两段，并且后段风扇由高

压涡轮驱动，即核心机驱动风扇级。当模式选择阀

打开时，发动机工作在双外涵模式，风扇外涵气流与

核心机驱动风扇级外涵气流经过 F-VABI掺混后进

入 R-VABI与核心机出口气流掺混。当模式选择阀

打关闭时，发动机工作在单外涵模式，风扇出口气流

全部进入核心机驱动风扇级，此时发动机的流路与

常规混排涡扇发动机无明显区别。

本文在常规双轴涡扇发动机性能模拟程序的基

础上［26］，采用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方法，建立了通用

的发动机部件级仿真系统。在仿真系统中，包含常

规的发动机部件模型，如图 2所示。需要注意的是，

风扇模型是通过压气机模型和分流器模型组合封装

而成，其封装结构如图 3所示，压气机模型将计算结

果传递给分流器模型，通过分流器模型可给出风扇

内外涵的出口参数。将各部件模型合理连接即可构

建出双外涵变循环发动机的数学模型，如图 4所示。

其中，F-VABI与 R-VABI的气动热力过程通过可变

面积混合室模型模拟。

发动机设计点性能可以通过依次计算各部件的

气动热力模型而获取。当进行非设计点性能计算

时，需要迭代各部件的变量以满足各部件之间的流

量连续、静压平衡以及功率平衡。流量连续指上游

部件传递给当前部件的流量应该与当前部件自身计

算的流量相同；静压平衡指两股来流掺混时静压应

该相等；功率平衡指同一根轴上消耗的功率应该等

于产生的功率。变循环发动机工作在双外涵模式

时，迭代变量和残差变量如表 1所示。其中，残差变

量指的是通过两种方法计算同一变量的差值。以压

气机为例，流量残差指的是上游部件传递给压气机

进口的流量与通过压气机特性图计算而得的流量之

差。进气道 β值为进气道非设计点入口换算流量与

设计点入口换算流量之比，压气机和涡轮部件的 β值

为特性图插值辅助变量［27］。在单外涵模式时，风扇

外涵出口关闭，相当于减少了一个分流器的涵道比

迭代变量和混合室的静压平衡残差变量，此时迭代

变量和残差变量如表 2所示。两种模式下的控制参

数均取燃烧室出口温度，因此表 1和表 2中的迭代变

量数量分别减少至 10和 9，此时迭代变量与残差变量

的个数相等，发动机平衡方程封闭。为了使用差分

进化算法求解发动机模型的平衡方程，将平衡方程

的求解转换为求最小值的最优化问题，构造目标函

数为

Err (X) =∑i = 1
D err2i (X ) （1）

式中 D表示平衡方程的阶数，Err (X)是 D个残差

Fig. 4 Simulation model of double bypass variable cycle

engine

Fig. 3 Fan model composition

Fig. 1 Structure of double bypass variable cycle engine

Fig. 2 Component simul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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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方和，X = [ x1，x2，…，xD ]为待求解的向量，其中

每个元素代表一个迭代变量，erri (X )代表每个残差。

差分进化算法的目标就是确定一个向量 X*，使其满足

Err (X* ) ≤ eps，其中 eps为残差限，本文取 eps = 1 × 10-8。
为了使求解过程不会落入无意义的区域，设置

了迭代变量的上下限，如表 3所示。

3 差分进化算法及改进

3.1 标准差分进化算法

标准差分进化算法（Standard differential evolu‐
tion，SDE）的介绍如下［20-21］。

包含 D个优化变量的向量称为个体，第 i个个体

表示为

X i,G = [ x1,i,G ,…,xj,i,G ,…,xD,i,G ] （2）
式中 i = 1，2，…，NP，NP表示种群规模，G表示

进化代数，j表示第 j个优化变量。

标准差分进化算法的流程如图 5所示，其基本操

作包括初始化、变异、交叉和选择。通过初始化在搜

索空间内随机生成个体，通过变异和交叉产生新的

个体，通过选择操作来确定哪个个体将进入下一代，

重复此过程直到达到终止条件。

3.1.1 变 异

当种群进化至第 G代时，对父代个体 X i，G实施变

异操作得到变异个体，即

V i,G + 1 = X r1,G + F∙(X r2,G - X r3,G ) （3）
式中下标 r1，r2，r3是在 1和 NP之间随机选择的

与 i不同的互异整数，X r1，G 称为基向量，(X r2，G - X r3，G )
称为差分向量，F为缩放因子。如果变异个体中的参

数超出边界，则该参数的值将被边界值替换。

3.1.2 交 叉

通过交叉操作产生试验个体为

U i,G + 1 = [ u1,i,G + 1 ,…,uj,i,G + 1 ,…,uD,i,G + 1 ] （4）
其中

uj,i,G + 1 =
ì

í

î

ïï
ïï

vj,i,G + 1 ,if rj [ )0,1 ≤ CR
or j = r ( )i

xj,i,G , otherwise
（5）

式中 rj [ 0，1)代表第 j次计算的随机数，CR为交

叉率。 r ( i)是在 1和 D之间随机选取的整数，可使

U i，G + 1从 V i，G + 1获得至少一个变量。。

3.1.3 选 择

对于最小化问题，在试验个体 U i，G + 1与父代个体

X i，G中选择目标函数较小的个体进入下一代种群，即

X i,G + 1 = {U i,G + 1 ,if F ( )U i,G + 1 < F ( )X i,G

X i,G , otherwise
（6）

Table 1 Iteration variables and error variables at double

bypass mode

Component
Inlet

Compressor
Splitter
Burner
Turbine
Mixer
Nozzle
Shaft

Total number

Number
1
3
2
1
2
2
1
2
14

Iteration variable
β

β

Bypass ratio
Outlet temperature

β

—

—

Relative speed
11

Error variable
—

Mass flow
—

—

Mass flow
Static pressure
Mass flow
Power
10

Table 2 Iteration variables and error variables at single

bypass mode

Component
Inlet

Compressor
Splitter
Burner
Turbine
Mixer
Nozzle
Shaft

Total number

Number
1
3
1
1
2
1
1
2
12

Iteration variable
β

β

Bypass ratio
Outlet temperature

β

—

—

Relative speed
10

Error variable
—

Mass flow
—

—

Mass flow
Static pressure
Mass flow
Power
9

Table 3 Boundary of iteration variables

Iteration variable
β of inlet

β of compressor and turbine
Bypass ratio

Burner outlet temperature/K
Relative speed/%

Lower limit
0
0
0
300
0

Upper limit
2
1
5

3000
110

Fig. 5 Flow chart of SDE

2014



基于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的变循环发动机模型求解方法研究第 42 卷 第 9 期

式中 F (X)代表目标函数。

3.1.4 控制参数

标准差分进化算法的控制参数主要包括：种群规

模NP，缩放因子 F，交叉率 CR。NP在进化过程中保持

不变，通常取 NP = 5D~10D，Fϵ [ 0，1 ]，CRϵ [ 0，1 ]。
标准差分进化算法的变异策略和控制参数在进

化过程中始终保持不变，但是对于不同的优化问题

或同一优化问题的不同进化阶段，最合适的变异策

略和控制参数通常都是不同的。因此，本文在标准

差分进化算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统计经验的自

适 应 差 分 进 化 算 法（Adaptive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DE）。

3.2 变异策略自适应

标准差分进化算法使用的变异策略通常被称为

DE/rand/1，其中“rand”表示基向量是在种群中随机选

取的，“1”表示差分向量的个数。DE/rand/1策略具有

很好的全局收敛性，但是存在收敛较慢的缺点。

目前已经发展了多种形式的变异策略，为了结

合不同变异策略的优势，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中构

建了变异策略候选池。候选池中除了具有 DE/rand/1
策略外，还包括以下两种变异策略：

（1）DE/best/1
V i,G + 1 = X b,G + F∙(X r2,G - X r3,G ) （7）

其中“best”表示基向量 X b，G是当前种群中的最优

个体。通过 X b，G 的引导，种群可以快速收敛，但是容

易陷入局部最优。

（2）DE/best-of-rand/1
V i,G + 1 = X br,G + F∙(X r2,G - X r3,G ) （8）

其中“best-of-rand”表示基向量 X br，G 是当前种群

中随机选择三个个体中的最优个体，其余两个个体

构成差分向量。与 DE/rand/1策略不同的是，该变异

策略通过 X br，G的引导，以略微牺牲种群全局搜索能力

为代价，增强了局部搜索能力，从而增加了收敛

速度。

为了在进化的不同阶段都能从变异策略候选池

中选取较好的变异策略，引入基于统计经验和轮盘

赌选择法的自适应机制，算法的基本过程如下：

（1）在个体执行变异操作之前，根据每个变异策

略被选择的概率 Pj，G（j表示每个变异策略的编号，总

共有 3种变异策略，因此初值 Pj，0=1/3），采用轮盘赌

选择法从变异策略候选池中选择变异策略，同时统

计每个变异策略被选择的次数 Sj。

（2）在个体执行贪婪选择之后，统计每个变异策

略产生更好个体的次数 Bj。

（3）当种群中所有个体进化一代后，更新每个变

异策略产生更好个体的概率为

Pj,G = Bj

Sj
（9）

（4）将 Bj与 Sj清零，并对每个变异策略的选择概

率进行归一化处理，为下一代的进化做准备，有

Pj,G + 1 = Pj,G

∑
j = 1

3
Pj,G

（10）

3.3 控制参数自适应

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使用自适应机制在进化过

程中改变控制参数 F与 CR。由于 F与 CR的值需要

在一个实数区间内变化，但是一个实数区间内有无

限多个数值点，这就使得无法直接统计每个数值产

生更好个体的概率。因此，将控制参数的取值区间

均匀划分为 N个子区间，基于统计经验和轮盘赌选择

法在不同子区间上选取控制参数。

F通常在 0~1取值，当 F=0时，变异操作中的差分

项等于 0，此时相当于没有变异操作。此外，文献

［28］表明，如果 F过小，即使没有选择压力，种群依然

会收敛，该文献给出 0.3是比较可靠的 F下限值。因

此本文 F的自适应区间为［0.3，1］，划分为 7个子区

间。CR通常在 0~1取值，当 CR=0时，试验个体 U i，G + 1
中的元素几乎全部来自父代个体 X i，G，此时种群几乎

没有搜索能力。为了保证种群具有较好的搜索能

力，本文取 CR的下限值为 0.2，CR的自适应区间为

［0.2，1］，划分为 8个子区间。

将控制参数的取值划分为多个子区间之后，其

自适应方法与变异策略自适应方法类似，基本过程

如下：

（1）在个体执行变异或交叉操作之前，根据每个

控制参数子区间被选择的概率 Pj，G（j表示每个子区间

的编号，总共有N个子区间，因此初值 Pj，0为 1/N），采用

轮盘赌选择法从参数自适应区间内选择子区间，在

该子区间内采用均匀随机数的方法生成控制参数，

同时统计每个子区间被选择的次数 Sj。

（2）在个体执行贪婪选择之后，统计每个子区间

产生更好个体的次数 Bj。

（3）当种群中所有个体进化一代后，更新每个子

区间产生更好个体的概率为

Pj,G = Bj

Sj
（11）

（4）将 Sj与 Bj清零，并对每个子区间的选择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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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归一化处理，为下一代的进化做准备，即

Pj,G + 1 = Pj,G

∑
j = 1

N

Pj,G

（12）

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基于统计经验和轮盘赌选

择法在进化的每一代自适应的选择变异策略和控制

参数，较好的变异策略和控制参数有利于产生更优

的个体，进而在下一代进化中，该变异策略和控制参

数被选择的概率也会随之变大。自适应差分进化算

法的自适应选择机制相对简单，因此相对于标准差

分进化算法，并没有增加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4 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算法在求解变循环发动机不同工作点

时的性能，选取变循环发动机的四个典型工作点：起

飞（H=0km，Ma=0.3，双外涵）、亚声速巡航（H=11km，

Ma=0.9，双外涵）、Ma1.5巡航（H=11km，Ma=1.5，单外

涵）、Ma2.0巡航（H=11km，Ma=2.0，单外涵）。双外涵

模式下，模式选择阀打开，核心机驱动风扇级导叶角

度关小，单外涵模式下，模式选择阀关闭，核心机驱

动风扇级导叶角度打开，为了使问题一般化，其余参

数均不调节。

4.1 标准差分进化算法控制参数研究

为了对比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与标准差分进化

算法的性能差别，需要获取标准差分进化算法在求

解变循环发动模型时的最优控制参数。分别设置 F

与 CR在区间［0，1］内变化，步长为 0.1。种群数 NP =
10D（D为平衡方程的阶数，单外涵模式时，D=9，双外

涵模式时，D=10），最大进化代数 Gmax=1000。每个工

作点独立运行 30次，统计当标准差分进化算法满足

发动机模型残差限时进化代数的平均值，结果如图 6
所示。由图 6可见，标准差分进化算法在大部分参数

组合下都可以在 1000代以内稳定的求解发动机模

型。Ma2.0超巡点最优的参数组合为 F=0.5，CR=1，其
余工作点最优的参数组合都为 F=0.4，CR=0.9。可以

看出，不同工作点最优的参数组合并不完全相同，为

变循环发动机的每一个工作点都做类似的参数研究

是不现实的，这也说明了本文发展自适应差分进化

算法的必要性。

此外还可以发现，当 F接近 0或 1时，标准差分进

化算法求解每个工作点都很慢，甚至无法在要求的

进化代数内达到发动机模型的残差限要求。当 F小

Fig. 6 Mean of generation number in 30 runs of SDE for engine model solving

2016



基于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的变循环发动机模型求解方法研究第 42 卷 第 9 期

于 0.3时，标准差分进化算法在求解每个工作点时的

进化代数都会随着 F的减小而快速增加，这印证了本

文 F的自适应区间下限取 0.3是合理的。与 F不同的

是，CR即使等于 1，也可以在特定的 F值下快速地求

解每个工作点。当 CR<0.2时，标准差分进化算法在

求解每个工作点时都不能在 1000代之内达到发动机

模型的残差限要求，这也印证了本文 CR的自适应区

间下限取 0.2是合理的。

4.2 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与标准差分进化算法性能

对比

表 4列出了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与标准差分

进化算法在求解变循环发动机四个工作点时，独立

运行 30次收敛之后的进化代数均值与标准差，图 7
给出了相应的进化代数盒图。标准差分进化算法

在每个工作点上使用的控制参数为上小节中所获

取的最优参数组合，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的控制参

数则使用本文提出的自适应机制，F与 CR的自适

应区间分别为［0.3，1］与［0.2，1］。种群数都取 NP =
10D。

从表 4可以看出，相比标准差分进化算法，自适

应差分进化算法在每个工作点上都获得了较小的均

值，在起飞、亚声速巡航、Ma1.5巡航与 Ma2.0巡航状

态下，分别减少了进化代数 52.7%，55.8%，53.6%，

52.2%。从图 7可以看出，虽然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

有高于均值的异常点，但是即便是异常点，其进化代

数也远小于标准差分进化算法最快的样本点。这表

明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在所有情况下的收敛速度都

要优于标准差分进化算法。

从表 4可以看出，在起飞和 Ma1.5巡航状态下，

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获得了较小的标准差，在亚声

速巡航和Ma2.0巡航状态下，标准差分进化算法获得

了较小的标准差，但是两种算法标准差之间的数值

差距并不是很大。从图 7可以看出，自适应差分进化

算法与标准差分进化算法的样本分布密度并没有明

显差别。这表明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在减少进化代

数的同时对算法的鲁棒性无明显影响。

4.3 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自适应机制分析

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优于标准差分进化算法的

主要原因就是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可以根据种群进

Table 4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generation

number in 30 runs of ADE and SDE

Condition
Take off

Subsonic cruise
Ma1.5 cruise
Ma2.0 cruise

ADE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67.9（5.27）
68.2（6.16）
61.3（4.22）
64.5（8.07）

SDE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143.6（5.45）
154.3（5.97）
132.1（6.19）
132.1（6.19）

Fig. 7 Box chart of generation number in 30 runs of ADE and 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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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经验选择当前进化中最合适的变异策略与控制参

数，而标准差分进化算法的控制参数在整个进化过

程中都保持不变。

图 8给出了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在单次求解四

个工作点时变异策略随进化代数的概率分布。可以

看出，对于起飞和 Ma1.5巡航状态，在整个进化过程

中，DE/best/1具有较大的被选择概率，DE/rand/1和

DE/best-of-rand/1被选择的概率较小且基本相同。

对于亚声速巡航和Ma2.0巡航状态，其在进化前期的

概率分布与前面两个工作点类似，但是在进化后期，

DE/rand/1被选择的概率为 0，且 DE/best/1具有较大

的被选择概率，这说明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在进化

的前期使用 DE/rand/1来保证算法的全局收敛能力，

在进化后期充分利用了 DE/best/1局部搜索能力较强

的特点，从而在保证全局收敛的情况下加速了种群

的收敛速度。显然，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在进化过

程中会根据不同问题或者同一问题的不同阶段，自

适应分配每个变异策略被选择的概率，从而有效地

结合了各变异策略的优势。

图 9给出了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在单次求解四

个工作点时，控制参数随进化代数的分布。由于只

有进化成功的个体才能增加其控制参数被选择的概

率，因此图中只给出了进化成功的个体所对应的控

制参数。控制参数的分布即可代表不同子区间上控

制参数被选择的概率分布。从图 9可以看出，自适应

差分进化算法会根据进化经验不断调整控制参数的

分布范围，从而可以在不同的进化阶段都使用较好

的控制参数。对比图 6与图 9可以看出，对于不同工

作点，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在进化后期控制参数的

分布区域与图 6中具有较快收敛速度的参数分布区

域基本吻合，这也说明了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控制

参数自适应策略的有效性。

通过以上结果可以看出，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

通过控制参数的自适应可以获取接近于标准差分进

化算法最优控制参数的参数分布，从而可以具有与

标准差分进化算法在最优控制参数下类似的性能。

再结合变异策略的自适应，综合利用了不同变异策

略的优势，从而在保证不影响算法鲁棒性的情况下

大幅降低了算法的进化代数。

4.4 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种群规模研究

本文标准差分进化算法与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

都采用固定的种群规模 NP = 10D。当自适应差分进

化算法的变异策略与控制参数都采用自适应机制

后，仅剩 NP在进化中保持不变。由于种群规模的减

少会使每一代进化时发动机模型的调用次数减少，

此时即使进化代数保持不变，算法收敛的速度依然

会增加，因此本小节直接使用发动机模型调用次数

来 评 估 种 群 规 模 对 自 适 应 差 分 进 化 算 法 性 能 的

影响。

图 10给出了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求解四个工作

点时，NP对发动机模型调用次数的影响，自适应差分

进化算法在每个种群规模下独立运行 30次。其中，

ADE- 10D表示 NP设定为 10D的自适应差分进化算

法，其余与之类似。可以看出，对于所有工作点，随

Fig. 8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mutation mode during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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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NP的减少，发动机模型调用次数呈减少的趋势。

然而除了起飞条件，其余工作点在 NP减少至 8D后均

出现了远大于均值的异常点，这表明随着 NP的减

少，虽然模型调用有所减少，但是算法的鲁棒性也随

之下降。因此可以认为 NP ≥ 9D是较为合理的选择，

同时考虑到本文也仅仅测试了四个典型工作点，考

虑到需要在全包线范围内留有足够的鲁棒性裕度，

本文建议 NP取为 10D。

Fig. 10 Box chart of model call number in 30 runs of ADE with different population size

Fig. 9 Parameter distribution of F and CR during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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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论

本文针对变循环发动机总体性能计算模型中的

复杂求解问题，提出采用优化算法求解的思路，发展

了一种改进型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并应用于变循

环发动机计算模型中。通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标准差分进化算法在求解变循环发动机模

型时具有较好的鲁棒性，可以在大部分的控制参数

组合下稳定地求解发动机模型。对于标准差分进化

算法，存在最优的控制参数组合使得发动机模型求

解速度最快，且对于发动机的不同工作点，最优的控

制参数组合并不完全相同。

（2）本文提出的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可以根据

进化经验在进化过程中自适应地调整算法的变异策

略和控制参数。与使用最优控制参数的标准差分进

化算法相比，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在求解变循环发

动机四个典型工作点时，可以在保证算法鲁棒性的

同时，分别减少算法平均进化代数 52.7%，55.8%，

53.6%，52.2%。

（3）种群规模对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的鲁棒性

影响较大，当种群规模过小时，虽然自适应差分进化

算法的平均效率有所提升，但是鲁棒性却随之降低，

通过本文的研究，种群规模取 10D（D表示平衡方程

的阶数）可以兼顾算法的效率与鲁棒性。此外，本文

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还是采用了固定的种群规模，

后期可考虑加入相应的种群规模自适应机制。

致 谢：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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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腔燃烧截面波系及温度场同步显示研究 *

岳茂雄，田 野，张弯洲，钟富宇，乐嘉陵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高超声速冲压发动机技术重点实验室，四川 绵阳 621000）

摘 要：凹腔作为超声速燃烧室的典型构型，对燃烧状态下的相关物理量进行准确诊断，有利于定

量分析和研究超声速燃烧的机理。相对此前采用激光纹影等通程积分密度场显示方法，研究设计了一套

锐聚焦深度<1mm的激光聚焦纹影，用于显示凹腔截面的燃烧流场波系结构，同时，利用羟基平面激光

诱导荧光（OH-PLIF）和聚焦纹影同步诊断同一截面的温度场和密度场。试验结果表明，所显示截面内

的波系结构清晰，得到了更多流场细节，同时也标记出了该截面内氢气燃烧状态，二者具有较好的一致

性。该同步诊断结果可以更好地了解剪切层在燃烧室的运动和发展轨迹、以及不同参数的氢气喷射对剪

切层和燃烧状态的影响等。获取同一截面的波系结构和燃烧状况同步数据，对于研究燃料喷射以及凹腔

燃烧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超燃冲压发动机；燃烧室；剪切层；流场；聚焦纹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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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taneous Visualization of Cross Section Wave System and
Temperature Field in Cavity Combustion

YUE Mao-xiong，TIAN Ye，ZHANG Wan-zhou，ZHONG Fu-yu，LE Jia-l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Scramjet Laboratory，CARDC，Mianyang 621000，China）

Abstract：Cavity is a typic configuration of supersonic combustor，it is beneficial to the basic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he mechanism of supersonic combustion，through accurately diagnosing the relevant physical parame‐
ters in the combustion state.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method of full path integral for density field diagnose，such
as laser schlieren，a set of laser focused schlieren with the sharp focus depth less than 1mm was designed，which
was used to visualize the wave system structure of combustion cross section of cavity，meanwhile the temperature
field and density field for the same section were diagnosed simultaneously by focused schlieren and OH-PLIF.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wave structure in the cross-section was clear，and more details such as
the hydrogen combustion state were obtained also，and the two results have a good consistency. The joint results
are helpful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hear layer，the effects of hydrogen
injection with different parameters on shear layer and combustion state. To obtain the synchronous information of
both the wave structure and the combustion state for the same cross section ha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fuel in‐
jection and cavity combustion research.

Key words：Scramjet；Combustor；Shear layer；Flow field；Focused schli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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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超燃冲压发动机燃烧室研究中，针对凹腔构

型和燃料加注对燃烧影响的研究较多，常采用数值

计算结合试验研究凹腔构型对于凹腔区域流动的影

响，燃料喷射和来流在凹腔中相互作用对火焰稳定

性的影响［1-4］。Davis等［5］结合反应搅拌器模型和数

值计算对超声速燃烧室中的凹腔提供设计指南；

Zhang等［6-7］研究了凹腔振荡模式的振荡产生机理；刘

娟等［8］对超声速双凹腔燃烧室的氢气燃烧流场进行

了研究；乐嘉陵和田野等［9-11］则研究了空气节流对冲

压发动机火焰的影响。这些试验研究中，对于燃烧

场的流场显示，通常采用纹影仪进行波系拍摄，有些

研究还结合了火焰直接拍摄等方法；Elizabeth等［12］和

Matthew［13］采用了激光纹影显示燃烧场和燃烧边界。

上述研究中采用的密度场变化显示方法都是通程积

分方法，为了准确显示凹腔流场情况，一些研究采用

了聚焦纹影显示发动机隔离段和燃烧室的流场截

面［14-15］。为了进一步揭示燃烧场与波系结构的关系，

Adela Ben-Yakar等［16］采用了小口径的 OH-PLIF和纹

影同步显示氢气燃料的燃烧场。中国空气动力研究

与发展中心岳茂雄等［17］采用纹影方法和 PLIF方法对

较大视场的燃烧场波系结构和燃烧场温度场进行了

同步显示。

前期研究沿用了部分上述方法，并且采用了激

光纹影和频率为 10Hz的 PLIF对某模型的燃烧场进

行了同步显示［17］。但是激光纹影得到的是沿光路的

积分结果，不能完全和 PLIF片光所在的截面进行对

应，而且采用的 PLIF出光频率较低，对于稳定时间只

有约 400ms的脉冲试验燃烧场来说，得到的有效结果

较少，不能很好地将密度场和温度场进行空间和时

间对应。

本文在前期诊断方法的基础上，对燃烧场同一

截面开展了温度场和密度场的同步显示探索研究。

流场波系结构采用聚焦纹影进行显示，其锐聚焦深

度理论上<1mm，聚焦截面垂直于光轴，并与 PLIF片

光基本重合。PLIF采用 500Hz的高频率激光器，得到

了更多的显示结果。通过同步触发信号对 PLIF和聚

焦纹影相机进行精密同步控制，实现特定流场截面

的同步显示。

2 流场诊断方法及试验系统

透射式聚焦纹影显示截面内流场是该研究的重

点，针对现场条件设计了一套锐聚焦深度（Sharp fo‐

cus depth，DS）<1mm的透射式聚焦纹影装置；同时对

PLIF 布局进行优化，以满足同步显示的光路总体

布局。

2.1 聚焦纹影工作原理及测量方案设计

聚焦纹影相当于多光源和多刀口的纹影布局，

通过传递函数分析，该方法具有沿光轴层析显示的

功能，透射式聚焦纹影基本布局如图 1所示。图中 L

为源格栅物距，L′为源格栅像距，l为流场截面物距，l′

为流场截面像距。聚焦纹影的设计需根据现场条件

和指标进行全方位考虑，其工作原理为：连续激光器

发出的光线经过发散透镜发散，并经散射器进一步

发散匀化，菲涅尔透镜将发散光线汇聚照明源格栅

和试验流场，源格栅被成像透镜成像，制作源格栅像

的共轭反相像得到刀口栅，并精确放置到源格栅像

位置，流场某显示截面被成像透镜成像到场镜上，场

镜将光线汇聚，并被高速相机记录。

源格栅相当于多狭缝光源，流场无扰动时流场

成像为均匀照明，流场如果存在产生密度梯度的扰

动时，光线偏离原路径在刀口栅处或遮挡或通过，形

成不均匀的流场图像，这就是流场的聚焦纹影图像，

通过调节刀口栅切割量时，就能得到不同灵敏度和

灰度的显示结果。

透射式聚焦纹影的设计，需要得到较小的锐聚

焦深度和较小的非锐聚焦深度（Unsharp focus depth，
DU）。DS表征对流场的聚焦切片厚度，DU表征叠加在

图像中的、对成像信息有一定影响的非锐聚焦深度。

同时，结合现场条件限制，兼顾表征图像清晰度的混

合线对数 φ和表征灵敏度的能探测流场引起的最小

偏转角 εmin。根据现场条件和试验模型，设计的透射

式聚焦纹影主要参数见表 1。
2.2 OH-PLIF方法

平面激光诱导荧光（Planar laser induced fluores‐
cence，简称 PLIF）是将分子或自由基微观运动可视化

Fig. 1 Basic layout of focusing schli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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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是一种完全非接触光学测量方法，在燃烧诊

断研究方面用得较多，往往利用燃烧产物或者燃烧

中间产物与燃烧化学反应的关系，间接诊断燃烧状

况。研究利用氢气燃烧的中间产物羟基（OH）的浓度

和燃烧反应正相关的关系，诊断流场的燃烧状况，得

到火焰结构的二维信息。Nd：YAG激光器发出的激

光，经倍频和精细调谐为需要的激光波长，整形成片

光照明燃烧场，火焰中的 OH自由基受激跃迁到上能

级后处于不稳定状态，会发射出特定波长的荧光回

到基态，通过 OH基滤光片滤光后，像增强器高速相

机接收荧光信号，软件处理后就得到了燃烧过程中

火焰不同位置的 OH荧光强度。荧光强度与浓度成

正比，以此得到被测对象的温度场。

2.3 试验模型

采用如图 2所示的凹腔模型，凹腔前壁为直角，

凹腔后缘壁具有的一定角度。在来流方向凹腔外上

壁 面 采 用 多 孔 喷 氢 ，凹 腔 中 后 部 上 壁 面 安 装 点

火器。

PLIF片光边界包含在聚焦纹影边界之内，探测

的截面相同，为垂直于光轴并通过其中一个点火头

的截面。试验在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的

3kg/s直连式脉动燃烧设备上开展，来流马赫数为Ma=

2，采用不同当量的氢气喷射方式，喷射压强分别为

1.5MPa和 4MPa。
2.4 光学布局

试验中聚焦纹影和 PLIF的总体布局如图 3所

示。PLIF的片光从试验段下面的石英窗口入射照明

试验截面，片光厚度优于 1mm，垂直于光轴，平行于

来流。在该平面放置参照物，根据设计距离，布置聚

焦纹影光路。纹影光路布置完成后，在片光截面（同

时也是聚焦纹影显示截面）上，放置一个网格标定

板，PLIF相机对标定板采集后保存，将标定板移除。

布局好的光路图如图 4所示。

试验过程中，由测控室结合设备起动时间给出

一个信号，经过精密延时器延时，触发 PLIF所使用的

500Hz激光器出光，同时给 ICCD相机和高速相机触

发信号，高速相机设置的采集频率是 ICCD采集频率

的整数倍。激光器出光信号被反馈到控制室以便比

对，确定出光准确时间。

3 试验结果

3.1 试验图片预处理

对于 PLIF图像，由于与诊断截面存在一定的角

度，必须借助试验前保存的标定板图像进行校正，经

过图像处理得到 PLIF结果。对于聚焦纹影图片，由

于成像透镜的像差使得源格栅像和预先制作的刀口

栅并不严格对应，聚焦纹影得到的图像往往不均匀，

同时源格栅像也可能叠加在流场像中，需要采集无扰

Fig. 3 Experimental optical layout

S: Scatter; FL: Fresnel lens; SG: Source grid; TS: Test section; CG: Cut-off grid;

IL: image

Fig. 2 Experimental model

Fig. 4 Optical path layout

Table 1 Parameter of focusing schlieren

Parameter
Φ/mm
f/mm
L/m
L′/mm
l/mm
l′/mm
m

M

（A+B）/mm
（b+a）/mm
（DS）/mm
（DU）/mm

φ

εmin/（°）

Value
150
200
1.2
240
410
390
0.95
0.2
5+5
1+1
0.92
10.93
14.4
1.04

Concept
Aperture of imaging lens

Focus length of imaging lens
Object distance of source grid
Image distance of source grid

Object distance of focused section
Image distance of focusing section

Flow-field magnification
Source grid magnification
Source grid constant
Cut-off grid constant
Sharp focus depth
Unsharp focus depth

Number pairs of lines blended
Minimum deflection angle（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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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流场截面的静态图片，得到聚焦纹影显示图片结果

后，然后将这些有扰图片和静态图片进行减除处理。

3.2 波系结构显示及对比

图 5为 071506车次得到的燃烧状态下的聚焦纹

影和同状态下的阴影、差分干涉的显示结果对比。

该车次氢气喷射压力为 1.5MPa，当量比为 0.1。图 5
（a）和（b）为阴影和差分干涉显示结果，是积分效应，

能够体现剪切层的轨迹，但是细节不明显，阴影图呈

现的是流场密度变化的二阶导数。在复杂的燃烧区

域里，表现为近似噪点图，仅能从噪点结构区分剪切

层的分布。差分干涉显示的密度场变化量通常较

小，在剪切层中心区域，由于通程密度变化较大，条

纹较密，已经呈现为黑色的色带了。图 5（c）展示的

聚焦纹影结果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它的优越性，不但

反映了该截面内来流预混的轨迹，也清楚地显示了

该截面内来流与其它波系相互作用后的情况，剪切

层在凹腔的中下游该截面内呈现明显的离散状。同

时由于氢气喷射压力相对较小，剪切层也更加靠近

凹腔，不如高压力喷射状况时，剪切层会被推离得更

加远离凹腔。

071505车次试验中，喷氢压力为 4MPa，当量比

为 0.3，聚焦纹影的显示冷流波系结果和数值仿真结

果进行了对比，如图 6所示。

图 6（b）为聚焦纹影显示结果的冷流流场，在设

备起动后，由于来流稳定性问题，在燃烧室内会形成

较小幅度振荡的相对稳定的激波，波系结构清晰，与

图 6（a）所示的相同参数下的仿真结果基本吻合（不

考虑模型接缝产生的杂波），但是聚焦纹影将剪切层

在该截面内的不均匀性很好地显示出来了。凹腔前

台阶的扩张效应，使得在凹腔拐角处产生膨胀波系，

由于试验前抽真空，凹腔下部的剪切层由于密度和

速度差，迅速偏向凹腔内部，撞击凹腔上壁面形成一

道压缩斜激波，斜激波与下壁面边界层相互作用，形

成分离激波，分离激波之后为分离区。分离激波与

凹腔上壁面作用后，形成反射波，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激波波系会产生一个幅度较小的振荡，波系的

总体情况改变不大。研究采用凹腔外喷氢，从聚焦

纹影显示结果（图 6（c））可以观察到，氢气喷流改变

了剪切层进入凹腔的形态，抬高了剪切层，使得剪切

层不再进入凹腔内部，抑制了剪切层与后台阶的碰

撞，燃烧主要在凹腔外部存在。喷氢点火燃烧后，燃

烧产生的压力使得凹腔下游的斜激波逐渐被推出燃

烧室。在燃烧的过程中，整个凹腔伴随着燃烧的发

展，出现振荡。

3.3 PLIF和聚焦纹影同步显示结果

在试验中对垂直于光轴的凹腔截面采用聚焦纹

影和 PLIF同步诊断，同时，为了对比，还进行了火焰

直拍，针对 071505车次试验，得到的结果图 7所示，

Fig. 6 Results of focusing schlieren for shot 071505

Fig. 5 Visualization comparison of combustion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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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凹腔在点火/火焰发展/火焰稳定状态下的

OH-PLIF结果、聚焦纹应结果和火焰直拍结果。由

于羟基是氢气燃烧的中间产物，其浓度越高，荧光越

强，表征的温度也越高，PLIF的标定较为困难，这里

采用归一化处理，最低温度表征为 0，最高温度表征

为 1，并用颜色从蓝到深红进行相对温度的标识。

通过比较可以看到，无论在哪个状态，由于火焰

直拍的曝光时间较长（0.5ms），而且它是积分效应，得

到的结果都不如聚焦纹影和 PLIF显示结果更为准

确，相对于 PLIF，直拍火焰弥散的区域更大。

从点火后的动图可以看到，点火器点火后，火焰

是向上下同时传播的，并在凹腔直角内形成回旋；对

于 PLIF结果，火焰在发展阶段，火焰主体在凹腔内振

荡，而在火焰稳定后，火焰的范围扩散更为广泛，远

超出了凹腔的范围；通过对比结果表明，波系波动的

范围相对火焰波动的范围较小，主要是剪切混合层

的范围扩展了，从而导致火焰的扩展。从燃烧区域

看，剪切层内氢气与空气混合并点火燃烧，燃烧也主

要分布在靠近凹腔的剪切层内；剪切层是预混最为

充分的区域，从 PLIF图中可以看到，燃烧最为剧烈的

区域也在预混最为充分的区域，特别是在凹腔的前

端更是如此。

为了考察聚焦纹影和 PLIF对凹腔同截面同步显

示的对应关系，将同时刻的聚焦纹影图像和 PLIF图

像进行合成，也就是将燃烧截面内表征相对温度结

果的 PLIF图中高于最低温度的区域进行提取，放入

聚焦纹影波系图中，如图 8所示，图 8中颜色和图 7的
颜色表征的意义相同。在聚焦纹影呈现的混合轨迹

及形态与 PLIF燃烧产生的温度场分布是基本一致

的，燃烧区域的形态与波系形态也基本一致。但是

Fig. 7 Results of PLIF/focused schlieren/flame for shot

071505
Fig. 8 Diagram of focused schlieren and PLIF for shot

07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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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是一个三维效应，同截面波系结构不可能完全

反映该截面内的燃烧形态，但是可以根据波系产生

的混合层和燃烧状态建立一个近似的对应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凹腔内的燃烧状态，本身就是一

个振荡状态，燃烧形态变化较多，显示结果只是呈现

了某种试验条件下较为主要的一种形态。

4 结 论

通过凹腔燃烧截面波系及温度场同步显示方法

的研究和验证，得到以下结论：

（1）通过设计锐聚焦深度 <1mm的聚焦纹影装

置，对凹腔内燃烧流场某截面开展了流场诊断测量，

相对于常规纹影、阴影和差分干涉的诊断结果，聚焦

纹影结果可以更加清晰地观察到剪切层的轨迹和形

态细节。

（2）PLIF/聚焦纹影对同一截面上的同步诊断结

果表明：OH-PLIF分布呈现的燃烧边界、燃烧状态与

波系结构呈现的预混层轨迹、预混充分程度，存在一

定的对应关系。该测量结果，有利于分析不同马赫

数来流和凹腔相互作用后的波系、氢气喷射参数等

对燃烧状态的影响。该同步测量方法是研究燃烧场

一个较好的非接触测量思路。

凹腔燃烧流场是一个瞬态湍流场，目前所用的

测量帧频还不能很好地揭示相关的运行发展规律。

下一步需采用更高帧频（>10kHz）的 PLIF测量燃烧

场，并在波系和温度场同步诊断的同时加入该截面

的燃料分布显示，用于研究燃料喷射轨迹和预混特

性，进一步支撑对燃烧流场的精细化测量和详细机

理研究。

致 谢：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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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导叶W型孔全气膜冷却效率实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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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涡轮导叶W型孔全气膜冷却效率的分布规律，使用热色液晶测量了在流量比为

5.5%，8.4%和 12.5%，主流湍流度为 1%，9%和 15%下W型孔全气膜涡轮导叶的气膜冷却效率，并与

相同工况下的圆柱型孔全气膜叶片的冷却效率结果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在低湍流度下，流量比变化

对W型孔叶片不同区域冷却效率的影响规律不同；而在高湍流度下，流量比增大使W型孔叶片的冷却

效率整体升高；在研究的所有流量比下，W型孔叶片的冷却效率均随着湍流度的升高而降低；与圆柱型

孔叶片相比，在中低湍流度下，W型孔的冷气壁面贴附性和展向覆盖效果更好，W型孔叶片的冷却效率

具有明显优势，然而在高湍流度下由于W型孔的冷气速度低且分布分散，易在高湍流度影响下耗散，W
型孔叶片的冷却效率优势较小，甚至在高湍流度大流量比下，圆柱型孔叶片的面平均冷却效率比W型

孔叶片高1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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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full coverage film cool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turbine guide vane with W-
shaped holes，the film cooling effectiveness of a three-dimensional turbine guide vane with W-shaped holes was
measured using transient liquid crystal technique. The flow rate ratios are 5.5%，8.4% and 12.5%，and the main‐
stream turbulence intensities are 1%，9% and 15%. In addition，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cy‐
lindrical hole full coverage film cooling vane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t low turbulence
intensity condition，the effects of the flow rate ratio on the film cooling effectiveness a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re‐
gions of the W-shaped hole vane. At high turbulence intensity condition，the increase of flow rate ratio generally
increases the film cool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W-shaped hole vane. At all the mass flow rate ratio conditions st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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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d in this paper，the film cool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W-shaped hole vane decreases with increasing the turbu‐
lence intensity. Compared with the cylindrical hole vane，at low and middle turbulence intensities，the coolant
from the W-shaped holes has a better attachment and spanwise coverage to the vane surface，which makes the
W-shaped hole vane have more advantage in film cooling effectiveness. However，at high turbulence intensity
condition，the coolant from the W-shaped hole is more dispersive and has lower speed，so the coolant is easy to
dissipate dramatically，which reduces the advantage of W-shaped hole vane. Even more，the area-averaged film
cool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cylindrical hole vane is about 15 %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W-shaped hole vane at
high turbulence intensity and high flow rate ratio condition.

Key words：Turbine guide vane；Mainstream turbulence intensity；Flow rate ratio；Film cooling effec‐
tiveness；Liquid crystal

1 引 言

对于现代航空发动机，需要采用包括气膜冷却

在内的多种冷却技术保护涡轮叶片免受高温燃气的

侵蚀。早期对气膜冷却技术的研究多集中于圆柱型

气膜孔，Goldstein等［1］最早地研究了圆柱型气膜孔的

冷却特性。Sen等［2］和 Schmidt等［3］研究了不同吹风

比和动量比下单排气膜孔后冷却特性分布。Baldauf
等［4］在平板上使用热成像技术研究了一排圆柱孔下

游在不同吹风比下的冷却效率，研究表明，流向倾角

为 30°的圆柱型气膜孔最佳吹风比为 0.6左右。An‐
drei等［5］在涡轮叶片上使用传质的方法测量了圆柱型

孔全气膜叶片的冷却效率分布。张宗卫等［6］使用热

色液晶研究了圆柱型孔全气膜叶片冷却特性的分

布。付仲议等［7］使用热色液晶技术研究了在高主流

湍流度下，冷气密度比对全气膜叶片冷却特性的

影响。

虽然圆柱型气膜孔的提出与应用显著提高了涡

轮叶片的冷却效果，但圆柱型孔仍然存在大吹风比

和大流向倾角等不利条件下冷却效果较差的弊端。

因此，研究者们提出了异型气膜孔来改善气膜冷却

效果。Goldstein等［8］研究发现扩张型孔可提高气膜

孔的最佳吹风比，并且改善气膜冷却效果。Yuen
等［9］对比研究了有复合角的圆柱型孔和扇形孔的气

膜冷却特性，结果表明在保证吹风比一定的情况下，

扇形孔的气膜冷却效率更高。 Issakhanian等［10］使用

较为先进的磁共振测速技术测量了冷气的速度和涡

流分布，研究了不同后倾扇形孔结构对冷气射流高

度和反转涡对的影响。Fu等［11］在平板上对W型气膜

孔的气膜冷却特性进行了研究，并且与簸箕型孔进

行对比，发现在气膜孔的近下游区域W型孔具有更

高的冷却效率。 Saumweber等［12-13］分析了湍流度对

圆柱型孔和扇形气膜孔的影响，发现主流湍流度对

扇形孔出口附近冷气扩散的影响更大。

为了获得更加真实的实验数据，部分对异型气

膜孔的研究是在涡轮叶片模型上进行的。付仲议

等［14］测量了涡轮导叶上簸箕型孔的冷却特性分布。

姚春意等［15］研究了主流湍流度对单排W型气膜孔的

气膜冷却特性的影响。Colban等［16］研究了涡轮叶片

压力面和吸力面布置单排或多排扇形气膜孔的气膜

冷却效率。Guo等［17］研究了全气膜叶片叶身扇形气

膜孔的冷却特性。

在已公开的文献中，还没有对涡轮叶片W型孔

全气膜冷却效率的研究。本文将研究W型孔全气膜

叶片在不同湍流度和流量比下的气膜冷却效率分布

特性，与圆柱型孔全气膜导叶的实验结果进行对比，

分析W型孔叶片和圆柱型孔叶片全气膜冷却效率对

湍流度和流量比变化的敏感性，为W型气膜孔的工

程应用提供研究基础。

2 实验装置及方法

本文所使用的实验系统与文献［7］相似，实验系

统结构简图如图 1所示，具体介绍参考文献［7］。

在本文的实验中，叶栅上游的湍流格栅为可移

动拆卸式，通过移动和拆卸湍流格栅调整叶栅进口

的主流湍流度。如图 2（a）所示，湍流格栅距离涡轮

叶片前缘 223mm和 312mm位置时，叶栅进口主流湍

流度分别为 15%和 9%，在无格栅条件下，湍流度为

1%。实验段如图 2（b）所示，叶栅通道两侧分别模拟

叶片压力面和吸力面的曲面，叶片中截面弦长为

95mm，叶高为 90mm。

图 3为实验叶片叶型示意图，实验叶片是由某型

真实弯扭涡轮导叶放大得到的三维叶片模型，上端

壁处叶尖弦长较短，且与下端壁处叶根弦线之间的

扭转角为 2.9°。图 4为气膜实验叶片照片和气膜孔

分布示意图，共有两个冷气腔为气膜孔供气，其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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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为孔排 1~14供气，其余气膜孔由后腔供气。图 5
为气膜孔位的展开示意图，横坐标为叶片当地弧长

与叶片中截面弦长的比值（S/C），S/C<0，S/C=0和 S/C>0
位置分别为叶片压力面、前缘驻点和吸力面，H/C=0
为叶片中截面位置。W型孔全气膜涡轮导叶实验件

共有 18排气膜孔。吸力面孔排 1，2和压力面孔排

12，14，15，17和 18为W型气膜孔，前缘孔排 4~11为
水滴孔。孔排 3和 13以及前缘气膜孔在叶根方向有

与叶片表面 45°的倾角。图 6为水滴孔和W型孔的结

构示意图。前缘水滴孔在主流流向上与叶片表面夹

角为 90°，而在叶高方向有偏向叶根的 45°夹角。W
型气膜孔在流向和展向上均有扩张，并且有一个W
形的出口，在气膜孔出口两侧设计有两个导流槽将

冷气向展向引流扩张。表 1为气膜孔的结构参数。

如图 1所示，实验过程中共有四台 CCD录像机对

叶片表面热色液晶的变色过程进行记录。由于涡轮

叶片表面具有一定曲率，因此得到的实验结果也为

三维视角下的分布云图，不利于对实验结果进行定

量分析，因此需要将叶片曲面上实验结果展开。图 7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test vane shape

Fig. 2 Schematic diagrams of turbulence grid and test

section[7] (mm)

Fig. 4 W-shaped hole vane picture and the film hole rows

distribution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wind tunne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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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验叶片吸力面表面位置标定和实验结果展开示

意图。本文使用棋盘格标定法对涡轮叶片表面各个

区域的位置进行标定，在标定时将印有棋盘格图案

的标定纸覆盖在叶片表面。将棋盘格图案的每个内

部黑白角点作为目标点，对带有曲率的叶片表面不

同位置进行标定。并且使用 Matlab软件将三维实验

结果展开为二维平面云图。

基于叶片中截面弦长，叶栅主流进口雷诺数 Re

的定义为

Re = ρ gU gC
μ g

（1）
式中 ρg和 Ug分别为主流密度和速度，C为叶片中

截面弦长。

主流湍流度的定义为

Tu = v'/ -v （2）
式中 v'为主流湍流脉动速度，

-v为主流的时均速

度，湍流度大小反映了通道内气流受扰动的剧烈

程度。

二次流与主流质量流量比 Rm定义为

Rm = m c1 + m c2
m g

（3）
式中 mc1和 mc2分别为前腔和后腔的质量流量，mg

为单个叶栅通道的主流质量流量。

本文实验中主流雷诺数为 1.2×105，主流湍流度

分别为 1%，9%和 15%，总冷气流量比和前后腔冷气

分配情况如表 2所示。其中，流量比 8.4%和湍流度

9%为该型涡轮导叶的设计工况。由于主流和冷气之

间的温度差别较小，因此冷气与主流的密度比接

近于 1。
本文使用热色液晶测量叶片的温度，原理和方

法详见文献［18-19］。绝热气膜冷却效率定义为

η = T g - T aw
T g - T c （4）

式中 Taw为绝热壁温，Tc为二次流温度。

Fig. 5 Unfolded picture of the film hole positions on the

W-shaped hole vane

Fig. 7 Sketch of coordinat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ilm

cooling effectiveness results (suction side)

Fig. 6 Configurations of the water-drop hole and

W-shaped hole (°)

Table 1 Geometry parameters of the film holes

Hole
number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D/mm
0.85
1.00
0.85
0.70
0.85
0.85
0.85
0.70
0.85
0.85
0.70
0.70
0.70
0.85
0.85
0.85
0.85
0.85

α/（°）
40
50
6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45
40
40
40
40
40
35

β/（°）
16
16
-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8
-
8
12
-
12
12

θ/（°）
10
10
-
-
-
-
-
-
-
-
-
14
-
4
10
-
6
6

t/mm
2.25
2.25
-
-
-
-
-
-
-
-
-
1.66
-
2.20
2.04
-
1.86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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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小实验误差，对于单个工况，使用不同的

Tg和 Tc进行了 6次实验，并将多次实验的数据进行联

立求解，从而保证实验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实验中，热电偶误差 ΔT1=±0.2℃，液晶误差

ΔT2=±0.2℃，时间误差 Δt=±0.1s，叶片材料物性参数

测量误差 Δ（ρcλ）0.5=±20。参考文献［20］的方法，计

算得出本实验中在冷却效率 η=0.1时约为 15%，在冷

却效率 η=0.7时约为 3%。

3 结果与讨论

在对涡轮叶片叶身气膜冷却效率进行分析的过

程中，将实验获得的气膜冷却结果云图分为三个区

域进行讨论：叶尖区域、中截面区域和叶根区域。这

三个区域的位置如图 5所示。每个区域在叶高方向

的高度大约为整个叶高的 10%左右，各区域的具体

坐标如表 3所示。

3.1 W型孔全气膜叶片冷却效率结果

3.1.1 低湍流度下流量比对冷却效率的影响

图 8为低湍流度下的W型孔全气膜叶片实验结

果。图 9为叶片各区域冷却效率展向平均结果。在

叶尖区域，如图 9（a）所示，压力面叶尖的冷却效率随

着流量比增大而升高，而吸力面叶尖的变化规律与

压力面相反。图 10为文献［21］中实验获得的叶栅涡

流分布。在叶片压力面，由于大流量比下的冷气射

流速度升高，有更多冷气扩散到靠近壁面的主流内，

并且在压力面通道涡的影响下随主流向叶尖流动，

冷却效率升高。在吸力面叶尖大流量比下，具有径

向偏角的前缘气膜孔和吸力面孔排 3的冷气在叶根

方向的速度分量较大，冷气向叶根方向流动，留存在

叶尖的冷气量减少，冷却效率降低。同时吸力面的

通道涡使叶尖的冷气向叶身流动，在大流量比下，更

多的冷气进入主流并向吸力面中截面流动，对吸力

面叶尖的冷气覆盖没有增益作用。

Fig. 8 Film cooling effectiveness distributions at different

mass flow rate ratios，Tu=1%
Table 3 Ranges of different vane regions

Item
H/C
S/C

Top region
（0.37，0.46）
（-0.96，1.22）

Mid region
（-0.045，0.045）
（-0.98，1.27）

Down region
（-0.46，-0.37）
（-1.00，1.29）

Table 2 Coolant flow rate ratio conditions

Rm/%
5.5
8.4
12.5

（mc1/mg）/%
4.0
6.0
9.0

（mc2/mg）/%
1.5
2.4
3.5

Fig. 9 Spanwise average film cooling effectiveness at

different mass flow rate ratios，T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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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叶片的中截面区域，压力面和吸力面的冷却

效率均随着流量比的增大先升高后降低，这是由于

在大流量比下冷气射流速度提高，出现脱离壁面的

现象。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吸力面冷气覆盖区域

在大流量比下沿流向呈较为明显的条带状分布。这

是由于吸力面气膜孔的冷气出流后，在展向上受到

了上游带有径向偏角的孔排 3和前缘气膜孔冷气射

流的扰动，而且在大流量比下冷气射流所形成的反

转对涡更强，涡流影响的范围更大，相邻气膜孔的冷

气射流之间相互影响，增加了气膜冷气流动的不稳

定性，造成冷气分布不均匀。

在叶片的叶根，从图 8的冷却效率分布云图可以

看到，在中高流量比下，由于大量冷气在有径向偏角

的气膜孔作用下向叶根聚集，叶根的低冷却效率区

消失。在吸力面和前缘区域，叶根的展向平均冷却

效率随着流量比增大而升高，这是由于流量比增大

使更多的冷气流向叶根。而在压力面叶根，冷却效

率随着流量比先升高后降低，大流量比下压力面气

膜孔冷气脱离壁面的现象也对叶根冷却效率的分布

产生了影响。

3.1.2 高湍流度下流量比对冷却效率的影响

图 11为高主流湍流度不同流量比下W型孔全气

膜叶片冷却效率分布云图。图 12为相应的展向平均

结果。从冷却效率云图可以看出，随着冷气流量比

的增大，叶片表面气膜覆盖区域变大，冷却效率整体

升高。从图 12（a）中可以看到，在叶尖区域，冷却效

率受流量比增大的影响趋势与低湍流度工况相似。

而在叶片压力面的中截面和叶根区域，中高流量比

工况下的冷却效率较为接近，小流量比的冷却效率

整体比中高流量比低 0.2左右。

图 12（b）中，在叶片吸力面中截面区域，大流量

比下的冷却效率沿流向下降更快，吸力面后半段的

冷却效率在大流量比下低于中流量比。这是因为大

流量比下冷气射流速度更高，出流后与主流相互作

用产生的反转对涡结构更大，虽然在气膜孔出口附

近大流量比的有效冷气量更多，但是更大的涡结构

使冷气更容易在高湍流度的影响下与主流掺混，使

冷气耗散加快，冷却效率加速降低。由于高湍流度

增强了冷气射流与主流的掺混，冷气耗散加剧，湍

流度升高使叶片表面的冷却效率整体降低。从图

11（c）中可以看出，高湍流度使冷气向主流扩散加剧

的同时，也增强了其展向扩散能力，大流量比下叶片

吸力面冷却效率沿流向的条带状分布消失，冷气分

布更加均匀。在叶根区域，大流量比的冷却效率

更高。

3.2 W型孔与圆柱型孔全气膜叶片冷却效率对比

图 13为低湍流度中流量比下圆柱型孔和W型孔

全气膜叶片的冷却效率云图。圆柱型孔叶片的气膜

Fig. 11 Film cooling effectiveness distributions at different

mass flow rate ratios，Tu=15%

Fig. 10 Sketch of vortex system in cascade channel[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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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排布方式与W型孔叶片一致，前缘为与水滴孔圆

柱段参数相同的圆柱型孔，叶身气膜孔也为圆柱型

孔且尺寸参数与同位置的W型孔的圆柱段相同。

从图 13中可以看到，两个叶片的气膜冷却效率

分布趋势是相似的，不同的是W型孔叶片单个气膜

孔后的高冷却效率区更宽，且气膜孔出口附近的高

冷却效率区域也更大。而圆柱型气膜孔后的冷气射

流轨迹更加细长。

图 14为在不同湍流度和流量比下，圆柱型孔和

W型孔全气膜叶片叶尖的冷却效率展向平均结果。

左侧一列为低湍流度工况，右侧一列为高湍流度工

况。从图 14（a）可以看出在低湍流度小流量比下，压

力面中下游圆柱型孔的冷却效率更高，而在前缘和

吸力面区域W型孔的冷却效率更高。这是因为压力

面叶尖中下游区域的冷气主要来自于压力面孔排的

冷气在主流通道涡的作用下向叶尖扩散，W型气膜

孔的冷气出流后对壁面的贴附效果较好，能够进入

主流并随通道涡向叶尖扩散的冷气较少。而在前缘

和吸力面，冷气主要来源于靠近叶尖的气膜孔冷气

出流后留存在叶尖区域，前缘水滴孔可以降低冷气

射流向下的分速度，使更多的冷气留在叶尖。在大

Fig. 13 Film cooling effectiveness contours of the W-shaped

hole vane and cylindrical hole vane, Rm=8.4%, Tu=1%

Fig. 12 Spanwise average film cooling effectiveness at

different mass flow rate ratios，Tu=15%

Fig. 14 Spanwise average film cooling effectiveness in the top region of W-shaped hole vane and cylindrical hole v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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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比工况，压力面中下游区域W型孔的冷却效率

较高。这是因为大流量比工况的冷气易脱离壁面，W
型气膜孔的扩张段可以降低冷气射流垂直于壁面的

法向速度，并增大其展向速度，使冷气更好地贴附在

叶片表面。在高湍流度工况，W型孔叶片的冷却效

率均低于圆柱型孔，这是由于扩张型气膜孔使冷气

流速降低且覆盖更为分散，在高湍流度的影响下，流

速低且分散的冷气更易与主流进行掺混，造成冷气

耗散加剧，冷却效率较低。

图 15为圆柱型孔和 W型孔全气膜叶片中截面

区域冷却效率展向平均结果。从图 15（c）中可以看

出，在低湍流度大流量比下，W型孔叶片的中截面区

域的冷却效率整体上高于圆柱型孔叶片。文献［11］
中通过对平板上的W型气膜孔的研究发现，W型气

膜孔内的部分冷气沿 W型孔出口两侧的导流槽流

动，使其展向速度增大，并降低冷却射流的法向速

度，从而在大流量比下使冷气更好地贴附壁面。在

小流量比工况的压力面，气膜孔邻近区域W型孔叶

片的冷却效率较高，但是冷却效率沿流向降低较快，

以至于在距离气膜孔较远的位置低于圆柱型孔叶

片。在高湍流度工况，W型气膜孔对冷却效率的提

升效果较弱，仅在大流量比下气膜孔邻近区域冷却

效率较高。这是由于高湍流度使冷气与主流之间的

掺混更加剧烈，与圆柱型孔叶片相比，W型孔叶片表

面速度较低且更分散的冷气对高湍流度更加敏感，

冷 气 耗 散 更 加 剧 烈 ，使 W 型 孔 的 冷 却 效 率 降 低

更快。

图 16为圆柱型孔和 W型孔叶片叶根的展向平

均冷却效率结果。在低湍流度工况，W 型孔叶片

叶根的冷却效率整体高于圆柱型孔叶片。而在高

湍流度工况，仅在气膜孔近下游区域 W 型孔叶片

的冷却效率较高，这同样是因为 W 型孔的冷气受

湍流度升高的影响更大，耗散更快，在气膜孔的远

下游区域，W 型孔叶片的冷却效率均低于圆柱型

孔叶片。

图 17为圆柱型孔和W型孔叶片的全表面面平均

冷却效率结果。在中低湍流度下，W型孔叶片的面

平均冷却效率更高。而在高湍流度下，W型孔叶片

的面平均冷却效率接近或低于圆柱型孔叶片。这是

由于叶片表面的冷却效率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

一方面是冷气射流对叶片表面的贴附性与展向覆盖

效果；另一方面是冷气射流抵抗耗散的能力。在中

低湍流度工况，W型孔叶片面平均冷却效率均高于

圆柱型孔叶片，这是因为中低湍流度下冷气与主流

的掺混较弱，冷气出流后能较稳定地随主流向下游

流动，冷却效率主要受冷气对叶片表面的贴附性和

展向覆盖效果影响，W型气膜孔的扩张段降低了冷

气射流的法向速度并增大了其展向速度，增强了冷

气对壁面的贴附性和展向覆盖效果。但是在高湍流

度工况，冷气与主流的掺混较为剧烈，冷气射流抵抗

耗散的能力更加重要，W型气膜孔的冷气与主流的

相对速度更低且分布更加分散，对湍流度升高更加

敏感，容易在高湍流度的影响下耗散加剧，W型气膜

孔的优势减小，仅在气膜孔出口附近具有更高的冷

却效率。尤其是在大流量比下圆柱型孔冷气射流较

为集中，冷气速度高，在高湍流度下不易与主流掺混

耗散，面平均冷却效率比 W型孔叶片高 15%左右。

综合来看，W型气膜孔在中低湍流度下的中流量比

工况，具有最好的冷却效率结果。

Fig. 15 Spanwise average film cooling effectiveness in the mid region of W-shaped hole vane and cylindrical hole v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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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本文研究了W型孔全气膜涡轮导叶在不同湍流

度和流量比下的气膜冷却效率分布特性，并与相同

工况下圆柱型孔全气膜叶片的冷却效率结果进行了

对比。主要结论如下：

（1）在不同湍流度下，流量比对W型孔叶片冷却

效率的影响规律不同。低湍流度下，流量比增大使

压力面叶尖的冷却效率升高，而吸力面叶尖的降低，

中截面区域和压力面叶根的冷却效率先升高后降

低；高湍流度下，流量比增大使叶片大部分区域的冷

却效率升高。

（2）湍流度升高使冷气与主流的掺混增强，冷气

的耗散更为剧烈，在本文研究的所有流量比下，高湍

流度均使W型孔叶片的冷却效率降低。

（3）与圆柱型孔相比，在中低湍流度工况，W型

孔增强了冷气对壁面的贴附性和展向覆盖效果，W
型孔叶片中截面区域的冷却效率整体高于圆柱型孔

叶片的。

（4）在高湍流度工况，W型气膜孔的冷气速度更

低且分布更加分散，易在高湍流度的影响下耗散，仅

在气膜孔出口附近具有更高的冷却效率，尤其是在

大流量比下，圆柱型孔叶片的面平均冷却效率比W
型孔叶片高 15%左右。

致 谢：感谢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资助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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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指导主动控制系统抑制燃烧振荡，有必要针对不同的燃烧振荡预报手段开展研究和验

证。以甲烷预混同心分层旋流火焰的时均图像为基础，采用降低图像分辨率和提取火焰结构特征参数这两

种不同的方式对火焰图像信息进行简化处理，并使用全连接神经网络对燃烧振荡进行预报研究。结果发

现，两种方式都可以较为准确地预报燃烧振荡，精度均达到90%以上。预报精度随着图像分辨率的增加

而升高，在极低的图像分辨率（3×3）下，预报精度也能达到90%以上。此外，对根据火焰平均图像提取

的结构特征参数进行了敏感性分析，捕捉到了系统稳定性的转变，但参数变化范围受训练集限制。提出的

基于数据驱动方法对燃烧振荡的预报时间<2ms，为实现燃烧振荡实时在线预报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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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guide the active control system to suppress the combustion instabilities，relevant re‐
searches on combustion oscillation prediction based on different methods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verify their
availabilities. The time-averaged images of premixed internally-staged-swirling stratified flame of CH4 are adopt‐
ed here as the basis of our research. In order to simplify the information contented in flame images，two pre-pro‐
cessing methods on images are used here，which are resolution degradation and extracting properties of flame
structure variables. The neural networks with fully connected layers are implemented to predict combustion oscil‐
lation with pre-processed data. It is found that both methods can obtain good prediction accuracies（better than
90%）. Besides，the network using degraded resolution as inputs might still behave well with an accuracy over
90% at an extremely low resolution（3×3）. A positive correlation of prediction accuracy and resolutions is found.
In the terms of flame structure features，the transition of flame stability dynamics is captured under a limited
range of parameter variations. The combustion oscillation prediction time is less than 2ms using the proposed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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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driven methods，which provide support for real-time prediction of combustion oscillation.
Key words：Gas turbine engines；Combustion oscillation；Active combustion control；Neural networks；

Instability prediction

1 引 言

燃烧振荡（本文特指热声振荡和热声不稳定性）

是释热脉动、压力脉动及速度脉动耦合的结果［1］，是

航空发动机和地面燃气轮机燃烧室中常见的非定常

燃烧过程，会危害装置安全运行。然而在工程实践

中，如何解释不同情形下燃烧振荡的发生，并提出有

效的预报和控制方法，依然是个难题［2］。如果能够发

展合适的燃烧主动控制方法，在宽范围工况下都能

对燃烧振荡进行合理的抑制，对先进燃气轮机燃烧

室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燃烧主动控制系统除了控

制作用本身以外，还需要对燃烧的压力及反应场等

进行监测、识别及预报，这对宽范围燃烧振荡的快速

识别及预报提出了需求。

目前用于主动控制的燃烧振荡识别及预报方法

大多基于压力信号［3-4］。Noiray等［3］利用简化热声模

型，使用压力信号监视并预报燃烧振荡，并使用实验

数据进行验证；Seshadri等［4］也提出了降维的决定性

模型，对钝体燃烧室的间歇性振荡进行了预报；De‐
laat等［5］使用了自适应平均矢量滑动控制 ASPAC
（Adaptive sliding phasor averaged control）算法，测量

燃烧室中的压力脉动，利用燃油高频阀门进行主动

控制，能够较好地抑制实验工况下的燃烧振荡，但主

动控制从监测到完全发挥抑制作用的时间延迟问题

需要进一步解决。必须注意到，压力脉动仅仅是热

声振荡机理的一环，是热声振荡结果的表现形式，单

一的动态压力数据并不一定能够展现不稳定物理过

程的全貌，从而难以准确、快速地预报燃烧振荡的发

生，也就很难发挥主动控制实时和快速的优势。

如果仅局限在自激振荡范围，近年来相当多的

研究表明火焰场的稳定性与火焰的时均结构密切相

关。例如，在提高燃烧室进口温度时，火焰速度增加

导致火焰长度变短，火焰进入角涡区，振荡加强［6］；添

加多孔介质材料后，角涡区消失，火焰张角变小，振

荡减弱［7］；分开分层的火焰结构有利于稳定燃烧［8］；

去除火焰筒的突扩角涡区有助于抑制燃烧振荡［9］。

针对这些现象的分析结论已经用于燃烧振荡被动控

制方法的发展，比如燃烧室头部结构、火焰筒结构和

燃料分级比的优化。而文献［10］的研究表明，至少

在部分工况下，火焰时均结构的改变发生在压力脉

动增长之前 100ms以上，表明利用火焰的时均结构，

有可能在振荡发生之前实现快速而准确的预报，让

主动控制系统发挥作用，避免燃烧振荡的发生。

目前利用火焰图像来预报燃烧振荡研究较少且

并不深入［11-12］，文献［11］没有实现实时预报，文献［12］
的预报信号并不优先于压力信号。究其原因，主要是

因为基于火焰图像的预报方法对传感器和算法的要

求更高，与压力信号相比火焰图像处理所需的计算量

和计算时间并不占优。有研究者试图采用模态分解

方法，实现振荡诊断和实时预报功能［13-14］，然而这些研

究的计算过程较为复杂，现阶段移植到发动机上的难

度较大，有必要对其进行简化，使其能够高效、快速、

准确、稳定、实时地运行在发动机控制系统中。

本文拟采用全连接神经网络的方法，基于火焰

图像对燃烧振荡进行预报。两种不同的思路将被采

用并验证：首先探索使用降低分辨率的图像进行振

荡预报的可行性，并统计了使用各种分辨率图像的

预报精度；其次，基于火焰图像提取根部释热、壁面释

热、火焰长度和张角等火焰结构特征参数，并将其输

入神经网络用于振荡预报；最后，本文对这些火焰结

构特征参数对燃烧振荡的影响作用进行敏感性分析。

2 实验及分析方法

2.1 实验系统、对象和工况

动态燃烧实验件如图 1所示，采用 BASIS燃烧器

（Beihang axial swirler independently-stratified burn‐
er），其头部为中心分级方式，一圈环形的主燃级包围

着预燃级。完全预混的甲烷和空气混合气流量通过

两个质量流量控制器（Mass flow controler，MFC），分

别通过壅塞小孔喷入燃烧器的主燃级和预燃级。燃

烧器中有五个高频压力传感器（PCB），本文主要使用

S3传感器采集的压力脉动作数据处理，对其进行快速

傅里叶变换，将频域峰值高于 300Pa的工况标记为振

荡工况，文献［8］指出，在本燃烧器上，300Pa的压力

振幅已经达到极限环状态，可以确定发生热声振荡。

该实验件总空气流量为 12g/s，其空气流量分配为主

燃级 10g/s，预燃级 2g/s。
为了模拟振荡预报的工作流程，需要先采集稳态

火焰的振荡形态。因此，此处通过 200mm长玻璃圆

筒来拍摄火焰形态，使用 800mm长玻璃圆筒来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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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荡与否（本文将这个结果称为标签）。原因是火焰

在长筒下更容易振荡，但时均结构和短筒相似［15］。

实验工况有两个关键参数，即预燃级当量比 φ p
和主燃级当量比 φm。共有 60个不同工况，基本涵盖

各种火焰形态，每个工况点以 5000Hz的频率拍摄 500
张可见光高速摄像，然后每 10张做一次平均，生成 50
张平均图像。这些平均图像虽然大致相同，但是略

有区别。原始图像的分辨率为 768×768。因此，共有

60×50=3000张平均图像，它们被随机分成三份，即训

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分别为 2000张，700张和 300
张。训练集用于提升神经网络性能，验证集用于判

断网络是否过拟合，测试集用于最终标定网络精度。

这三个集合在本文中数量都较为充足，可以覆盖该

燃烧器的常见火焰形态。在实践中，如果需要获得

更高的精度，根本方法是继续扩大实验的规模，采集

更多种类的火焰形态图像数据，这样才能够保证神

经网络对于各种形状的火焰做出更为准确的相应。

文中针对降低分辨率和提取火焰结构参数两种方式

的神经网络、使用了不同随机种子的训练集、验证集

和测试集，来保证提取火焰结构参数的结果符合普

遍物理规律，而不是对降低分辨率结果分析的简单

归纳和回归分析。

本文内容涵盖 60个实验工况，其中振荡工况 24
个，稳定工况 36个，振荡工况占 40%，稳定工况占

60%。振荡工况和稳定工况的预燃级和主燃级当量

比见图 2。由图可见，当总当量比较大时，燃烧器容

易发生热声振荡，这和之前的实验结果符合［8］。

2.2 全连接神经网络

本文所有模型都使用三层的全连接神经网络，

它包括输入层、输出层和一个隐藏层，神经网络的架

构如图 3所示，它分列在不同层的基本单元组成，记

录为 a (m )n ，其中，m代表其所处的层数，n代表此单元在

该层里的序号。在这个全连接网络中有两种单元，

即偏置单元和普通单元，在图中以蓝色和黑色表示，

除了输出层，每一层都有一个偏置单元。输入层的

普通单元数和数据维度一致，例如 2×2分辨率的图片

对应 4个普通单元，5×5的图片对应 25个普通单元。

输出层为 2个普通单元。如果把这两个单元看成向

量，（0，1）代表预报状态为振荡，（1，0）代表预报状态

为稳定。在本文使用的模型中，中间层普通单元的

个数和任务相关，在使用降低分辨率方法时，其数量

为 4，在使用火焰结构参数方法时，数量则为 8。

全连接神经网络本质上是一个拟合模型。它包

括前向传播和后向传播两个过程。前向传播的目的

是生成预报值，其过程见式（1），（2），式中 N为上一层

单元个数，w (m - 1)in 代表从上一层的第 i个单元到这一层

第 n个单元的权重系数，activate表示激活函数。上一

层的输出数值，需要经过加权求和与激活两个过程，

成为下一层的输出。在本文的研究中，中间层的激

活函数为 ReLU［16］，输出层的激活函数为 sigmoid［17］。
a (m )n =∑

i = 1

N

a (m - 1)i w (m - 1)in （1）

Fig. 1 Schematic of BASIS test-rig (mm)
Fig. 2 Distribution of equivalence ratio of main/pilot stage

Fig. 3 Framework of the neur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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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 )n = activate ( )a (m )n （2）
后向传播的过程本质上就是最优化的过程。在

后向传播中，前向传播所得的预报结果将与真实的

标签进行比对，神经网络会根据比对的误差自适应

地优化权重系数，使得预报和真实的差距减小。这

个流程也叫做“训练”，当训练集所有样本都进行过

一次前向传播和后向传播，称为训练进行一个批次。

本文的所有实验都进行 4000个批次，优化权重系数

的算法为 Adam算法［18］。训练超参数中，学习率设置

为 0.01，权值衰减率设置为 1×10-7。
本文针对实验室级别的测试结果进行分析，所

有计算均采用配置 Intel core i7-7500u处理器的个人

计算机完成。神经网络训练用时均<60s，而最终根据

200张火焰图像序列进行燃烧振荡与否的预测耗时≤
2ms，远小于文献［10］报道的燃烧振荡转变过程时间。

2.3 降低图像分辨率处理

在实验室中获得的原始火焰照图像分辨率为

768×768，这些火焰图像的像素值可以作为总包释热

和 释 热 分 布 的 参 考［19］。 一 张 照 片 对 应 768×768=
589824个整型数，如果全部加入计算，计算量将很

大，对于工程实际应用并不现实，因此首先考虑降低

分辨率。鉴于在工业应用中，如果要获取燃烧室的

释热分布，最简单的方法便是将工业内窥镜或高频

传感器伸入燃烧室中，受限于高温高压环境，这样采

集到的火焰图像分辨率相对较低。因此，本文的实

验室级别研究将火焰图像降低分辨率成若干个分

区，以每一个分区中心点的数值来代表整个分区的

释热分布情况，流程如图 4所示。每一张图片的分布

都将被归一化（所有像素点构成向量模值为 1）。

降低火焰时均图像分辨率的效果如图 5所示。

可以看出，低分辨率图片丢失了火焰大量的结构信

息，但还是基本保留了分区的释热情况。10×10的图

像能够大致判断各个分区的对比关系。20×20分辨

率的火焰图像已经基本能够识别火焰特征。

2.4 火焰结构特征参数

前文已经提到火焰长度、火焰张角、壁面作用和

根部脱体对火焰的稳定性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处以

BASIS燃烧器的两个工况为例进一步说明。图 6（a）
是一个振荡工况，预燃级火焰脱体，且主燃级火焰和

壁面交互强烈；相比较而言，图 6（b）是一个稳定工

况，火焰附着，且没有出现明显的壁面交互。此外图

6（b）的释热较为集中，强烈释热区比图 6（a）离主预

燃级出口更近，表征更短的火焰长度，火焰张角也更

小。本文定义四个参数来量化上述四个物理概念，

见图 6（c）。

火焰长度和火焰的定义是围绕火焰释热“质心”

展开的。其 x，y坐标的计算式为

x centroid = 1N∑i = 1
N

xi qi （3）

y centroid = 1N∑i = 1
N

yi qi （4）
记上半张图片的质心坐标为（xup，yup），下半张图

片的质心为（xdown，ydown），整张图片的质心为（xall，yall）。

定义长度相关量 l和张角相关量 a为

l = x all （5）
a = 2· arctan ( )yup - ydown

2x all （6）
壁面作用和根部脱体的影响通过计算壁面区域

和根部区域的总释热强度来定义。由于原图为 768×
768的图片，将其降低分辨率为 224×224，因此以图

片上下各 40行像素格点的数值求和估计壁面作用的

Fig. 5 Flame images with different resolutions

Fig. 4 General view of resolution degradation of flame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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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以图片左侧 40列像素格点的求和来估计根部

脱体的影响。所有物理参量的定义如图 6（c）所示。

在数据输入神经网络之前，所有火焰结构参数都

被归一化（除以所有图片中该项结构参数的最大值）。

3 结果和讨论

3.1 分辨率对预测结果的影响

首先选择 5×5分辨率的图片为典型工况，训练集

和验证级的精度（正确预报比例）随训练次数关系曲

线如图 7所示。由图 7可以看出，随着训练次数的增

加，训练集和验证集的精度都达到了 95%以上。在

训练的最后阶段，训练集精度会高于验证集精度，即

有着轻微的过拟合，但是由于验证集精度仍然较高，

这个结果尚可接受。

降低分辨率后的精度如图 8所示，从图中可以看

出，即使在 2×2的分辨率下，也能实现超过 70%的预

报精度，而高于 3×3分辨率的精度全部超过 90%。

超过 5×5后，精度增长缓慢，均在 95%以上。

以 5×5的工况为例，检查模型是否发生了偏见判

断。其结果如表 1所示，113个振荡工况和 178个稳

定工况被正确预报，有 5个振荡工况被错误预报成了

稳定工况，4个稳定工况被错误预报成振荡工况。由

表 1来看，模型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即更“愿

意”预报为振荡或者稳定），并且精度较高。其余几

个分辨率的结果也十分类似，此处不再赘述。

3.2 火焰结构特征参数结果

使用人为定义的物理参量（火焰长度、火焰张

Fig. 7 Training curve

Fig. 6 Definition of flame structure variables

Table 1 Confusion matrix of the neural network using

degraded resolution as inputs

Prediction
Unstable
Stable

Experiment
Unstable
113
5

Stable
4
178

Fig. 8 Effects of resolution on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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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壁面作用、根部脱体）进行训练，也能得到预报

精度较高的神经网络。在 4000次训练后，测试集

精度达 96.67%。其混淆矩阵如表 2 所示，可以看

出，该网络的预报比较保守，偏向于将图像预报为

稳定，存在轻微的偏差，但是并不明显，总体准确率

可以接受。

检查该神经网络在不同输入火焰结构参数下的

评分，可以对其进行一定的解释性探究。为了考察

方便，检查某项火焰结构参数的敏感性时，都将其它

三项设置为固定值。以一个振荡工况为基准，结果

如图 9所示。

火焰长度对热声不稳定性的影响比较复杂，总

体来说，火焰长度会影响延迟时间，如果延迟时间和

火焰筒本身的声学模态耦合上，就能导致强烈的热

声振荡［20］。在 BASIS燃烧器上，总体趋势是当量比越

大，越容易发生热声振荡［8］。在此工况下，当量比增

大，火焰长度变长，见图 9（a），振荡概率增大，和实验

现象是符合的。

对于振荡工况，增大张角的涵义即缩短火焰长

度，且根部释热加强，火焰驻定，这和改变神经网络

的角度参数输入所取得的结果是符合的，见图 9（b）。

改变壁面和根部释热强度的影响如图 9（c）和

9（d）所示，总体来说，壁面附近释热增强，火焰与壁

面交互增加，火焰容易不稳定，文献［10］也有类似的

报道。根部附近的释热强度影响呈现先增加后减少

的特点，在当量比低时候，虽然火焰脱体，但是不容

易振荡，因此振荡概率低；此时，增加根部释热相当

于增加当量比，如果火焰根部依然脱体，则容易发生

振荡，因此出现振荡概率峰值；继续增加根部释热，

火焰驻定，趋于稳定。

总体而言，通过火焰结构特征参数，进行神经网

络训练，也能够得到较高的预报精度，并且结果符合

物理规律，具有一定的可解释性，可防止过拟合，降

低不可预见的因素对预报结果的影响，有利于提高

燃烧振荡预测系统及主动控制系统的鲁棒性。

4 结 论

本文通过全连接神经网络对常温常压下甲烷预

混同心分层旋流火焰的燃烧振荡进行预报，得到如

下结论：

（1）使用全连接神经网络，以火焰图像信息为输

入参数，能够较准确、快速地预报燃烧振荡现象，200
张图像序列预测在实验室环境下使用个人计算机

CPU预报时间不超过 2ms。
（2）以火焰图像作为输入，分辨率越高，预报精

Fig. 9 Sensitivities of flame structure features

Table 2 Confusion matrix of the neural network using

flame structure variables

Prediction
Unstable
Stable

Experiment
Unstable
126
9

Stable
1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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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越好，分辨率为 20×20时，精度达到 98.23%。但即

使分辨率降到 3×3，振荡预报精度也超过 90%。

（3）以火焰结构特征参数为输入，预报精度超过

90%，预报结果符合物理规律。壁面释热强，根部释

热少（火焰脱体），燃烧振荡加强，这和目前文献报道

的规律是相符的。

以压力为输入量的燃烧振荡预报方法，存在难

以快速预报燃烧振荡的问题，而基于火焰图像预报

方法在早期阶段存在算力不足的瓶颈。全连接神经

网络作为一种拟合工具，可以从大量燃烧数据中“学

习”如何快速预报燃烧振荡，可作为发动机燃烧室的

振荡监测、识别及预报方法，融入到燃烧主动控制算

法中，为极端条件下的燃气轮机燃烧室稳定工作提

供“智能化”控制方案。

致 谢：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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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旋流燃烧室流动和点火过程中火焰传播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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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三级旋流燃烧室的流动以及预燃级非预混燃烧特性，设计了三级旋流燃烧室试验

结构方案与光学非接触测量方案，研究了总压损失与当量比对三级旋流燃烧室流动特性及火焰结构的作

用和点火过程中火焰特征结构与特征时间的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总压损失对燃烧室内热态流场结

构无影响，其主要改变具体的速度值大小；在头部高速射流区存在内、外剪切层，随着流动向下游发

展，高速气流紧贴壁面流动；火焰结构随着当量比变化存在“V”型火焰、过渡火焰以及包络火焰三种

形态，过渡当量比在 0.6左右；热态回流区扩张段扩张角度随总压损失的增大而增大，随着当量比增大

先减小后增大；点火过程中存在大尺度火焰的熄灭与复燃，复燃火焰从回流涡附近以三维螺旋方式回

传；随总压损失的增大，火核生成时间延长，火焰传播时间缩短，熄火复燃时间缩短；随当量比增大，

火核生成时间延长，火焰传播时间先延长后缩短，熄火复燃时间缩短。

关键词：三级旋流燃烧室；非预混燃烧；流动特性；点火过程；火焰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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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Flow Field and Flame Propagation of
Ignition Process in Three-Staged Swirl Combustor

REN Yong-zhi1，LI Jian-zhong1，JIN Wu1，HU Ge1，YUAN Li2
（1. Key Laboratory of Aero-Engine Thermal Environment and Structure，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2. School of National Defense Engineering，The Army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PLA，Nanjing 210007，China）

Abstract：To study the flow and non-premixed kerosene-air pilot stage 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staged swirl combustor，an experimental rig and non-contact optical measurement system of the combustor
were designed. The effects of total pressure loss and equivalent ratio on flow and critical flame shape characteris‐
tics were investigated. In addition，characteristic time and critical flame structure in the ignition process were in‐
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pressure loss has seldom effects on the reacting flow field structure of
the combustion chamber，which mainly changes the specific velocity value. Moreover，there are inner and outer
shear layers in the high-speed jet region of the combustor. As flow propagates downstream，the high-speed air
flows along near-wall area. The flame structure changes with the equivalent ratio in three forms：V-shaped
flame，transition flame and envelope flame，and the critical equivalence ratio of flame shape transition was n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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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The expansion angle of high speed region in combustor inlet increases with the rise of total pressure loss.
While equivalent ratio increases，the expansion angle decreases initially and increases after the critical equiva‐
lence ratio. In the process of ignition，there exists large-scale flame extinction and reignition，during which the
reignited flame propagates backward to the combustor in a three-dimensional spiral way from center recirculation
vortexes. In addition，with the rise of total pressure loss，the formation time of ignition core increases，and a dura‐
tion time drops both for flame propagation and reignition. With the rise of equivalent ratio，the time of ignition
core formation increased and that of flame reignition decreased. The flame propagation time increased firstly and
reduced after equivalent ratio exceeds the critical point.

Key words：Three-staged swirl combustor；Non-premixed combustion；Flow characteristics； Ignition
process；Flame propagation

1 引 言

随着航空发动机向更高推重比方向发展，燃烧

室面临着许多技术挑战，包括但不限于拓宽稳定工

作范围、更加均匀的出口温度分布、更少的冷却气量

下保证火焰筒寿命不过度恶化。为了保证这些相互

矛盾的技术指标能够得到很好的平衡，需要提出新

的燃油与空气的合理匹配设计方案。头部空气分级

的三级旋流燃烧室成为主要的解决方案，三级旋流

器通过在气动上将燃烧空气与燃油分为主、副燃烧

区，占总气量小部分的值班级空气与中心喷嘴喷出

的燃油混合，在燃烧室中形成扩散火焰，在大工况下

该级火焰被用来保证点火与熄火性能，在低工况下

单独工作保证发动机低工况稳定工作；主燃级旋流

空气在进入燃烧室前与雾化燃油混合，被点燃后形

成预混火焰，此时火焰处于极贫燃烧，可满足燃烧效

率、温升、污染物排放等要求，且它具有重量轻、结构

紧凑等优势，符合航空发动机的发展趋势［1-3］。

多级旋流空气的存在使得燃烧室内部流动情况

变得复杂，此时燃烧室内存在多种复杂的大尺度结

构。国内外通过先进光学测量实验、雷诺时均模拟、

高精度大涡模拟等手段开展了在多工作条件下的三

级旋流燃烧室的流动、点熄火性能、燃烧效率、污染

物排放研究。Wang等［4］通过大涡模拟的方法研究了

CFM56燃烧室的瞬态流场特征，发现在燃烧室中轴

线上存在旋进涡核，涡核附近存在明显的低压区，涡

核的挤压作用会提高当地瞬时径向速度，同时当地

低压区会继续向下游向外围发展；相邻两级旋流空

气之间由于速度差会存在高速剪切层，高速剪切层

会在 Kelvin-Helmholtz不稳定机理下诱导产生各种不

同尺度的相干结构，这些漩涡结构会通过改善油气

混合对燃烧过程产生重要影响［5-6］。Lazik等［7］对 R-R
公司的 Lean-burn燃烧室进行了实验研究，研究了预

燃级旋流强度、流量分配、雾化方式等参数对点火性

能、NOx等污染物生成、贫油熄火性能以及燃烧不稳

定性的影响。密歇根大学的 Driscoll团队 Temme等［8］

使用 PIV（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与 PLIF、高频压

力传感器等研究了 TAPS燃烧室的冷热态流场结构、

火焰锋面结构以及自激振荡现象，发现在燃烧室进

口存在中心回流区、唇口回流区以及角落回流区结

构，且主、预燃级之间的轴向速度剪切是影响火焰稳

定的重要因素；在一个脉动周期内中心扩散火焰根

部在轴向上存在抬升与回传，认为该现象是燃烧不

稳定的来源之一。国内对于三级旋流燃烧室的研究

重点关注旋流器结构与气动参数对流动与燃烧的宏

观特性的影响。林宇震团队设计了一种新型中心分

级燃烧室，通过数值模拟、PIV实验等技术研究了套

筒扩张角［9］、台阶高度［10］、预燃级气量分配［11］对预燃

级燃油喷雾特性、贫油熄火性能、冒烟排放性能等参

数的影响。何小民团队探究了三级旋流器的套筒角

度［12］、油气参数［13］、主、预燃级旋向和旋流数组合

等［14-18］对三级旋流燃烧室的燃烧性能的影响。中科

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的杨金虎等［19］研究了双级旋流

预膜式空气雾化预燃级两级旋流旋向、旋流强度对

流场结构、燃油浓度分布和燃烧稳定性的影响。周

瑜等［20］使用高精度大涡模拟数值模型计算了高压工

作条件下的单头部三级旋流燃烧室内流场从启动到

定常状态的非定常发展过程，捕捉到了主旋流器下

游涡旋破碎的细观过程。

国内外针对三级旋流燃烧室的流动与燃烧特性

已有大量研究，但对于仅预燃级非预混燃烧情况下

的热态流场以及点火过程研究较少。因此本文设计

了一种带有三级旋流器头部结构的单头部燃烧室，

使用 PIV和高速摄影等非接触测量方法，研究在仅有

预燃级供油的情况下，气动参数与当量比对三级旋

流燃烧室内的热态流动特性与点火过程中的火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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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特性的影响。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研究的三级旋流燃烧实验段主要由进气

段、三级旋流器、燃油管路与离心喷嘴、尾气排出段

组成，三级旋流器为两级轴向旋流器加一级径向的

组合方式。值班级轴向旋流器由逆时针偏转角为

43°的 12个曲叶片加文氏管组合而成，旋流数为 1.0；
二级旋流器与一级旋向相反，由偏转角为 37°的 10个
曲叶片加文氏管组合而成，旋流数为 0.8；三级为径向

旋流器，由 20个安装角为 45°的曲叶片组成，旋流数

为 0.8。通过前期数值模拟验证，在设计点工况下，主

燃级空气流量占旋流器总气量 80%，预燃级约占

20%。本文所涉及旋流器与传统三级旋流器其相比

具有主燃级流量占比高、尺寸大的特点，其流动与点

火 特 性 可 为 未 来 的 大 尺 寸 分 级 旋 流 器 提 供 设 计

参考。

贫油多级旋流燃烧试验平台主要包括：气源、光

学测试系统、多级旋流燃烧实验段、点火系统、流量

和火焰结构等测量系统，如图 1所示。其中，气源采

用罗茨风机，压头 0～70kPa，最大流量 1.5kg/s，使用

LZB 系列玻璃转子流量计测量空气体积流量，测量精

度误差为±1.5%，使用 U 型水排测量流量计前压力实

现流量修正，将体积流量转化为质量流量，进出口使

用皮托管和水排测量进出口总压差。燃烧室采用高

能火花塞点火，点火频率 2Hz，点火能量 0.4J，火花塞

中心距离旋流器出口 55mm，其放电端面距离燃烧室

内部上壁面 8mm。图 2具体给出了燃烧室试验段结

构的试验段放大图（左）和旋流器结构示意以及对应

的特征火焰结构图（右），为了满足 PIV实验测量要

求，设计了纵截面 105mm×105mm的石英玻璃窗，以

及同时设计位于燃烧室尾部横截面上的观察窗用于

激光射入。二股气流通道对 PIV实验中的带颗粒高

温燃气从燃烧室尾缘进行吹除，在进口段设置了匀

流孔直径为 1mm的匀流板，在匀流板后开孔并放置

单点总压管测量来流总压。中心值班级燃油通过离

心喷嘴喷出，通过电磁阀门的打开与闭合控制喷注

时序。在实际实验中气流和燃油由右向左流动，但

是在下文的结果分析中，为了符合常规观察习惯对

得到的结果进行了坐标变换，转化为气流和燃油为

从左向右流动，变换前后的坐标原点均设在旋流器

出口截面中心处，X正方向为流动方向。

PIV试验采用的激光器为 Nd：YAG双脉冲激光

器，单脉冲最大能量为 200mJ，激光波长 532nm，最大

Fig. 1 Schematic view of test facility system

Fig. 2 Schematic view of combustor and triple-stage swir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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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频率为 15Hz。数字相机为 Imperx公司的 Bobcat
B2041型，最大分辨率为 2048×2048像素，最小跨帧

时间为 200ns，最大拍摄频率 20Hz。同步控制器为

Micro Pulse 725型，通过多个延时通道同时产生多个

延时的触发信号来控制激光器、数字相机和图像采

集板，使它们工作在严格同步的信号基础上。PIV试

验使用的示踪粒子为氧化镁颗粒，可以在高温下稳

定存在而不被烧蚀，其平均粒径为 10μm，喷注位置

距离燃烧室进口 5m，具有足够长的距离实现粒子与

气流的充分掺混，实现粒子良好的跟随性，其粒径也

小于燃油颗粒粒径，对燃油颗粒的运动轨迹影响较

小，因此对于油气分布的影响较小。高速相机用来

拍摄燃烧时发光基团结构与点火过程中动态火焰变

化，实验中调节焦距至燃烧室中心子午面。相机分

辨率为 1664×1654pixels，拍摄频率为 769Hz，像素放

大率为 157.5pixels/cm。

3 实验结果及分析

3.1 燃烧室稳态流动与燃烧特性

图 3给出了 0.5当量比不同总压损失下的三级旋

流燃烧室的轴向速度分布云图，白色带箭头实线为

燃烧室内的流线，示出了回流涡核位置以及燃烧室

内各点的流动方向。由于在中心子午面上的流动具

有较好的对称性，因此仅取燃烧室一半高度上的流

场分布进行研究，分别定义燃烧室无量纲长度与无

量纲高度为 X/H，Y/H，其中，H为燃烧室高度的一半，

定义总压损失系数 σ=（pin-pout）/pin，pout为燃烧室出口

总压值，pin为进口总压值。燃烧室在各个总压损失下

的头部高速区为单股高速射流形式，三级气流没有

明显的分层流动特性，这是由于三级之间用来分开

气流的台阶高度较小，不能在燃烧室进口处形成唇

口回流区，预燃级气流从文氏管出口流出后迅速扩

张，并与主燃级气流掺混后向下游流动。高速射流

与中心回流区以及角落回流区之间存在较大轴向速

度差，诱导产生了该位置的内、外高强度剪切层。随

着总压损失增大，高速区面积与长度增大，更加靠近

燃烧室进口，高速区与角落回流区形成的外剪切层

厚度略有增加，涡心位置与回流区高度基本不变。

三级旋流燃烧室在进口处存在高速气流扩张

区，碰壁位置附近的速度分布与涡量分布对于燃烧

室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中心回流区涡心位置

流动对于火焰长度，火焰稳定位置、点火性能等具有

重要作用。图 4给出了当量比为 0.5时热态流场轴

向速度、径向速度与平面涡量在燃烧室高度上的分

布情况。平面涡量定义为 ω = ∂v∂x -
∂v
∂y，在 X/H=0.55

时，轴向速度在 0.7H达到峰值，峰值速度随着压损

的增大而增大，回流区内（轴向速度 U≤0）速度分布

均匀，且回流速度随着压损的增大而增大，回流区

高度约为 0.47H，随总压损失变化较小；径向速度在

回流区内部在三个工况条件下均接近 0，头部回流

区的流动由轴向回流主导，在高速区内径向速度随

总压损失的增大而增大；观察涡量随高度变化发现

高速区出现两个方向相反的涡量峰值，说明此处形

成了内、外两个剪切层，总高度约为 0.25H。在 X/H
=1.4时，高速区外扩来到 0.95H，回流区高度增大约

至 0.72H，中心回流速度比 X/H=0.55时增大 1.25倍；

径向速度在此刻存在多个峰值，数量级比 X=0.55H
时小一个数量级，观察流线分布发现，这是由于回

流涡的强卷吸作用导致流线在此处向上偏转，出现

了小幅度的径向速度值；此截面上的高速区峰值速

度较前一个截面减小，剪切层高度减小为 0.12H。
如图 5（a）所示在 PIV得到结果的基础上，做出回

流区边界即燃烧室子午面上轴向速度为 0的曲线（白

色实线）.通过图像处理方法拟合得到一条直线（黑色

Fig. 3 Axial velocity field of combustor under various total pressure loss

2048



三级旋流燃烧室流动和点火过程中火焰传播特性第 42 卷 第 9 期

虚线），且该直线满足回流区边界扩张段在该直线两

侧分布面积相同，将该直线斜率的反正切值作为气

流扩张段与中心 X轴正方向（顺流方向）之间的夹角，

即气流扩张半角 α，研究总压损失与当量比对回流区

前端扩张段扩张角的影响。如图 5（b）所示，扩张半

角随着总压损失的增大而减小，因为总压损失增大，

燃烧室进口的轴向动量占总动量比值越大，高速气

流的轴向动量挤压回流区导致扩张角减小；同时在

当量比<0.6时，扩张半角随着当量比的增大而减小，

这是由于高速燃油粒子在头部剪切层位置反应，高

温燃气的加热作用提高了高速区轴向速度，导致高

速气流碰壁位置延后，挤压回流区使得扩张角减

小；在当量比>0.6时，回流区扩张半角随着当量比的

增加而增大，因为此时主反应区在回流区内部，大量

高温燃气的热膨胀效应挤压回流区向外扩张。但总

体来说，高速气流扩张角度随当量比变化较小，最大

差值约为 1°，随总压损失变化较大，最大差值约

为 2°。
实验中固定进口流量，调节燃油流量研究燃烧

室中的火焰结构随当量比的变化。使用高速摄影加

CH滤镜的方式（滤镜中心波长为 430nm，带宽 10nm）
拍摄 400帧瞬态火焰 CH*基团发光灰度图像，其灰度

使用 I0表示，取平均后使用最大亮度（Imax）进行归一化

伪色彩处理，得到特定工况下的 CH基团光强分布云

图。由于 CH*基团通常存在于反应区，其发光强度是

用来表征化学反应热释放率的重要标识，因此可以

通过 CH基团的高亮度区域的变化研究反应区结构

和化学反应速度［21-24］。通过后处理对比发现火焰结

构可大体分为“V”型火焰、过渡火焰以及包络火焰三

种类型。图 6分别给出了 3%总压损失下不同当量比

Fig. 4 Axial velocity and tangential velocity (left two images) and vorticity distribution at two different lo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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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三种反应区结构以及其中心回流涡的相对位置

分布。当量比为 0.3时反应区呈“V”型，强反应区处

于高速气流碰壁位置以及回流涡附近，部分火焰由

回流区与高速区之间的剪切层稳定；当量比为 0.5
时，强反应区存在于回流区内部的回流涡附近，剪切

层内的反应强度减小，主反应区分别在回流区后部

的上下回流涡内部，但回流区内并未完全进行高强

度反应；当量比为 0.7时，主反应区充满整个回流区

内部，且连成一整个高强度区域。说明低当量比时火

焰主要由高速区诱导生成的剪切层稳定，随着当量比

提高，主反应区向后移动由回流涡稳定，当量比进一

步提高，强反应区在回流区内部的面积进一步增加。

通过 Matlab对单个工况下火焰灰度图的灰度进

行累加后取平均值得到单个工况下的火焰发光总亮

度，用于衡量燃烧室整体反应强度。图 7给出了不同

总压损失以及不同当量比下的火焰总体发光强度。

观察发现，火焰形态在 0.6当量比附近产生变化，火

焰发光强度在包络火焰之前随当量比为线性增长规

律；进入包络火焰范围后，其变化分布更加接近指数

分布。反应强度随着总压损失的增大而增大，一方

面因为来流速度越大，燃烧室内的湍流强度增大，燃

烧室内更强的剪切掺混作用提高了燃油与空气的混

合，另一方面在当量比>0.6后，燃烧室整体油气比逐

渐接近恰当比，反应物浓度增加对化学反应的促进作

用迅速提高，导致火焰发光总强度的增加速率提升。

3.2 点火过程火焰动态发展

值班级扩散火焰作为高工况下三级旋流燃烧室

的点火源，对于高工况下的火焰稳定与熄火后再点

Fig. 5 Expansion angle of high speed region at different operation conditions

Fig. 6 Flame shape under different equivalent fuel-air ratio

Fig. 7 Flame integral intensity with respect to equivalent

ratio and total pressure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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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性能起决定性作用，值班级扩散火焰点火过程特

性是研究三级旋流燃烧室点火机理的基础之一。

图 8和图 9给出了 3%总压损失下点火当量比为 0.35
的点火动态过程。图 8显示了点火过程中燃烧室总

发光强度随着时间的变化规律，可以将火焰的发展

过程分为四个典型阶段：即初始火核产生（Phase
Ⅰ）、火 焰 传 播（PhaseⅡ）、大 尺 度 熄 火 与 再 点 火

（Phase Ⅲ）以及火焰稳定（Phase Ⅳ）。在划分 Phase
Ⅲ与 Phase Ⅳ的分界点时，计算稳定燃烧火焰平均发

光亮度
-I f，取点火过程中火焰亮度在

-I f上下 10%脉动

阶段的第一个时刻点作为对应的分界点。图 9分别

显示了几个阶段内的典型火焰结构变化，高速摄影

得到灰度图像后进行中值滤波以及归一化伪色彩处

理，图中白色实线为该工况下回流区边界。初始火

核在电火花附近产生后向下游运动，传播过程中火

核加热周围混气，火核本身发光强度下降；火焰在中

心回流涡稳定后，开始向上游传播，回传火焰具有明

显的三维螺旋结构，回传过程中存在大尺度的火焰

熄灭与再点燃过程，火焰熄灭后的再点燃是从回流

涡附近开始；之后火焰再次从回流区后部向前传播，

最终火焰稳定，其亮度也稳定在一个相对低的范

围内。

图 10分析了点火过程中三个典型阶段的持续时

间随着总压损失与当量比的变化情况，根据亮度分

布变化向上取整得到各个阶段的时长。

在 Phase I阶段，随着总压损失的增大，火核生成

时间延长。因为火核生成速度取决于火花点燃的球

形混合物化学反应放热与火球表面向外导出热量的

比值，流量越大，火核周围的对流速度越高，对流换

热越强，火核增长速度减慢；随着当量比增加，火核

生成时间延长，因为燃油流量增大，燃油对点燃的火

球冷却能力增强。

在 PhaseⅡ阶段，随着总压损失增大，火焰传播阶

段时间缩短，因为压损增大后，回流区内的回流速度

Fig. 10 Characteristic time for different ignition phases at different equivalence ratio

Fig. 8 Flame integral intensity distribution

Fig. 9 Representative flame structures for several phases

in igni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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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已燃混气向新鲜混气侧的传播加快；随着当量

比的增大，火焰传播时间在 2%与 3%总压损失下先

延长后缩短再小幅增加，4%的压损下一直增大，因为

在当量比增大到可以形成包络火焰的范围内，整个

回流区内反应区域增大，火焰回传的“来源”增加，存

在多个位置为未燃混气提供高温燃气使得火焰传播

时间减小。

在 Phase Ⅲ阶段，随着总压损失增加，大尺度

火焰熄灭与复燃时间缩短，因为提高总压损失增

加了回流区内的最大回流速度，提高了熄火后高

温燃气再次向未燃混气侧传播的能力使得其复燃

时间缩短；随着当量比增大，火焰熄火与复燃时间

缩短，因为燃油流量增大使得燃油分布在燃烧室

内越发分散，同时离心喷嘴供油压力更高，燃油雾

化与掺混性质得到了提高，调高了火焰复燃能力，

同时油气分布改善使得火焰熄灭后新鲜混气的吸

热 自 燃 能 力 提 高 ，因 此 火 焰 熄 灭 与 再 点 火 时 间

缩短。

4 结 论

通过本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总压损失对燃烧室内热态流场结构无影响，

其主要改变具体的速度值大小；在头部高速射流区

存在内、外剪切层，随着流动向下游发展，高速气流

紧贴壁面流动。

（2）火焰结构随着当量比变化存在“V”型火焰、

过渡火焰以及包络火焰三种形态，过渡当量比在 0.6
左右。

（3）热态回流区扩张段扩张角度随总压损失的

增大而减小，最大差值约为 2°；随着当量比先减小后

增大，最大差值约为 1°。
（4）点火过程中存在火焰的熄灭与复燃，复燃火

焰从回流涡附近以三维螺旋方式回传；随总压损失

的增大，火核生成时间延长，火焰传播时间缩短，熄

火复燃时间缩短；随当量比增大，火核生成时间延

长，火焰传播时间先延长后缩短，熄火复燃时间

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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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流作用下气液两相环状流射流液膜的
雾化特性实验研究 *

张海滨，白博峰

（西安交通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 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为了更好地认识横向气流对气液两相环状流射流雾化过程的影响，采用高速摄像等技术，

针对气液两相环状流射流液膜在横向气流中的破碎与雾化特性开展了实验研究。研究发现，气液两相环

状流射流在横流作用下能够实现稳定的雾化，射流液膜的破碎与雾化具有周期性和不连续性特征；查清

了雾化过程中射流液膜存在三种不同的破碎模式：爆式破碎、分段式破碎和环膜破碎，并对每种破碎模

式下的液膜破碎特征进行了研究；结合实验结果统计分析，获得了射流液膜不同破碎模式的动力学条件

和变化规律；同时对环状流射流液膜不同破碎阶段的雾化液滴的粒径分布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三种破

碎模式下，液膜的爆式破碎产生的雾化液滴粒径更小，雾化效果较好，同时提高环状流表观气速和横流

速度也能够促进射流液膜的雾化。

关键词：环状流射流；横流；破碎与雾化；破碎模式；液滴；高速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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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Liquid Film Atomization of
Gas-Liquid Annular Flow Jet in Crossflow

ZHANG Hai-bin，BAI Bo-fe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ultiphase Flow in Power Engineering，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ffects of the crossflow on the atomization of the gas-liquid an‐
nular flow jet，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reakup and atomization of the liquid film of the gas-liquid annular flow
jet in the crossflow were experimentally investigated by using high speed photography technology in the present
work. It is found that the gas-liquid annular flow jet can realize stable atomization in the crossflow，and the break‐
up and atomization of the jet liquid film have the features of periodicity and discontinuity. Three distinct breakup
modes for the annular flow jet liquid film are clarified，namely the burst breakup mode，the segmental breakup
mode and the annular film breakup mod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quid film evolution of the jet for each break‐
up mode are studied. The flow dynamic conditions for different breakup modes of the jet liquid film are obtained
based on experimental statistical analysis. Furthermore，the diameter distributions of the droplets that came from
different breakup stages of the liquid film of the annular flow jets a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quantitatively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among the three breakup modes，the burst breakup of the jet liquid film will produce more 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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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droplets and achieve the best atomization quality. In addition，the increase in the superficial gas velocity of the
annular flow as well as the velocity of the crossflow can also improve the atomiz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annular
flow jet liquid film.

Key words：Annular flow jet； Crossflow； Breakup and atomization； Breakup mode；Droplet；High
speed photography

1 引 言

射流掺混是一种强化射流工质与外部主流体之

间流动与传热的重要方式，在能源、化工及国防领域

热动力推进技术中具有广泛应用，如水冲压及氢氧

能源鱼雷发动机中掺混增质、涡喷发动机进气道射

流预冷、重型燃气轮机加湿、液体燃料燃烧等［1-2］。气

液两相环状流射流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两相流射流，

在横向气流环境中，环状流射流液膜受到内部同向

剪切气流和外部切向气流的共同作用，两股交错气

流作用于液膜内外表面，显著增强液膜的不稳定，从

而强化液膜的破碎与雾化，实现与横向气流的高效

掺混。这一特点使其在相关过程中具有明显应用优

势，如在新型氢氧能源发动机中，通过合理调控射流

工质，将燃烧室壁面冷却和后期射流掺混过程相统

一，使冷却工质经壁面吸热相变从而在掺混室进口

变为气液两相环状流射流，可有效简化射流工质供

应系统，解决常规气液分级多路射流掺混所带来的

结构复杂和效率不高的难题［3］。此外，在湿化燃气轮

机循环系统中，可利用燃气透平出来的部分高温气

体直接与水混合产生气液两相环状流射流来对燃气

进行加湿，或替代二次冷却空气对燃烧室出来的高

温燃气进行掺混以增加做功工质，从而可以有效利

用透平排气与排气余热，降低冷气使用量和压气机

能耗［4-5］。

目前对于射流掺混过程的相关研究主要针对于

圆柱液体射流［6-8］、空心锥形喷雾射流［9-12］、环膜液体

射流［13-14］、气体辅助式动雾化射流［15-18］等。相比上述

射流形式，气液两相环状流射流液膜在横向剪切气

流中的破碎与雾化具有明显特殊性：射流液膜在离开

喷口之前即具有不规则和不稳定性，波动液膜进入外

界横流中以后，在内外两股气流的共同作用下，液膜

不稳定性急剧增强进而实现迅速破碎和雾化。已有

文献中尚缺乏针对横流中气液两相环状流射流雾化

过程的系统研究，导致对环状流射流液膜的破碎与雾

化特性仍缺乏认识，制约了其在工业中的应用。

鉴于目前对气液两相环状流射流在横流中雾化

过程认识的不足，本文采用高速摄像技术，针对横向

气流中气液两相环状流射流液膜的破碎与雾化过程

开展可视化实验研究。首先，证实环状流在横流作

用下可实现较好的雾化；其次，结合机理实验数据和

相关理论，针对气液两相环状流射流液膜在不同流

动状态和横流条件下的破碎与雾化特性进行分析，

查清环状流射流液膜在不同流动条件下的破碎机制

及相应的临界动力学条件；继而结合图像处理技术，

获得不同条件下环状流射流液膜的破碎与雾化过程

中液滴粒径分布特征和规律，进而揭示横向气流中

气液两相环状流射流液膜的破碎和雾化机理和参数

影响规律。

2 实验系统

为了研究横向气流对环状流射流液膜雾化过程

的影响，本文搭建了如图 1所示的实验系统。实验系

统主要包括横流系统和环状流射流系统。在横流系

统中，横流空气由鼓风机（最大流量 1800m3·h-1）提

供，采用变频器（Unimat UT 550，0~5.5kW）控制风机

转速进而调节空气流量。为了提高横流的稳定性并

降低气流湍动强度，空压机出来的气流首先经过整

流段和稳流段而后形成均匀气流进入实验测试段。

横流流速由安装在试验段前的皮托管测速仪测量。

环状流射流工质水由高压小流量叶片泵（扬程 0~
16bar，流量 415~445L/h）提供，采用电磁流量计（量程

0.0071~0.7068m3/h，标准精度为 0.35%）测量水的流

量；环状流中心气体由小型气体螺杆空压机（流量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est system for atomization

process of annular flow jet in cross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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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m3/h）提供，采用质量流量计（量程为 0.05~50Nm3/h，
精度为 1%）测量空气流量；采用针阀调节水和空气的

流量。本实验中，采用内径为 10mm的透明有机玻璃

管作为环状流管道。为了促进环状流的形成，在环

状流管上游设置气液混合器，混合器为同心套管结

构，外管为有机玻璃管，内管为不锈钢结构（内径同

样为 10mm），壁面为蜂窝状孔隙结构，孔隙直径为

0.1mm，外管内径为 50mm。实验进行时，射流工质水

进入混合段环形腔然后经过内管壁蜂窝状孔进入环

状流射流管，空压机出来的空气从有机玻璃管底部

进入，流经混合器内管时携带壁面液膜进入下游环

状流管道，进而可在较短的距离内形成环状流。环

状流射流在实验测试段中与横向气流相互作用并完

成雾化过程。

实验过程中，首先采用普通相机对环状流的宏

观雾化过程进行了拍摄（视场高 180mm，宽 150mm），

其次采用高速摄像技术对环状流射流出口处液膜的

破碎与雾化瞬态过程进行捕捉。在瞬态过程捕捉

时，高速摄影（视场高 65mm，宽 60mm）拍摄频率为 1×
104fps，同步准确度为 1μs，每组工况拍摄时间为 1.5s，
拍摄图像在 i-SPEED Suite后处理软件中进行编辑。

在横向气流场中，影响环状流射流液膜破碎与

雾化的主要因素主要有：环状流表观气速 ug，环状流

表观液速 ul和横流速度 ugc。根据 Mishima和 Ishii［19］
竖直管内两相流流型图，本文选取了环雾状流区内

实验工况参数，具体实验工况见表 1。

采用管内环状流充分发展长度计算公式［20］进行

计算，本文实验工况条件下环状流的充分发展所需

长度为 0.27~1.77m，实验中环状流发展段的长度为

2m，所以本文所有工况均可认为环状流在出口之前

均已充分发展。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3.1 横流作用下环状流射流的宏观雾化特性

气液两相环状流射流在横向气流中的典型宏观

雾化形态如图 2，3所示。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横向

气流作用下环状流射流可以实现稳定的雾化。对比

分析发现，当环状流的表观气速一定时，随着表观液

速的增大，环状流射流液膜的动量增大，其在横流

中的贯穿深度增加，使得射流雾羽铺展面积增大，

雾化效果变好，这在较高的横流速度下更为明显（如

ugc=14.5m/s）。当保持环状流的表观液速不变，较低

表观气速会引起较多大粒径雾化液滴的出现，随着

表观气速的增大，射流贯穿深度增加，使得射流雾羽

铺展面积增大，雾化液滴群呈浓密细雾状分布，雾化

效果显著变好。

对比图 2和图 3可以看出，相同环状流状态下，

当横向气流速度较低时，射流弯曲程度较小，贯穿深

度较大，同时射流液膜的雾化产生的液滴粒径较大；

随着横流速度的增大，横流对射流的影响增强，液膜

破碎距离缩短，射流弯曲程度增大，雾化效果变好。

Fig. 3 Atomization pattern of annular flow jet in crossflow

with ugc=10m/s

Fig. 2 Atomization pattern of annular flow jet in crossflow

with ugc=14.5m/s

Table 1 Test conditions

Parameter
ugc/（m/s）
ug/（m/s）
ul/（m/s）

Value range
4/7/10/14.5
20~70
0.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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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环状流射流液膜的瞬态破碎特性

通过高速摄像技术对横流中环状流射流液膜的

破碎与雾化过程进行了捕捉，实验结果见图 4。实验

中发现，环状流液膜周期性界面波的发展使得环状

流射流液膜的破碎与雾化过程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和

不连续性特征（即相邻两个周期之间存在时间间隔，

在此期间喷口不出现连续液膜，对于单个的液膜破

碎雾化周期，定义喷口处液膜喷出时刻为初始 t0时

刻）。主要原因在于：由于环状流界面波的存在，环

状流液膜厚度、中心气流压力等沿流动方向分布不

均匀。随着界面波的运动，液膜流出喷口以后，由于

液膜内外两侧压力不平衡以及表面张力的作用下，

液膜局部会发生收缩现象，中心气流流通面积减小，

使得收缩位置下方气压增大，促使液膜发生膨胀，当

压力增大到一定程度时液膜发生破碎雾化。喷口附

近的这种瞬时压力波动变化破坏了环状流的稳定

性，压力增大时也阻碍了环状流的向上流动，造成了

环状流孔口出流状态的不连续性，等管口附近压力

降低后，管口上下游压力平衡再一次建立，液膜再次

向上流动。环状流孔口附近的这种非稳态压力波动

过程导致了射流液膜的破碎雾化过程呈现出不连续

性和周期性的特征。此外，通过对比不同工况下的

实验结果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条件下，横流中的环状

流射流液膜的破碎存在三种模式，分别是（1）爆式破

碎模式；（2）分段式破碎模式；（3）环膜破碎模式。

3.2.1 爆式破碎模式

实验中发现，当环状流表观液速较小而表观气

速很大时，中心气流对于液膜有相对较强的挤压与

剪切拖曳作用，液膜厚度较薄。射流液膜喷出以后，

壁面约束消失，中心气流在压力驱动下向外“膨胀”，

同时引起环形液膜呈现爆破式撕裂破碎现象。环状

液膜沿圆周多处同时发生破裂并形成较多细液丝，

液丝在周围气流的作用下再次破碎成小液滴。爆式

破碎模式的形成主要受中心气流的影响，横向气流

的存在会加强迎风侧液膜/液丝的破碎。当射流液膜

发生爆式撕裂破碎后，迎风侧的液丝/液块在横流与

中心气流的共同作用下快速发生二次破碎，而背风

侧由于中心气流对横流的阻碍，该区域内液丝/液块

受横流的影响较小，而是在中心气流的拖曳作用下

向下游运动相对较长的距离才发生再次破碎。整体

而言，爆式破碎的特点是射流液膜持续距离短，液膜

破碎剧烈且空间分布较均匀，雾化液滴粒径较小，没

有明显的大片液膜及其收缩成大液块现象；射流液

膜爆式破碎对应的周期较短。

3.2.2 分段式破碎模式

相对于爆式破碎模式，当环状流的表观液速提高

或者表观气速降低时，射流液膜在喷出以后持续距离

增大，由于液膜的不稳定从而发生腰部收缩现象，收

缩处阻碍了中心气流的流通，使得下方液膜发生膨胀

变形，横流的作用促使迎风侧膨胀液膜首先发生破

碎，进而引起其它部位液膜的破碎，下方膨胀液膜发

生破碎后形成长液丝进而很快破碎成液滴；液膜收缩

导致中心气流对上方液膜的影响减弱，使得上方液

膜易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形成大液块。整体上看，射

流液膜的破碎以收缩处为界呈现分段式的特征，

见图 5。

3.2.3 环膜破碎模式

环膜破碎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射流液膜在孔口喷

出后能够以环形膜的形态向上发展较长一段距离，

液膜没有明显的葫芦状收缩以及液膜膨胀致断现

象，而是在中心气流和外部横流的作用下液膜整体

多处同时发生破碎。环膜破碎模式主要发生在环状

流表观气速和外部横流速度均较低、而环状流表观

液速较大的情况。环膜破碎模式下，横流的作用引

起射流液膜整体发生弯曲变形，并促使迎风面液膜

首先发生破碎，进而横流的作用使得背风侧液膜易

发生膨胀（近似呈口袋式）而破碎。射流液膜破碎后

形成较多的液块/大液滴，横流的存在促进了大液块

的袋式破碎（见图 6）。由于中心气流的作用较弱，迎

风面液膜破碎后的片状液膜易发生收缩而形成较大

液滴/块。靠近喷口附近出现狭长液丝，其形成液滴

粒径较小。整体而言，环膜破碎模式下射流液膜雾

化产生的液滴粒径较大，雾化效果较差。

Fig. 4 Burst breakup mode for liquid film of annular flow

jet in crossflow with ugc=14.5m/s (ul=0.1m/s, ug=70m/s)

Fig. 5 Segmental breakup mode for liquid film of annular

flow jet in crossflow with ugc=14.5m/s (ul=0.3m/s, ug=3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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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工况下环状流射流液膜的破碎过程进一

步分析发现，环状流中心气流与横流动量通量比 Qg和

环状流液膜与横流动量通量比 Ql是影响射流液膜破

碎过程的两个主要因素，上述两个参数的定义如下

Q g =
ρ gu2gr
ρ gu2gc

（1）

Q l =
ρ lu2lr
ρ gu2gc

（2）
式中 ρg和 ρl分别是气相密度和液相密度；ugc为横

流速度；ugr和 ulr分别是环状流中心气流和液膜的真

实速度，根据环状流气液两相流量及液膜的厚度确

定。其中，液膜的厚度采用 Hori等［21］提出的关于竖

直上升管内环状流液膜厚度计算式来计算，即

δ
D
= 0.905Fr0.93g Re0.90sl Fr-0.68l Re-1.45sg （3）

式中 D为环状流圆管内径，δ为环状流液膜厚度，

Frg和 Frl分别是气流和液膜弗劳德数，Resg和 Resl分别

是气流和液膜表观雷诺数。其中，弗劳德数和雷诺

数均基于环状流气液两相的表观速度计算。

研究发现，在横向气流环境中，随 Qg的增大，环

状流射流液膜受到气流剪切作用增强，液膜表面不

稳定性增强，液膜破碎形态逐渐由环膜袋式破碎向

爆式破碎转变，液膜破碎更充分，雾化效果变好。当

环状流中心气流速度一定时，随着 Ql的增大，射流液

膜初始动量增大，液膜受到气流作用相对减小，液膜

在横流中贯穿深度增加，其破碎机制逐渐由爆式破

碎向分段式破碎和环膜袋式破碎过渡，射流雾化效

果变差。通过对比实验结果，基于横流与环状流射

流初始状态条件，得出环状流射流液膜三种破碎机

制对应的参数范围如下，相应区间图见图 7。
（I）环膜袋式破碎：Qg<0.34Ql-4.22
（Ⅱ）分段式破碎：0.34Ql-4.22<Qg<1.53Ql+1.28
（Ⅲ）爆式破碎：Qg>1.53Ql+1.28

3.3 环状流射流雾化粒径分析

由于环状流射流液膜破碎过程具有周期性，且

在空间内雾化液滴分布不均匀。采用马尔文粒度仪

测量方式不能很好地分析空间内粒径分布信息，因

此本文研究基于高速相机捕捉瞬态图像并采用自编

程的方法对一个周期内环状流射流液膜破碎后期的

液滴分布进行后处理分析。

图 8左侧图为高速摄影获得的环状流射流液膜雾

化液滴场原始图像，将原图进行提高分辨率、降低信

噪比、提高亮度和对比度等处理，可以得到液滴与背

景对比明显的后处理图像。将处理后的图片导入 Im‐
age Pro Plus专业软件，读取液滴面积，采用等效粒径

对雾化流场中读取的液滴表面积进行表征，进而得到

雾化液滴等量球体直径。为了降低误差，对同一种工

况下多个周期内的射流雾化结果进行处理并统计分

析。需要说明的是，图像处理中单像素点大小约为

30μm2，对于小于单像素尺寸大小的液滴在图像中均

以单个像素点显示，因而本文对这类小雾滴不再细分

粒径大小，主要对大于单像素尺度的液滴粒径进行定

量分组统计分析。另外，由于光的衍射效应仅对亚微

米量级液滴粒径的分析有较大影响，而本文主要针对

十微米以上量级的液滴进行统计对比分析，因而衍射

效应对于本文处理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

Fig. 6 Annular film breakup mode for annular flow jet in

crossflow ugc=14.5m/s (ul=0.3m/s, ug=15m/s)

Fig. 8 Image process of atomized droplet of annular flow jet

in crossflow (left: original image; right: processed image)

Fig. 7 Breakup pattern distribution of liquid film for

annular flow jet in cross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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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状流射流液膜的破碎可分为三个阶段。首

先，在横向气流与中心气核的作用下环状流射流液

膜首先发生破裂，形成多个不连续液膜、大液块及液

丝，如图 9（a）。然后，在横流及中心气核作用下，射

流液膜被完全撕裂，并和大液块/液丝一起在表面张

力作用下收缩形成离散大液滴群，如图 9（b）。之后

在横流的作用下，大液滴发生进一步破碎形成粒径

更小的雾化液滴，如图 9（c）和 9（d）所示。根据环状

流射流液膜破碎过程，定义喷口液膜断裂时，自出口

至初始液膜运动最高点范围内液滴群和液丝/块存在

的区域为环状流射流一次破碎区域；定义液膜破碎

末期流场中基本不存在大液块/丝及液膜时出口的下

游区域为二次破碎液滴区域。

3.3.1 射流液膜一次破碎液滴粒径分布

图 10给出了典型的环状流射流三种不同破碎模

式下液膜一次破碎后雾化液滴粒径分布比例直方图。

从图中可以发现，对于图中工况对应的三种破碎模

式，爆式破碎模式下形成的雾化液滴粒径较小，绝大

多数液滴粒径分布在 400μm以下，且基本没有>1mm
的液滴；在分段式破碎模式下，粒径在 400μm以下的

液滴占比明显减小，且出现了较多>1mm的大液滴；而

对于环膜式破碎模式，液膜破碎后形成的 400μm粒径

以下小液滴占比进一步减小，同时液膜在破碎后形成

了较多的大液滴甚至大液块（≥2mm）。根据图中结果

可以看出，三种破碎模式下，液膜发生爆式破碎时雾

化效果最好，分段式破碎模式次之，而环膜式破碎模

式下射流液膜的雾化效果最差。

图 11给出了不同 Qg和 Ql条件下环状流射流雾化

粒径概率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当 Ql相近时，随

着 Qg的增大，中心气核对液膜的剪切作用增强，液膜

破碎更加充分，整个流场中小粒径液滴所占的比例

显著增大，整体雾化液滴粒径较小，雾化效果变好。

当 Qg相近而随着 Ql逐渐增大，中心气核与横向气流

对液膜的剪切作用减弱，液膜初始动量增大，流场中

液膜流量增大，环状液膜贯穿深度和持续高度增加，

流场中大液滴比例逐渐增加，整体雾化效果变差。

3.3.2 射流液膜二次破碎液滴粒径分布

为了定性分析不同参数条件对环状流射流液膜

破碎雾化效果的影响，本文采用索太尔平均直径

（Sauter mean diameter，D32）对射流液膜的二次雾化液

Fig. 9 Atomization process of annular flow jet in crossflow

Fig. 10 Droplet size distributions of first stage of breakup

of liquid film for different breakup modes of annular flow jet

in cross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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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粒径进行了统计分析。D32计算式如下

D 32 =∑d3

∑d2
（4）

式中 d为单个液滴等效球体直径，本文中采用

Image Pro Plus软件获取雾化场中单个颗粒（液滴）表

面积作为等效球体的表面积，从而求出单个液滴所

对应的等效球体直径。

图 12给出了不同环状流状态和不同横流速度下

环状流射流雾化液滴粒径 D32分布。从图 12（a）中可

以看出，当横流速度一定时，随着环状流表观气速的

增大，中心气核对液膜的气动剪切作用增强，液膜破

碎更加充分，环状流射流雾化液滴 D32逐渐减小；而随

着环状流表观液速的增大，射流雾化液滴 D32逐渐增

大。对比图 12（b）中不同横流速度下环状流射流雾

化液滴的 D32分布，可以看出在相同环状流射流状态

下，横流速度的增大加剧了其对液膜表面的剪切作

用，使得射流雾化液滴粒径减小，射流雾化效果增

强，同样也可以看出，环状流表观气速的提高有利于

促进射流液膜的雾化，而表观液速的提高会导致雾

化液滴粒径增加。

4 结 论

本文采用可视化测量技术针对横流作用下气液

两相环状流射流液膜的破碎与雾化特性开展了实验

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气液两相环状流射流在横向气流中可以实

现稳定的雾化，提高环状流表观气速和表观液速可

以增大射流雾羽面积，这在较大的横流速度时更为

明显。横流速度的增大可以改善雾化效果但同时降

低射流的贯穿深度。

（2）横流作用下环状流射流液膜存在三种不同

破碎模式：环膜袋式破碎、分段式破碎和爆式破碎。

保持环状流液膜与横流动量比不变，逐步提升环状

流中心气流与横流的动量比，射流液膜的破碎机制

将由环膜袋式破碎向爆式破碎转变，雾化效果逐渐

变好。

（3）在三种环状流射流破碎模式中，爆式破碎形

成的液滴粒径最小，分段式破碎次之，环膜袋式破碎

产生的平均液滴粒径最大。提高环状流表观气速和

横流速度均能促进射流液膜的破碎与雾化，提升射

流雾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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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盘腔轴向通流的压降和温升数值研究 *

高齐宏，张靖周，谭晓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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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获得旋转雷诺数对盘腔轴向通流温升和压降的影响，对轴向通流雷诺数Rex恒定为 1.0×
105，旋转雷诺数Reω=0~5.31×106、绝热边界下的流动进行了数值模拟，从流场特征、盘面绝热温升以及

轴向通流压降和温升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旋转雷诺数对于盘腔内部和轴向通流的流动均

具有显著影响；尽管是绝热盘面，但是由于高速旋转的黏性耗散作用引发盘腔内气流的温升，由温度差

引起的浮升力对于盘腔内流动和盘面温度分布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随旋转雷诺数增大，轴向通流出

口温度相对进口温度的温升急剧增大，在旋转雷诺数<2.5×106时，轴向通流相对温升系数在 0.01以内，

当旋转雷诺数>4.5×106时，轴向通流相对温升系数达到0.0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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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tudy on Pressure Drop and Temperature Rise of
an Axial Throughflow Passing Through Rotating Cavity

GAO Qi-hong，ZHANG Jing-zhou，TAN Xiao-ming
（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To demonstrate the effects of rotational Reynolds number（Reω）on the pressure drop and temper‐
ature rise of an axial throughflow passing through rotating cavity，a series of numerical simulations were per‐
formed under a fixed axial throughflow Reynolds number Rex=1.0×105，rotational Reynolds number between 0
and 5.31×106 in adiabatic thermal boundary condition. The detailed flow fields，the adiabatic temperature rise on
rotating disks，as well as the pressure drop and temperature rise of an axial throughflow were analyzed. The re‐
sults show that the rotational Reynolds number affects the flow fields significantly，both inside the rotating cavity
and inside the axial throughflow path. Although the disk is thermally adiabatic，the centrifugal-buoyancy force
caused by temperature rise is not to be ignored due to the viscous dissipation effect，which affects the flow insta‐
ble and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As the rotational Reynolds number increases，the absolute temperature rise with
respect to the axial throughflow inlet increased rapidly. When the rotational Reynolds number is less than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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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旋转盘腔是航空发动机空气系统中的典型结

构，包括转静盘腔、共转盘腔和反转盘腔等，由于旋

转诱导的离心力、哥氏力和惯性力的综合作用，其间

还往往伴随有轴向、径向甚至多向的进出流，导致盘

腔内部的流动换热极其复杂，对部件冷却、封严和发

动机性能等有直接的影响［1］。其中，从压气机级间提

取的冷却空气在盘轴间的流动问题可以抽象为旋转

盘腔轴向通流，如图 1所示，受到旋转盘的泵吸作用

和风阻加热效应，轴向通流流经高速旋转的共转盘

腔会产生一定的温升和压降，进而影响冷却空气的

品质。

国内外学者针对轴向通流旋转盘腔进行过大量

的理论和实验研究。Farthing等［2-3］对低转速下的等

温旋转盘腔内部流动和换热进行了实验研究，研究

表明，在静止的盘腔内形成较为规则的串列回流结

构，而在旋转情形下，盘腔内部的流动结构则呈现出

显著的非对称性。Long［4］指出影响传热的两个机制，

其一，浮升力诱导的对流导致盘腔流动的不稳定性；

其二，中心处的通流缘于涡结构的破碎影响对低半

径处的换热。Bohn等［5］对轴向通流盘腔进行了流场

显示实验，田淑青等［6-7］通过数值模拟分析了旋转盘

腔内的流动不稳定，惯性力、哥氏力、离心力对盘腔

流动换热的影响，认为离心浮升力是盘腔内流动不

稳定的主要原因。Bohn等［8］和 Owen等［9］对低转速下

的旋转盘腔进行了实验研究，认为在浮升力作用下

形成正向涡和反向涡结构，并探究了流量、转速等不

同因素对盘腔内流动结构的影响。Long等［10-11］实验

研究了多级盘腔存在轴向通流时的换热，指出在低

半径区域轴向惯性力占主导作用，而在高半径区域

浮力占主导作用。近期，Gunther等［12］以高压压缩系

统中的二次空气流为对象，对几种典型流动方式下

的换热进行了实验研究，曹楠等［13］对轴向通流旋转

盘腔换热特性进行了实验研究，郭隽等［14］通过数值

模拟研究了轴向通流旋转盘腔流动换热，细致分析

了流动不稳定性与旋转雷诺数间的关系，侯晓亭

等［15］数值研究了翅片式减涡器安装高度对于共转盘

腔减阻特性的影响轴向通流旋转盘腔流动换热，细

致分析了流动不稳定性与旋转雷诺数间的关系。

由于旋转盘的高速旋转，摩擦效应形成的耗散

热使转盘边界层内气流温度升高，进而影响冷却空

气在流通过程中的温变，这一问题也引起研究人员

的关注［16］。Coren等［17］实验研究了光滑壁面转动盘

的风阻损失，Haaser等［18］通过实验研究了涡轮盘缘空

腔中的风阻温升和入侵现象，张达等［19-20］、Luo等［21］

和 Tao等［22］对自由盘和转-静盘腔的风阻扭矩特性、

转盘扭矩以及壁面温升开展了系统的实验研究，并

结合数值模拟方法对其流场特征和影响机制进行了

阐述。

对于压缩系统冷却空气引气而言，旋转盘腔轴

向通流不仅存在显著的压降，同时也会产生明显的

温升，从而对于空气系统的热分析和设计带来影响。

现有的研究更多地关注盘腔内部的流动换热问题，

对轴向通流的温升和压降影响规律的认识还需要完

善。鉴于旋转盘的黏性耗散效应在高的旋转速度下

才能充分体现，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其开展研究

是一个有效的手段［23-24］。本文以图 1所示的物理问

题为对象，采用数值模拟系统研究旋转雷诺数对于

轴向通流温升和压降的影响。

2 计算模型和计算方法

针对图 1所示的物理模型，提取一个旋转盘腔建

立 简 化 的 计 算 模 型 ，如 图 2 所 示 。 盘 腔 半 径 b=
200mm，旋转轴半径 ri=60mm，上下游盘间距 s=40mm
或间隙比 G=s/b=0.2。轴向通流采用环形通道进气，

环形通道间距 δ=9mm，在上游盘前方的通道长度取

为 75mm，考虑到高转速下盘腔出口处会产生回流现

象，为保证出口流动不受盘腔内流动的影响，将下游

盘后方的通道长度延伸为 200mm。

采用以角速度 ω稳定旋转的坐标系在稳态条件

下进行求解，同时考虑黏性耗散的影响，在旋转系下

定常、可压缩湍流控制方程的形式为

∇ ⋅ ρv r = 0 （1）
∇ ⋅ ( ρv r v r ) + ρ (2ω × v r + ω × ω × r ) = -∇p +
∇ ⋅ τ + F

（2）

Fig. 1 Rotating-cavity with axial through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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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ρv rH r ) = ∇ ⋅ ( k∇T + τ ⋅ v r ) （3）
式中 v r为相对速度，τ为黏性应力。动量方程中

包含两个附加项，即科里奥利加速度项 (2ω × v r )及
向心加速度项 (ω × ω × r )。由于局部温度的变化

和局部压力的变化会引起密度的变化，从而产生浮

力，因此引入离心浮升力项 ( ρ0 - ρ )(ω × ω × r )，ρ0
为参考密度，认为密度差是流体体积膨胀系数的线

性函数，即 ( ρ - ρ0 ) = ρ0 βΔT，则离心浮升力项变为

ρ0 βΔT (ω × ω × r )。 能 量 方 程 采 用 相 对 总 焓 H r，

(τ ⋅ v r )项为黏性耗散带来的能量输运。

相应的边界条件为：

旋转盘给定旋转角速度 ω，旋转雷诺数定义为

Reω = ρωb
2

μ
（4）

式中 ρ和 μ分别为气流的参考密度和黏性系数，

给定参考压力和温度分别为 139.5kPa和 298K。
轴向通流进口为速度进口，进口温度为 298K，进

口雷诺数定义为

Rex = ρu indhμ
（5）

式中 uin为轴向流的进口速度，dh为轴向通流流道

的当量直径。

通 道 出 口 设 为 压 力 出 口 ，出 口 压 力 设 为 pout=
139.5kPa。所有的固体壁面均定义为无滑移速度条

件和绝热边界。

本 文 研 究 中 ，轴 向 进 气 雷 诺 数（Rex）恒 定 为

1.0×105，旋转雷诺数 Reω=0~5.31×106。
采用计算流体软件 ANSYS Fluent进行可压缩

流-雷诺时均 N-S三维求解。计算网格采用结构化

网格，在固体壁面处划分了边界层网格，第一层网格

布置在距壁面 0.04mm的位置，以 1.1~1.2的比率增

加。为了保证计算网格的无关性，预先进行了多套

网格的对比分析，图 3为网格数目对进出口压降计算

结果的影响，可以认为当网格数超过 194万时满足网

格独立性验证条件，最终数值模拟中选取的网格数

目为 210万左右。

计算中，将空气视为理想气体，其黏度和导热

率根据 Sutherland公式进行计算。当相对残差 <1×
10-5，认为计算收敛。

压力速度耦合采用 SIMPLE算法，压力项离散采

用 PRESTO格式，扩散项采用二阶迎风格式，对流项

采用三阶精度截差的 QUICK格式。为了确定相对较

好的湍流模型，以 Bohn等［5］的实验模型测试结果进

行算例验证，图 4分别为几种两方程湍流模型在上下

游盘的平均努塞尔数沿径向分布计算结果与 Bohn
等［5］实验结果的比较。可以看出，除了紧邻盘腔近轴

和盘缘区之外，几种湍流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与实

验数据均较为吻合，其中 RNG k-ε湍流模型相对较

优，近壁面区域采用增强壁面函数进行湍流模化。

3 计算结果与分析

3.1 流场特征

图 5是几种不同转速下盘腔中心截面、x-y和 x-z

平面上的流动结构，取旋转坐标系下的相对速度作

图。可见，存在轴向通流旋转盘腔内部的流动具有

显著的流动不稳定，它受到惯性力、哥氏力和离心力

的共同作用，变化规律极其复杂。

当 Reω=0时，即旋转速度为 0，从图 5（a）可以看

Fig. 3 Grid independence test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computation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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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轴向通流流经盘腔形成突扩-收缩流动，从而在

盘腔内部诱导出大尺度的回流结构，在临近盘罩的

上、下游盘附近形成小尺度的二次漩涡。

随着旋转速度的增加，盘腔内的流线发生显著

的变形，当 Reω=5×104时，由图 5（b）可见，转速的增大

造成了高半径处二次漩涡的结构扩大，轴向流动诱

导性涡仍然在盘腔中占据大部分位置，高半径处哥

氏力的增加及其诱导的流动迫使其涡核相对于静止

情形向下游盘低半径处移动，中心截面处流线从高

半径处的相对旋转盘的逆向流动，随半径减小逐渐

发展为相对旋转盘的正向流动，体现出低半径处惯

性力的主导机制，导致流线发生偏转。

当旋转雷诺数增大至 Reω=1.06×105时，如图 5（c）
所示，高半径处产生数个正向涡结构，当 Reω=3.54×105，
正向涡对数量有所减少但尺度增大，如图 5（d）所示。

这是由于正漩涡靠近盘罩部分气流的切向速度为

正，哥氏力方向指向盘罩；而正漩涡中靠近圆心部分

的气体切向速度为负，哥氏力方向指向圆心。当旋

转雷诺数增大，哥氏力的径向分量与该切向速度成

正比，因此在径向哥氏力作用下正漩涡结构呈现扩

大的趋势，并引起相邻涡的融合。同时，也可以清晰

地看出，轴向流动诱导性涡被压迫在邻近盘轴的低

半径区域。

继续增大旋转雷诺数，轴向通流引起的诱导性涡

结构随转速增大逐渐减小直至完全消失，如图 5（e）所

示，轴向通流引起的惯性作用在高转速下影响较小。

在中心截面处，高半径处的正漩涡结构也逐渐消失，

这是由于当转速进一步扩大，正向涡气流中沿半径

方向向盘缘运动的气流部分虽然仍然含有较高的正

向径向速度，但当转速继续提高，径向速度与高转速

下的相对切向速度相比逐渐减小，最终该处气体难

以继续穿透主流形成正漩涡。正漩涡逐渐分解成更

Fig. 4 Validation of turbulence models

Fig. 5 Streamlines inside rotating cavity

2065



推 进 技 术 2021 年

高半径处的较小的正向涡，边缘处气流与主流融合。

在高旋转雷诺数情况下，由于腔内流体的径向速度

相对于切向速度数值很小，流线偏转程度得以改善。

从图中也可以看出旋转盘对于轴向通流的作

用，在较小的旋转雷诺数下，轴向通流流道中的流线

（除旋转盘低端进口环面附近）几乎不发生偏转，如

图 5（a）~（d）所 示 ，但 是 当 旋 转 雷 诺 数 达 到 Reω =
1.77×106时，如图 5（e）所示，高速旋转盘导致轴向通

流的流线发生明显的偏转，环形通道内流体速度分

布在周向上变得极不均匀，部分气体被加速卷吸进

入盘腔，再从周向其它位置返回主流通道。

尽管本文针对的是绝热盘面，但是由于高速旋

转的黏性耗散作用，浮升力对于盘腔内流动不稳定

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图 6为不同转速下盘腔中

心截面上的静温分布云图，在相对较低的旋转雷诺数

下，如图 6（a）和图 6（b）所示，盘腔中心截面上的气流

温度差异很小，但是在高旋转雷诺数下，如图 6（c）~
图 6（e）所示，盘腔中心截面上的气流温度差异可以

达到 10K以上，绝热盘腔中由于黏性耗散造成的盘面

温度升高，在高转速下该温度与主流间温差形成的

浮升力作用已经不可忽略，对温度分布以及流场分

布都有较大影响，上述结果与文献［6，14］研究的非

等温腔中浮升力作用下的流场分布有着较大的一致

性。一般认为，离心浮升力的大小与旋转格拉晓夫

数 Grω有关，它与二次方转速和驱动温差成正比。浮

升力是由盘面温度与主流温度间的驱动温差导致

的，在浮升力作用下主流冷气径向速度提高，继而与

旋转盘腔中的惯性力、哥氏力和离心力相耦合，进一

步影响流动不稳定及温度场分布。

从图 7的环形通道轴向通流温度分布云图可以

看出高速旋转引起的黏性耗散热对环形通道轴向通

流温度的影响，在高旋转雷诺数下，环形通道内轴向

通流在周向存在局部温升现象，温度升高的部位即

为流线图中气体径向出流的部分。

3.2 盘面绝热温升

本节着重分析绝热盘表面由于黏性耗散造成的

温升效应，研究旋转雷诺数对转盘绝热温升的作用

规律。

图 8为旋转雷诺数 Reω在 1.06×106和 2.3×106范围

内壁面平均绝热温升 ΔT aw = -T aw，r - T in在转盘径向上

的分布规律，可以看出，无论是上游盘还是下游盘，

壁面绝热温度均沿径向呈现单调增加的趋势，在

Reω=1.06×106时，转盘上的平均绝热温升在 4K以内，

因此在低于该旋转雷诺数时，黏性耗散效应较弱，

导致盘腔中心截面上的气流温度差异很小（见图 6（a）
和（b））；随着旋转雷诺数的增加，黏性耗散的影响显

Fig. 6 Temperature contours in mid-axial plane at

different rotational Reynolds 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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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尤其在转盘高半径位置处的壁面平均绝热温升显

著提高，见图 9所示，壁面绝热温升高的局部区域与盘

腔中心截面上气流温度分布相对应（见图 6（c））；当

Reω=2.30×106时，在外罩半径处的局部壁面平均绝热

温升可以接近 24K。
图 10为旋转雷诺数 Reω=2.66×106~5.31×106时壁

面平均绝热温升在转盘径向上的分布规律，与图 8对
照，在更高的旋转雷诺数下，壁面平均绝热温升在转

盘径向上的分布规律发生显著的变化。当旋转雷诺

数继续增大时，壁面平均绝热温升有降低的可能趋

势，如 Reω=2.66×106和 Reω=3.54×106与 Reω=2.3×106时
的情形相比，在低半径处的盘面绝热温升有所增大，

但在高半径处的盘面绝热温升却有减小，因而盘面

平均绝热温升沿径向的分布趋于平坦。随着旋转雷

诺数进一步增加，壁面绝热温升增加，沿径向呈现非

单调的变化趋势。

从热量传递的视角，当转盘高速旋转时，由于摩

擦造成的黏性耗散导致贴近旋转壁面的边界层内气

流温度升高，从而造成了该处绝热壁面的壁面温度

升高，部分热量又随着气流的流动传递到盘腔内的

其它位置。旋转雷诺数的增加，一方面增强了旋转

Fig. 8 Adiabatic wall temperature rise at rotating disks

under 1.06×106≤ Reω≤2.3×106

Fig. 9 Local adiabatic wall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at rotating disks under Reω=1.77×106

Fig. 7 Temperature contours in axial throughflow path

at different rotational Reynolds 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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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对于气流的摩擦黏性生热，但另一方面，也增强了

对轴向通流的泵吸以及盘腔内部的旋流。两种因素

对于旋转盘绝热表面温度分布往往呈现相反的作用

机制，因此使得旋转盘绝热表面温度分布随着旋转

雷诺数的增加呈现出复杂的变化趋势。

3.3 轴向通流压降和温变

轴向通流流经旋转盘腔，由于惯性力、哥氏力和

离心浮升力形成的漩涡结构是造成其流动压力损失

的主要原因；同时旋转盘的黏性耗散效应也导致轴

向通流的温度变化，本节对轴向通流压降和温变规

律进行分析。

定义轴向通流压降系数和温升系数分别为

K p = -2 ( p out - p in ) / ( ρu2in ) （6）
θ t = (T out - T in ) /T in （7）

式中 pout-pin取轴向通流进出口处的静压之差，取

上游盘位置 y-z截面为压力进口取值处；取下游盘后

方通道 80mm位置 y-z截面为压力出口取值处。uin和

Tin分别为轴向通流进口速度和静温温度。

图 11为轴向通流压降系数随旋转雷诺数的变化

规律，随旋转雷诺数增大，轴向通流压降系数以近似

线性的比例增高，在本文的研究参数下，归纳出如式

（8）所示的轴向通流压降系数随旋转雷诺数变化的

经验关系式，拟合精度偏差<5%。

K p = 7.48 × 10-4Re0.53ω （8）
图 12给出旋转雷诺数对轴向通流绝对温升和温

升系数的影响，随旋转雷诺数增大，轴向通流出口温

度相对进口温度的温升急剧增大，在旋转雷诺数

<2.5×106时，轴向通流的绝对温升在 3K以内，当旋转

雷诺数>4.5×106时，轴向通流的绝对温升达到 10K以

上。在本文的研究参数下，归纳出如式（9）所示的轴

向通流相对温升系数随旋转雷诺数变化的经验关系

式，拟合精度偏差<2%。

θ t = 6.9 × 10-16Re2.06ω （9）

Fig. 12 Influence of rotational Reynolds number on

temperature rise of axial throughflow

Fig. 11 Influence of rotational Reynolds number on

pressure drop coefficient of axial throughflow

Fig. 10 Adiabatic wall temperature rise at rotating disks

under 2.66×106≤Reω≤5.3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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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本文利用旋转坐标系对旋转盘腔轴向通流的压

降和温升进行了数值模拟，得出了以下结论：

（1）旋转雷诺数对于盘腔内部的流场具有显著

影响，随着旋转雷诺数增加，轴向流动诱导性涡被压

迫在邻近盘轴的低半径区域，逐渐减小甚至趋于消

失。在较小的旋转雷诺数下，除旋转盘低端进口环

面之外的轴向通流流道中的流线几乎不发生偏转，

但是当旋转雷诺数达到 1.77×106时，高速旋转盘导致

轴向通流的流线发生明显的偏转，环形通道内流体

速度分布在周向上变得极不均匀。

（2）尽管是绝热盘面，但是由于高速旋转的黏

性耗散作用，引发盘腔内气流以及轴向通流的温

升，浮升力对于盘腔内流动不稳定和盘面温度分布

不均匀性的影响也不可忽略。随旋转雷诺数增大，

轴向通流出口温度相对进口温度的温升急剧增大，

在本文的参数范围内，在旋转雷诺数<2.5×106时，轴

向 通 流 的 绝 对 温 升 在 3K 以 内 ，相 对 温 升 系 数 在

0.01以内；当旋转雷诺数>4.5×106时，轴向通流的绝

对 温 升 达 到 10K 以 上 ，相 对 温 升 系 数 达 到 0.04
以上。

（3）在轴向通流流经旋转盘腔流动过程中，压力

损失主要是由惯性力、哥氏力和离心浮升力形成的

复杂漩涡结构造成的。随旋转雷诺数增大，轴向通

流压降系数以近似线性的比例增高，在本文的参数

范围内，轴向通流压降系数与 Re0.529ω 相关。

致 谢：感谢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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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级大子午扩张涡轮非定常流动和传热特性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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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子午扩张涡轮端壁会产生复杂的二次流动和较强的热负荷。为了探究其二次流与热负荷

之间的关系并深入了解非定常流动和传热特性，采用几何约化法，对 1.5级大子午扩张涡轮进行数值模

拟。计算结果表明：大子午扩张涡轮上通道涡尺度较大且位置发生改变，沿径向向下移动约20%叶高；

第一级静叶 （S1） 尾迹使第一级动叶 （R1） 产生强非定常性；第一级动叶 （R1） 出口泄漏涡、通道涡

和尾迹是造成第二级静叶（S2）流动和传热非定常性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涡轮；非定常流动；二次流；传热特性；数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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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Unsteady Flow and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of 1.5 Stage Large Meridian Expansion Turbine

MA Guo-jun，MENG Fu-sheng，SONG Yi-kang，DU Yu-feng，GAO Jie
（College of Power and Energy Engineering，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Harbin 150001，China）

Abstract：The large meridional expansion turbine produces complex secondary flows and strong heat load
in the blade endwall region.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condary flow and heat load，and to fur‐
ther understand the unsteady flow and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the Domain Sca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imu‐
late the 1.5 stage large meridian expansion turbine.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ze of passage vortex on
the large meridian expansion turbine is larger and the position changes，and it moves downward by about 20%
blade height in the radial direction. The first stator vane S1 wake makes the first rotor blade R1 highly unsteady.
The leakage vortex，passage vortex and wake at R1 exit are the main factors causing the unsteady flow and heat
transfer of the second stator vane S2.

Key words： Turbine；Unsteady flow；Secondary flow；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Numerical simula‐
tion

1 引 言

船舶燃气轮机低压涡轮的转速较低，为促使低

压涡轮保持较高效率运行，就必须提高低压涡轮的

切线速度［1］。为此，设计者尽可能设计带有大扩张角

的低压涡轮，即大子午扩张涡轮，而大子午扩张却会

导致端壁产生强烈的二次流和流动分离。 Sharma
等［2］估计端壁二次流损失占总损失 30%~50%。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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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3］估计端壁边界层损失可占端壁总损失的 2/3。
有效地组织涡轮内部流动，必须对二次流成因

及结构有详细的了解。目前针对大子午扩张涡轮的

研究多是以减弱和控制内部二次流损失，提高气动

性能为目的。唐洪飞等［4-7］对大子午扩张涡轮过渡

段、根部型线进行了研究，对某型涡轮进行全三维数

值模拟，结果表明，优化子午型线能够提高气动性

能；优化根部型线可以减弱甚至消除顶部来流分离。

孟福生等［8］通过气动实验表明，大子午扩张涡轮的端

壁曲率影响近端壁叶片压强分布，优化端壁曲率可

以改善流动状态。Norris等［9-10］的实验和数值模拟研

究表明，涡轮过渡段的扩散速率和上游尾流的强度

对二次流旋涡的结构和大小都有显著影响。

实际上，涡轮端壁的热负荷分布也会受到二次

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端壁二次流与热负荷之间

相互关系进行分析。Lynch等［11］采用油流展示了端

壁典型的二次流结构，同时得到其传热特征。Laveau
等［12］通过实验与数值模拟对比，分析了二次流结构

在通道中的迁移与端壁热负荷之间的关系。孟福生

等［13］研究大子午扩张涡轮中的流动和传热特性，发

现端壁形成的高传热区受到马蹄涡和通道涡的强烈

影响。

根据以上总结，国内外对大子午扩张涡轮气动

和传热的数值研究多是基于定常分析。然而，由于

转/静叶片的相对运动，涡轮流场具有明显的非定常

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大子午扩张涡轮中二次流的输

运过程、端壁热负荷的非定常效应、二次流与热负荷

的相互作用关系等不甚清楚。因此，基于非定常条件

下分析大子午扩张涡轮的气动和传热特性很有必要。

2 计算模型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对象为 1.5级大子午扩张涡轮（S1，R1，
S2）。其中，S2的流道子午特征为大扩张型，如图 1所
示，S2轮缘平均扩张角为 22°，轮毂平均扩张角为 7°，
轮缘的子午线扩张比轮毂更剧烈。该 1.5级涡轮设

计参数详见参考文献［13］。

2.2 数值方法

本文算例所采用的网格如图 2所示，采用商业软

件 NUMECA中 Autogrid5模块生成结构化网格。网格

采用 O4H拓扑结构，叶片周围一圈为 O型拓扑，其余

为 H型拓扑，网格质量良好。第一层网格厚度 1μm，

根据 Montomoli等［14］研究论证，20层网格可以较好地

预测热负荷分布，所以本文算例边界层取 20层。

网格尺寸敏感性分析直接涉及到计算结果的误

差，甚至决定了结果的合理性。本文对叶片网格节

点数与损失系数和上端壁热流密度的关系展开研

究。当网格总数增大至 3.32×106时，损失系数降低约

0.02％，上端壁热流密度降低约 0.6％。因此，本文算

例网格总数取 3321720。
由于 SST模型结合了 k-ω模型对逆压梯度流动

模拟精度较高和 k-ε模型对湍流初始参数不敏感的

优点，不仅能够对各种来流进行准确预测，还可以在

各种压力梯度下准确地模拟分离现象，因此本文算

例采用该湍流模型。经过计算，除叶片前缘极小区

域外，叶片表面 Y+<1，满足湍流模型要求。

数值计算采用商业软件 ANSYS CFX 17.0，使用

时间推进法求解三维定常雷诺平均 N-S方程组。进

口边界条件给定总温、总压，进口轴向进气；出口给

定静压值，出口轴向出气；动静叶交界面采用瞬时转/
静交界面；燃气与叶片表面温比 1.5，给定叶片表面为

等温壁面。非定常计算采用 Domain scaling（几何约

化）法［15］，在保证叶片稠度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减小

或增大叶片数，保证周向非定常相位的一致性。该

1.5级大子午扩张涡轮 S1，R1，S2初始叶片数分别为

40，86，45，分别调整为 40，80，40，计算域的叶片数简

化为 1：2：1，同时对 R1进行缩放保证稠度不变。

2.3 气动与传热实验验证

鉴于国内外关于大子午扩张涡轮的实验研究数

据较少，采用牛津大学 Qureshi等［16］实验得到的 MT1
涡轮导叶气动和传热性能数据来验证本文数值方法

的准确性。

Fig. 1 Meridional passage of 1.5 stage large meridian

expansion turbine

Fig. 2 Mesh of the computational domain of 1.5 stage large

meridian expansion turbine

2072



1.5 级大子午扩张涡轮非定常流动和传热特性分析第 42 卷 第 9 期

图 3和图 4分别为 90％叶高的等熵马赫数 Ma和

端壁努赛尔数 Nu与当前实验数据的比较（c为轴向弦

长）。图 3可以看出导叶压力面侧数值模拟和实验结

果匹配良好，吸力面侧略有差别，这是数值模拟给定

的均匀入口总压进口条件导致。图 4中由于流动滞

止，数值模拟显示 0，1轴向位置处 Nu数突增，然而实

验结果却并没有那么大涨幅。总的来说，数值模拟

与实验结果在曲线中部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且平

均误差为 8.62％，仍在传热实验误差允许范围内，上

端壁 Nu数分布的数值模拟与实验结果基本吻合。

从以上两方面验证结果来看，本文所采用的数

值方法可以较准确地预测出上端壁的气动和传热

特性。

3 计算结果分析

表 1中对比了不同计算方法下得到的涡轮参数。

从表中可以看出，定常值与约化定常值在流量、损失

系数、上端壁热流密度方面相差无几，表明采用叶片

约化对计算不造成影响。而约化定常与约化非定常

参数差别较大，这表明对于该 1.5级涡轮，仅仅研究

定常状态下参数分布规律是不够的，对其非定常性

能展开研究很有必要。

3.1 约化定常流动分析

图 5为采用 Q准则展示的 S2旋涡结构。Q准则

定义为

S ij = 12 ( ∂ui∂xj -
∂uj
∂xi ) （1）

Ω ij = 12 ( ∂ui∂xj +
∂uj
∂xi ) （2）

Q = 12 ( Ω 2 -  S2 ) （3）
式中 u，v，w分别是 x，y，z方向上的速度。旋涡采

用相对总压损失系数表示，相对总压系数定义为

Yp = p̄ t,in - p t
p̄ t,in - p̄ s,out （4）

式中 p̄ t，in 是平均进口相对总压，p t是当地相对总

压，p̄ s，out是平均出口静压。

从图 5中可以清晰观察到通道涡、脱落涡等结

构，下面将对 S2旋涡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具体分析。

为了反映 S2上端壁流体团的运动，给出了上端

壁极限流线分布，如图 6所示。静叶前缘处形成驻

点，由该点分出马蹄涡分离线，吸力面分支（HVss）绕

过前缘，在横向压力梯度作用下被压回吸力面，压力

面分支（HVps）穿过叶栅通道打到相邻叶片吸力面，与

其吸力面分支交汇。马蹄涡压力面分支不断卷吸端

壁边界层内低能流体向相邻叶片吸力面运动，至交

汇处与吸力面分支汇合，形成上通道涡，继续向下游

Fig. 5 Vortex structures of S2 by isosurface of Q-criterion

in steady simulation, colored with relative total pressure loss

coefficient

Fig. 3 S2 isentropic Mach number at 90% span for

uniform inlet conditions

Fig. 4 S2 shroud endwall Nu distribution

Table 1 Comparison of aerodynamic and heat transfer

performance in steady, scaled steady and scaled unsteady

Item

Steady
Scaled
steady
Scaled
unsteady

Reduced flow rate/
( kg· K / (s·kPa ) )

50.2581
50.2531

50.2476

Loss
coefficient Cp
0.135743
0.135925

0.135142

Area-averaged
shroud heat
flux/（W/m2）
478626
479165

47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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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S2尾缘处，流体在压力面和吸力面剪切力作

用下形成一对旋向相反的涡，称作尾缘涡（TE vor‐
tex）。

通道涡（PV）是叶栅内重要的涡系结构，为了正

确认识通道涡结构，给出了 S2叶片极限流线，如图 7
所示。从图可以看出，吸力面上下端壁均有通道涡

分离线，通道涡尺度较大且上通道涡尺度远大于下

通道涡尺度，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因为大子午扩张

使得上端壁边界层迅速增长，积聚了大量低能流体；

二是因为在吸力面 20%弦长左右，马蹄涡两分支汇

合形成上通道涡，受到大子午扩张产生的径向正压

力影响，卷吸端壁边界层低能流体向叶中运动。而

压力面流动亦会受到大子午扩张的影响，使得上下

端壁附近极限流线指向端壁。

3.2 约化定常与时均流动和传热分析

上游 R1出口的流动状况直接决定了下游 S2的
入口状况，因此给出了 R1出口定常和时均结果的熵

增分布图，如图 8所示。从图中看出，能量损失主要

集中在三个区域：泄漏涡（LV）、通道涡和尾迹附近。

其中，叶顶间隙产生的泄漏涡损失最大，约为尾迹损

失 2.5倍；由于 R1叶片弯角比较大，泄漏涡分为两部

分，其中一部分与上通道涡混合（称为次泄漏涡，未

混合称为主泄漏涡），二者旋向相反，上通道涡得到

一定抑制，所以通道涡损失其次，约为尾迹损失 2倍。

定常计算所得上通道涡损失略大于时均计算结果，

尺度则较大于时均计算结果。

为了探究通道涡和脱落涡（SV）在 S2通道中的影

响，给出了 S2出口定常和时均结果的熵增分布图，如

图 9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脱落涡与上通道涡旋转

方向相反；损失主要集中在通道涡和脱落涡中，上通

道涡损失最大，约为脱落涡的 2倍；但脱落涡与上通

道涡相比，影响范围更大，几乎扩展到相邻叶片的压

力侧。根据上、下通道涡的损失对比，也验证了前文

对通道涡尺度的分析。

为了探究上游 R1对 S2进口气流角的影响，给出

了定常和时均的对比结果，如图 10所示，图中 x/h表
示相对叶高。从定常结果可以看出，30%~70%叶高

进口气流角分布较均匀，气流角偏转主要受通道涡

和泄漏涡影响。从时均结果可以看出，非定常流动

对 S2进口气流角有较大的影响，使上下通道涡处都

有一定程度的欠偏转，扭转了定常计算时通道涡对

气流角的不利影响，而泄漏涡处大幅度过偏转，对下

Fig. 7 Limiting streamline of S2 vane suction surface in

steady simulation

Fig. 6 Limiting streamline on shroud end wall of S2 vane in

steady simulation

Fig. 8 Entropy-increase distribution at R1 blade exit of

steady and time-average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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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S2流动产生不利影响。二种计算条件下进口气流

角的大小和位置与 R1出口处熵增分布规律一致。

图 11为 S2出口质量平均熵增沿叶高分布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60%~80%叶高时均计算熵增略大

于定常计算熵增。S2出口损失主要集中在通道涡和

脱落涡中，通道涡损失大于脱落涡损失。综合来看，

S2出口能量损失几乎不受非定常影响。

为了探究沿流向发展的径向损失分布，沿 S2子
午通道取 4个位置做周向平均总压损失曲线图，如图

12所示。

从图 13（a）~（d）图可以看出通道涡的发展历程，

上通道涡从 90%叶高变为 60%叶高，下通道涡从 5%
叶高变为 20%叶高，这与前文对 S2极限流线的分析

相吻合。图 13（a）通道涡开始发展，损失主要集中在

上下端壁处；图 13（b）~（d）随着流动的发展，通道涡

和尾迹损失都增大，损失主要集中在通道涡处。图

13（a）~（d）时均结果总压损失都略小于定常结果总

压损失。

叶片的载荷分布是衡量叶片气动性能的一个重

要依据，图 14为 S2叶片 5%，50%和 95%叶高处，对

应的静压系数 Cps 分布。从图中可以看出，叶片载荷

前缘至尾缘分布较均匀，表明 S2叶片是均匀加载叶

型。受动、静叶相互干涉和上、下游压力场的影响，

S2前缘吸力面定常和时均结果有所差别，5%，50%和

95%叶高的吸力面 10%轴向弦长处，定常结果比时

均结果得到了更强的逆压梯度；5%和 50%叶高的压

力面 10%~60%轴向弦长处，定常结果略大于时均结

果，而 60%轴向弦长后定常结果小于时均结果；95%
叶高的 60%轴向弦长后定常结果略大于时均结果。

综合来看，时均结果得到的载荷分布优于定常结果，

非定常（动静干涉）效应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 S2的气

Fig. 12 Four locations along the channelFig. 9 Entropy-increase distribution at S2 vane exit of

steady and time-averaged results

Fig. 11 Mass-averaged entropy-increase distribution along

the span at the exit of S2 vane

Fig. 10 Inlet flow angle at the S2 v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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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能。

本 文 采 用 努 塞 尔 数 Nu 表 示 传 热 ，该 定 义 与

Qureshi等［16］研究中定义相同，即

Nu = q̇c

( )T aw - Tw kT01
（5）

式中 c是叶片中径弦长，q̇是热流密度，T aw 是壁

面绝热温度，Tw是壁面温度，kT01是空气的导热系数。

涡轮叶片端壁区域承受较高的热负荷，图 15为
S2上端壁 Nu数分布。影响区域主要分为 a，b，c，d四

个区域。a区为前缘位置最大传热区，气流在前缘偏

转、分离并冲击到端壁上，边界层卷起产生马蹄涡，

形成前缘滞止点，具有较大的热负荷。马蹄涡吸力

面分支形成的前期，具有较高的热负荷，而当马蹄涡

吸力面分支沿叶片向下移动远离上端壁时，传热效

果急剧下降，形成最小传热区 b区。 c区为压力面后

部的高传热区域，这是因为马蹄涡压力面分支横跨

通道时提高了流体湍流度，形成了高传热区。除了

由尾迹分离引起的条带状低传热区 d区，尾迹传热

区也具有较高热负荷。对于 b，c，d区时均和定常结

果差别不大，而定常结果 e，f处存在较大热负荷，且 f

处热负荷与时均结果相比，呈现波动态，不利于端壁

冷却。

图 16为 S2叶片 Nu数分布。从图中可以看出，定

常和时均结果吸力面前缘都存在高传热区，且定常

结果 0~80%叶高吸力面前缘热负荷更大，这可能是

受到 R1尾迹和通道涡的影响。通道涡和脱落涡分离

线周围也是较高传热区，上通道涡热负荷较大，这表

明旋涡会增强传热，增加叶片热负荷。S2压力面则

受非定常效应影响较小，定常和时均结果类似。

3.3 非定常流动和传热分析

图 17为不同时刻下 95%叶高熵增分布图，整个

周期比较直观地体现了流动的非定常效应。从图

17（a）~（f）图可以看出，S1叶片尾迹（Wake）通过下

游 R1的输运过程，包含着弯曲、剪切和拉伸等现象。

在图 17（a）~（c）中，主流流动速度显著高于 R1前缘

附近流动速度，造成了 S1尾迹的弯曲。在图 17（c）~
（e）中，R1转动切割形成的 S1尾迹片段进入 R1通道

向下游发展，通道中吸力面附近流速大于压力面附

近流速，S1尾迹片段受到不同流速的影响发生剪

切。在图 17（f）中，S1尾迹片段与泄漏涡混合，继续

向下游移动，且进一步被拉伸。从图 17（a）~（f）中可

以明显看出，前文提及的两部分泄漏涡，前一部分损

失较小，为次泄漏涡（Minor LV），后一部分损失较

Fig. 13 Curve of average total pressure loss along the

circumference of the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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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为主泄漏涡（Main LV）。泄漏涡向下游 S2输运，

同样因 R1转动被 S2切割，并最终在 S2吸力面前缘

堆积。综合来看，泄漏涡和尾迹具有相似的流动过

程，损失主要集中在 S1尾迹、R1泄漏涡和 S2通道

中，体现出强烈的非定常效应。

图 18为不同时刻 R1出口熵增分布图。随着 R1
的转动，通道涡和尾迹损失影响范围增大。泄漏涡

呈椭圆状，短轴长度随 R1转动不断减小，表明泄漏涡

被逐步拉伸，其影响范围稍有增大。整个周期中损

失主要集中在泄漏涡、通道涡和 R1尾迹中，非定常性

较小。从图 18（c），（d）还可看出 R1吸力面壁角涡损

失，但其强度明显低于马蹄涡及通道涡。

图 19为 R1和 S2出口质量平均熵增沿叶高瞬时

分布。从图 19（a）看出，0T，0.6T时通道涡损失最小，

0.2T时通道涡损失最高；0.4T，0.6T时泄漏涡损失最

小，1T时泄漏涡损失最大。整个周期比较直观地体

现了流动的非定常效应。从图 19（b）看出，S2出口各

Fig. 16 Nu distribution of S2 vane

Fig. 15 Nu distribution on the end wall of S2 vane shroud

Fig. 14 Cps
distribution at 5% span, 50% span and 95%

span of S2 v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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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刻通道涡、脱落涡熵增数值接近，表明上游 R1出
口二次流没有对 S2产生强烈的非定常效应，S2具有

较好的整流作用。

对叶片内部非定常流动的研究很多［17-19］，然而，

鲜有研究针对传热特性［20］。图 20给出了不同时刻 S2
上端壁 Nu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驻点形成高传

Fig. 18 Entropy increase distributions of R1 exit at six different R1 blade passing periods

Fig.17 Entropy-increase distributions at 90% blade span at six different R1 blade passing periods

2078



1.5 级大子午扩张涡轮非定常流动和传热特性分析第 42 卷 第 9 期

热区，当压力面马蹄涡向下移动远离端壁时，形成了

低传热区，这两区域受到非定常影响非常小。而 R1
泄漏涡形成的高传热区 a则表现出强烈的非定常性，

与 S2相互干涉：a区首先受到 S2通道主流的影响，弯

曲变形；然后随着 R1转动，受到 S2前缘切割，逐渐脱

落。前文提及的吸力面较大热负荷在图 20（e），（f）中

体现为 b区，它是 a区经过 S2切割脱落在前缘吸力面

上，并受吸力面侧流体流速的影响，移动到 20%轴向

位置。

图 21为不同时刻 S2吸力面 Nu分布图。从图中

可以看出，随着 R1的转动，通道涡和脱落涡处形成的

较高传热区 Nu受非定常影响非常小；a，b区受到非定

常影响较大，其中 a区主要受到 R1泄漏涡影响。由

于 R1栅距小于 S2栅距，图 21（a），（b）中 a区为上一

R1泄漏涡在 S2的脱落过程产生的高热负荷区。图

21（c）~（f）为下一 R1泄漏涡被 S2切割，吸力面前缘堆

积、脱落的过程，与热负荷的变化过程一致。b区主

要受到 R1尾迹的影响，与 a区过程类似。图 21（c），

（d）为上一 R1尾迹刚开始被 S2切割产生的高热负荷

区。而图 21（e），（f），（a），（b）中上一 R1尾迹脱落，下

一 R1尾迹未至，所以热负荷较低。

Fig. 20 Nu distribution on the end wall of S2 shroud at six different R1 blade passing periods

Fig. 19 Mass-averaged entropy-increase distribution along
the span at the exit of R1 blade and downstream S2 vane at

six different R1 blade passing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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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本文对某 1.5级大子午扩张涡轮进行了非定常

数值模拟，并对 S2上端壁流动和传热特性展开研究，

得到如下结论：

（1）大子午扩张涡轮（轮缘扩张角>20°）的通道涡

尺度较大，且上通道涡位置发生改变，沿径向向下移

动约 20%叶高。

（2）对于 R1，上游 S1尾迹是造成其强非定常性

的主要因素；S2，R1出口泄漏涡和通道涡是造成流动

非定常性的主要因素，而 R1尾迹的影响其次。

（3）S2上端壁传热分布受到马蹄涡和 R1泄漏涡

影响，其中，R1泄漏涡是导致传热呈现非定常性的主

要因素；S2叶片表面传热非定常性则受到 R1尾迹和

泄漏涡的影响。

致 谢：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航空动力基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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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深入理解分层旋流流场特征和燃烧稳定性，采用OpenFOAM对分层旋流燃烧器的冷态

和燃烧流场进行了大涡模拟。研究了旋流数对分层旋流流场结构和非稳态特性的影响。采用Q准则显示

了流场中的瞬时涡结构；利用功率谱分析了流场中的进动特征。结果表明：在冷态工况下，旋流对回流

区的位置和大小影响较小。随着旋流数增大，出口气流受到旋流诱导的离心作用，流动发散，流场扩张

角变大，流场下游出现二次回流区。平均流场的三维流线与螺旋涡在空间中均表现为正交关系，表明螺

旋涡是由剪切层Kelvin-Helmholtz不稳定性产生。在燃烧工况下，随着旋流数增大，回流区的面积增大，

平均温度分布不断沿径向扩张，火焰锋面脉动增强，涡旋发生破碎的位置明显向上游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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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atified swirl flow field and combustion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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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分层旋流燃烧通常应用在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

机燃烧中。在实际的燃烧系统中，物理空间和燃料-
空气混合时间等外界因素会导致流场中混合物混合

不够均匀，混合物的当量比分布产生空间梯度，燃烧

在分层的状态下进行［1］。相比于预混火焰，分层混合

火焰具有更好的火焰稳定性和可燃性，因此被广泛

使用。旋流产生的高强度湍流［2］可使燃料和氧化剂

混合增强并拓宽燃烧的吹熄极限，因而调整旋流强

度可改善燃烧性能。但旋流剪切层的不稳定性会使

燃烧过程产生多种不稳定现象，如涡旋破碎和进动

涡核（PVC）［3-4］。涡旋破碎会对流场的混合和输运过

程产生重要的影响。随着旋流强度增加，涡旋破碎

出现不稳定性，涡旋会绕着中轴线做低频的进动运

动从而形成进动涡核。燃烧放热可以为进动涡核的

进动运动提供能量，使燃烧场出现自激振荡，破坏燃

烧设备的稳定性。为研究分层比和旋流数对流场的

影响，剑桥大学 Sweeney等［5-8］设计了剑桥分层旋流

燃烧器（SwB），并提供了丰富的实验数据。

由于燃烧过程的非稳态特性，雷诺时均数值模

拟（RANS）方法难以满足湍流燃烧数值模拟的需求。

大涡模拟（LES）能在可接受的计算成本下准确地捕

获到流场中的大尺度涡结构和进动特征等非稳态特

性［2］。Brauner等［9］通过 LES-pdf方法对具有不同分

层比和不同旋流数的 SwB进行了数值研究。研究表

明速度和主要组分的分布表现出了良好的一致性。

Turkeri等［10］采用 LES方法较好地预测了 SwB分层火

焰序列，但回流区后的 CO分布难以准确预测。Proch
等［11］使用人工增厚火焰（ATF）方法结合小火焰面生

成模型（FGM）查找表模拟了三种分层的非旋流情

况，并对分层燃烧过程数值模拟结果采用概率密度

函数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除钝体附近之外，模拟

结果和实验结果有较好的一致性。张宏达［12］通过

LES研究不同旋流数下 SwB的冷态流场，捕获到冷态

流场中 PVC、涡脱落和钝体回流区末端的不稳定现

象。通过对监测点的功率谱密度分析，发现流场出

现进动特征，进动运动沿流向方向逐渐衰减。 Lai
等［13］采用开源计算软件 OpenFOAM对旋流数为 0.79
的 SwB 进 行 了 冷 态 和 燃 烧 态 的 大 涡 模 拟 。 利 用

Lambda2准则分析了流场中的瞬时涡结构，并使用频

谱方法分析了涡脱落的频率和进动涡核的进动频

率。频谱分析表明，流场中剪贴层涡结构运动和流

场 中 进 动 运 动 的 强 度 和 频 率 再 燃 烧 状 态 均 有 所

提高。

综上所述，以上研究对分层旋流燃烧器的大涡

模拟多在于对模拟结果准确性的研究和对冷态工况

下流场中大尺度涡结构的研究，对燃烧工况下不同

流场参数对流场非稳态的影响研究较少。因此，本

文基于 Sweeney 等设计的分层旋流燃烧器，采用开源

CFD计算软件 OpenFOAM［14］对其进行了大涡模拟，研

究冷态以及燃烧态下旋流数对钝体回流区、平均温

度、瞬时温度、涡旋破碎、PVC的影响，为今后分层旋

流燃烧器特性的深入研究提供基本认识。

2 分层旋流燃烧器

图 1为分层旋流燃烧器（SwB）的几何结构示意

图。该燃烧器由一个中央的钝体，两个同心的环形

通道和一个防止周围空气进入的共流入口组成。内

管的中心是半径 Rb=6.35mm的稳定火焰的钝体。内

管的外径 Ri=12.7mm，壁厚为 0.9mm。外管的外径 Ro=
19.05mm，壁厚为 1.65mm。钝体和内管形成径向宽

度为 5.45mm 的环形射流通道，平均轴向速度 Uj=
8.31m/s。内管与外管形成径向宽度为 4.7mm的环形

旋流通道。旋流通道的旋流平均轴向和周向速度分

别为 Us和Ws，旋流平均轴向速度 Us=18.7m/s。在实验

中，通过改变轴向和旋流气体的流量分配比改变旋

流数 Sg，即 Sg=Ws/Us。试验器外部为横截面直径为

382mm的风洞，提供平均轴向速度 Ue=0.4m/s的稳定

外部伴流。在实验过程中，通过调整内外通道中预

混气的当量比实现不同的分层强度。表 1给出了旋

流 数 Sg=0，0.45，0.79 三 种 工 况 下 冷 态（CSwB1～
CSwB3）和燃烧态（SwB5～SwB7）的进口条件。

Fig. 1 Schematic of the Cambridge swirl burner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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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学模拟方法

3.1 湍流模型

本文采用 k方程模型［15］作为 LES亚网格模型，k

方程模型的湍动能输运方程为

∂k sgs
∂t + ū i ∂k sgs∂xi = -τ

sgs
ij

∂-ui
∂xi - C ε

k
3 2sgs
Δ + ∂

∂xi ( vkδk ∂k sgs∂xi )（1）
式中 ū i为速度，ksgs为亚网格湍动能，Cε为模型参

数，式中等号右端三项分别代表湍动能的生成项、耗

散项和扩散项，σk 通常取为 1。亚网格应力 τ sgsij 表

示为

τ sgsij = -2μ sgs-S ij + 23 k sgs δij （2）
式中

-S ij为应变率张量，μsgs为亚网格粘度。亚网

格粘度 μsgs表示为

μ sgs = -ρ CkΔ k sgs （3）
式中 Ck为模型常数。标准的 k方程模型会过高

的预测湍动能。为更加合理地预测出湍动能，增强

模型适用性，两个模型参数通过动态方法给出合理

的值［16］。

3.2 PaSR燃烧模型和化学机理

PaSR燃烧模型对燃烧机制没有限制且对局部熄

火和复燃等火焰动态特征有更好的捕捉能力。因

此，本文所有燃烧工况均采用 OpenFOAM中 PaSR燃

烧模型模化与化学反应有关源项，可更好地获得湍

流燃烧的非稳态特性［17-18］。

考虑到计算成本，本文采用简化机理作为燃烧

数值模拟的反应动力学机理（式（4）～（6）），并采用

基于 GIR-Mech3.0简化的速率参数优化两步反应机

理（式（7）～（9））。表 2给出了对应的反应动力学

参数。

2CH4 + 3O2 → 2CO + 4H2O （4）
2CO + O2 → 2CO2 （5）
2CO2 → O2 + 2CO （6）

q1 = A1T β1 ( ρYCH4
WCH4

)α1 (CH4 ) ( ρYO2
WO2

)α1 (O2 ) exp ( - E a1
RT

)（7）

q2 = A2T β2 ( ρYCO
WCO

)α2 (CO) ( ρYO2
WO2

)α2 (O2 ) exp ( - E a2
RT

) （8）

q3 = A3T β3 ( ρYCO2
WCO2

)α3 (CO2 ) exp ( - E a3
RT

) （9）

3.3 计算域网格划分及边界条件

为保证计算域边界能够充分发展，选取钝体上

游 20mm延伸至钝体下游 300mm，直径为 200mm的圆

柱空间作为计算域。计算域采用六面体结构网格划

分［9］，在入口和剪切层附近加密，生成数量约为 160
万的网格。图 2为该网格三维示意图。

采用 OpenFOAM的非定常燃烧求解器 Reacting‐
Foam进行数值计算。进口除压力外的变量均采用

Dirichlet条件，压力采用 Neumann条件。出口除压力

外的变量均采用 Neumann条件，压力采用 Dirichlet。
周向伴流空气出口采用自由流边界。所有的壁面均

视作无滑移绝热壁面并采用壁面函数预测边界层流

动，近壁面第一层无量纲网格高度 y+≈15。压力-速度

耦合采用适用于非定常求解的 OpenFOAM PIMPLE
算法。扩散项离散采用二阶中心差分格式，对流项

离散采用二阶限制性中心差分格式，时间项离散采

用一阶隐式 Euler格式。为保证计算的稳定性，动态

调节时间步长，使得 Co=Δt×ui/Δxi<0.5，Δxi是最小网格

尺寸，ui为 xi方向的速度分量，Δt为时间步长。每个

Fig. 2 Grid structure of the computational domain

Table 1 Stratification-ratios and swirl-flow-ratios for

different operating conditions

Flame
CSwB1
CSwB2
CSwB3
SwB5
SwB6
SwB7

Sg
0
0.45
0.79
0
0.45
0.79

Us/（m/s）
18.7
18.7
18.7
18.7
18.7
18.7

Ws/（m/s）
0

8.415
14.773
0

8.415
14.773

Uj/（m/s）
8.31
8.31
8.31
8.31
8.31
8.31

Ue/（m/s）
0.4
0.4
0.4
0.4
0.4
0.4 Table 2 Arrhenius parameters

i

1

2
3

Ai

4.56×109

3.78×1011

6.07×105

βi

-0.0711

0.221
-0.108

Eai

14014

9231
15702

αi
α（CH4）=0.5819
α（O2）=0.9223
α（CO）=1.822
α（O2）=0.928
α（CO2）=1.073

注：活化能的单位为 cal/mol，指数前各常数单位使用 CGS 绝对单

位制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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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算例以稳态 RANS结果初始化，流场充分发展后

开始统计和采样，统计和采样时间为 5τ（τ为流场域

特征流通时间）。

τ = L
U j

（10）
式中 L为沿流动方向的计算域长度，Uj为射流平

均轴向速度。经换算，此计算域的 τ约为 0.036s。
4 结果分析

4.1 数值方法验证

为验证网格的可适用性，在环形射流和环形旋

流之间的剪切层附近设置检测点，并通过快速傅里

叶变换（Fast fourier transform，FFT）得到监测点的湍

能动谱，如图 3所示。与 Kolmogorov的-5/3次方律比

较可知，计算结果能够合理地预测惯性子区中特性。

因此，此套网格满足 LES计算湍流场的要求。本文所

有工况均采用此套网格进行计算。

4.2 速度与组分统计结果

本节对统计标量进行对比，验证大涡模拟的准

确性及不同旋流数下统计标量变化的规律。冷态工

况选取 CSwB2（Sg=0.45）和 CSwB3（Sg=0.79）作为分析

对象，燃烧工况选取 SwB7（Sg=0.79）作为分析对象。

图 4对比了 CSwB2的平均速度和脉动均方根的

实验结果和模拟结果，图中 r和 Δx分别代表径向方向

和到钝体面的距离。可以看出，在 Δx=2mm截面上，

模拟结果准确地预测了平均轴向速度分布，仅在外

剪切层处略低估了平均轴向速度的大小，这可能和

速度入口处所施加的湍流脉动有关。平均轴向速度

的模拟结果出现了两个明显的阶梯状分布，与实验

结果相吻合，说明成功地模拟出两股同心环形射流，

即内部环形射流和外部环形射流。大致在 r<6mm区

间内，平均轴向速度的实验和模拟结果均为负值，说

明准确地模拟出钝体后回流区的径向长度。实验数

据显示轴向速度在三个剪贴层附近存在三个速度脉

动峰值。在 Δx=30mm和 Δx=50mm截面上，平均速度

和脉动均方根都被成功预测。由于动能的耗散和外

部气流的夹带，剪切层合并，钝体回流区消失。此

时，平均轴向速度只出现一个峰值，峰值的位置向内

侧移动。

Fig. 3 Power spectrum of turbulent kinetic energy

Fig. 4 Mean values(U,W) and RMS(Urms,Wrms) of axial and

circumferential velocity of CSw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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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对比了 CSwB3的平均轴向速度 U和平均周

向速度W的实验结果和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在 Δx=
2mm和 Δx=10mm截面上，模拟结果成功预测出轴向

和周向速度的峰值位置与剪切层的位置，仅在中心

区 域 对 轴 向 速 度 的 大 小 预 测 略 大 。 流 场 结 构 与

CSwB2相似，平均轴向速度沿径向同样存在两个明显

阶梯形分布。平均周向速度相比于平均轴向速度只

出现一个位于外剪贴层（由旋流和外层伴流形成）的

峰值，且峰值的位置和大小都与实验结果基本吻合。

随着流场不断的向下游发展，旋流不断衰减，周向速

度的峰值也不断降低。在 Δx=30mm和 Δx=50mm截

面上，剪切层合并，平均轴向速度仅剩一个峰值。相

比于 CSwB2，平均轴向速度峰值的位置更加偏离中心

轴线，说明旋流数的增大使得流场在下游位置发生

了径向扩张。而中心区域平均轴向速度大小被高

估，这表明模拟预测的中心回流区长度相比实验的

测量值更长。平均周向速度随着流场向下游的发展

进一步降低，其分布趋势大致与实验结果一致。

图 6对比了 SwB7的平均轴向速度 U和平均周

向速度 W的实验结果和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在 x=
2mm和 x=10mm截面上，计算结果准确地预测了平均

轴向速度和平均周向速度的分布。平均轴向速度在

径向上也存在两个明显阶梯形分布。在 x=30mm和 x

=50mm截面上，剪切层合并，平均轴向速度只出现一

个峰值。虽然平均轴向速度峰值的位置和大小预测

稍有偏差，但其径向分布趋势与实验结果基本吻合。

相比于冷态流场，平均轴向速度的最高峰值向外侧

移动，说明燃烧工况下燃烧所释放的热量使下游流

场产生更为强烈的径向扩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

热膨胀物的产生，气流转向更宽的半径。为维持角

动量的守恒，在反应时平均周向速度峰值稍有降低。

平均周向速度的降低有效减小了旋流数，从而促使

流动向超临界状态发展。同时，由于气体穿过火焰

时发生膨胀，燃烧工况下的下游流场具有更高的平

均轴向速度。

图 7对比了 SwB7的温度 T和主要组分（CH4，CO2
和 CO）质量分数的实验结果和模拟结果。可以看出，

CH4的平均质量分数得到了较好的预测。从外部伴

流向内，CH4含量迅速升高。并且由于内外通道当量

比的不同，在混合层之间形成明显的阶梯分布。随

着流场不断地向下游发展，内外不同含量的 CH4得到

充分的混合，混合层之间的阶梯状分布逐渐模糊。

CO2的生成和燃烧过程的放热有密切的关系，因此

Fig. 5 Mean values(U, W) of axial and circumferential

velocity of CSwB3

Fig. 6 Mean values(U, W) of axial and circumferential

velocity of Sw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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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的分布规律和温度的分布规律相似。在数值模

拟过程中，由于燃烧不够充分，CH4和 CO在 Δx=30mm
截面处的预测值高于实验值，CO2的预测值低于实验

值。由于 CO是本文所采用的简化机理中最为重要

的产物，对化学动力学和燃烧特性有着重要的影响，

因此 CO的预测精度对评价反应机理的可靠性非常重

要。从 CO沿径向的分布看出，CO分布的范围小，含

量低，主要集中在火焰表面附近，存留的时间也比较

短。因此，CO常难以预测。为了提高模拟结果的精

度，可在计算条件允许时采用非简化机理来模拟。

综上所述，本文采用的数值方法可以较好地预

测出在不同旋流数下的流场结构。因此，同样的数

值模拟方法被用于模拟 CSwB2（Sg=0.4），SwB5（Sg=0）
和 SwB6（Sg=0.45）的流场结构。

4.3 平均流场分析

本节主要分析二维流场特征。图 8-图 9分别给

出了冷态（CSwB1，CSwB2，CSwB3）和燃烧态（SwB5，
SwB6，SwB7）钝体下游区域的流场特征。图中，r<0的
流域表示平均轴向速度 U云图（黑色线条表示流线），

r>0的流域表示轴向脉动速度 U 'rms云图。可以看出，

无论旋流数如何变化，旋流对伴流都有明显的卷吸

作用。各工况的二维流场都表现出具有钝体的燃烧

器的典型流场特征，即在钝体后形成钝体直径量级

长度的回流区［20］。未燃的低温组分和高温的燃烧产

物会在回流区中混合，增强火焰的稳定性。

由图 8可知，在 CSwB1和 CSwB2工况下，△x=0~
20mm区域内形成一个封闭的一次回流区（PRZ）。相

比于 CSwB1，CSwB2的 PRZ轴向长度有所缩短。在

CSwB3工况下，△x=0~28mm区域内形成一个封闭的

PRZ，说明在钝体后有旋涡破碎现象发生。随着流场

往下游发展，环形射流气流在 PRZ后汇合，形成一个

正的速度区。当△x>40mm时，环形旋流诱导产生离

心力，使气流自中心区域向周围扩散，沿轴向产生压

力梯度，从而使轴向速度减小，形成二次回流区

（SRZ）。SRZ的形成主要和旋流涡破碎相关，因而受

旋流数的影响较大。从 U 'rms云图看出，环形射流和环

形旋流之间以及环形旋流和外部伴流之间的剪切层

Fig. 7 Mean temperature and different components mass

fractions (CH4 , CO2 and CO) of SwB7

Fig. 8 Mean (r < 0 mm) and rms (r > 0 mm) velocities behind the bluff body under nonreacting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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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很明显，说明流体发生了强烈的湍流混合过程。

随着旋流数增大，流场下游出现了明显的径向扩张，

速度脉动的强度也不断增强。

从图 9看出，与冷态流场相比，燃烧流场具有一

定的相似性，但回流区的大小、形状和回流区外部流

的扩张角和速度都发生了变化。在 SwB5和 SwB6工
况下，流场均形成一个封闭的 PRZ。与 SwB5相比，

SwB6的 PRZ前驻点向流场下游发展。在 SwB7工况

下，由于回流区内高温气体的膨胀，环形旋流和环形

射流沿流场中心向外扩张，从而封闭的 PRZ与下游

SRZ形成一个大回流区。由 U 'rms云图发现，环形射流

和环形旋流之间以及环形旋流和外部伴流之间的剪

切层更为明显，从而湍流混合更为剧烈。随着旋流

数增大，流场出口旋流射流在燃烧区下游出现了更

为明显的径向扩张，回流区的位置进一步向下游发

展，速度脉动强度也更为强烈。值得指出的是，在燃

烧工况下，由于高温气体的膨胀，环形旋流和环形射

流从流场中心向外扩张。燃烧放热将使火焰区域产

生速度脉动。因为燃烧态流场火焰区域的层流化效

应抑制了部分冷态流场中存在的脉动，燃烧态流场

的脉动速度峰值比冷态流场的脉动速度峰值要低。

图 10给出了不同旋流数下燃烧工况的平均温度

分布云图。可以看出，各工况的火焰根部主要附着

于中心钝体，燃烧化学反应过程主要发生在火焰前

锋，在火焰前锋附近释热率大，温度最高。随着旋流

数增大，火焰根部的扩张角增加，火焰沿径向扩张，

火焰沿流向长度变短，火焰内部温度逐渐降低。在

SwB5和 SwB6工况下，由于火焰沿径向方向的扩张较

小，火焰沿径向方向的温度梯度也小的多。在 SwB7
工况下，火焰内部温度逐渐降低，沿径向方向的温度

梯度变得更加明显。产生这种火焰特性的原因主要

有两点：一是随着旋流数的增加，火焰的表面积不断

增加，被加热的气体量增多，火焰内部的温度随之降

低。二是受反应物和周围大气混合作用的影响，燃

料被稀释，火焰内部的温度随之降低。

4.4 瞬时火焰

本节将对燃烧器出口平面附近（Δx=10mm）和混

合层与平均火焰刷的交点处（SwB5，SwB6选取 Δx=
40mm处，SwB7选取 Δx=35mm处）的瞬时温度分布进

行分析。

Fig. 10 Mean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contours of reacting cases

Fig. 9 Mean (r<0 mm) and rms (r>0 mm) velocities behind the bluff body under reacting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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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给出了燃烧流场达到统计定常后的瞬时温

度分布。可以看出，在燃烧器出口平面附近，无论旋

流数如何变化，火焰表面均无明显的脉动迹象。具

体表现为火焰基本没有褶皱，火焰锋面较为平滑。

这主要是由于燃烧过程中所释放的热量抑制了初始

剪切层生长区域中的脉动。但随着旋流数的增加，

燃烧释放的热量加剧了流场的扩张，这同上节对平

均流场的流场结构分析结论一致。在混合层和平均

火焰刷的交点附近，不断增强的旋流使火焰锋面脉

动迹象加强。在湍流和火焰的相互作用下，火焰锋

面出现了周期性褶皱。在 SwB5工况下，火焰表面出

现一组明显的波峰和波谷。在 SwB6工况下，火焰表

面同样出现一组明显的波峰和波谷，但其脉动的强

度明显强于 SwB5。在 SwB5工况下，火焰表面出现了

多组波峰波谷，脉动的强度强于 SwB5和 SwB6。
4.5 流场的大尺度结构以及非稳态特性

本节主要对三维流场中的大尺度涡结构以及非稳

态特性进行分析。LES能捕获到流场涡旋破碎、PVC等

复杂的流场特征。研究旋流燃烧中的不稳定性，对提

高燃烧设备的稳定性和设备的性能有重要的意义。

4.5.1 瞬时涡结构与流线图

为了对流场的大尺度拟序结构进行可视化分

析，本文采用 Q准则［21］对流场中的涡旋进行识别。Q

准则是速度梯度张量的二次不变量，定义为

Q = 12 (Ω ijΩ ij - Sij Sij ) （11）

式中 Sij是指应变率张量，Ωij是指旋转张量。若 Q

取值为正，表示旋转速率大于应变率，即涡旋存在。

图 12用 Q 为 1×107s-2 的等值面显示了 CSwB1，
CSwB2，CSwB3的瞬时涡结构。图中，沿周向均匀分

布的橙色流线表示起源于环形旋流与环形射流之间

的剪切层的三维流线。可以看出，在环形射流与环

形旋流之间以及环形旋流与外部伴流之间的剪切层

产生了旋向相同的涡旋结构。在 CSwB1工况下，内

层产生了单环状涡旋，外层并未产生明显的完整涡。

随着流场向下游发展，环状涡旋演化为螺旋涡。内

外层产生的涡旋在燃烧器出口下游约 60mm处开始

破碎为随机分布的小涡。在 CSwB2工况下，内外层

均产生了完整的螺旋形涡结构，并在燃烧器出口下

游 约 45mm 处 开 始 破 碎 为 随 机 分 布 的 小 涡 。 在

CSwB3工况下，较高的离心力使涡结构变得相对复

杂。在燃烧器出口附近，内外层产生的涡并非是相

对规则的单螺旋状涡。内外层产生的涡在出口下游约

30mm处开始破碎。由图还可看出，随着旋流数的增

大，螺旋涡结构变得不再明显，说明中心射流的进动特

征影响减弱。同时，涡旋数目大幅度增加，流场内涡旋

的总面积进一步增加。涡结构的产生符合 Kelvin-
Helmholtz不稳定性特征［12］，平均流场的三维流线与涡

结构在空间上表现出正交关系，螺旋涡结构在沿流场

中心轴线旋转的同时围绕自身的轴线旋转运动。

图 13 用 Q 为 1×107s-2 的 等 值 面 显 示 了 SwB5，

Fig. 11 Instantaneous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contours of reacting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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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B6，SwB7的瞬时涡结构。和冷态流场相似，燃烧器

出口下游附近存在内外两层涡结构。随着流场向下游

发展，原本规则的涡旋发生破碎并在钝体回流区下游

形成进动涡核和中心涡核。随着旋流数的增大，流场

的剪切应力提高，涡旋破碎的位置向上游移动，涡旋的

数目大幅度增加，流场内涡旋的总面积进一步的增加。

基于图 12和 13，定义两个与大尺度涡结构运动

相关的流动参数：涡距 h（Pitch distance）与扩张角 θ

（Spreading angle）。其中，h为燃烧器出口外相邻两层

涡结构之间的距离，表示大尺度涡结构在燃烧器出

口的生成和脱落；θ为涡旋在流动过程中的扩张角

度，表示大尺度涡结构在流动过程中的演化和发展。

图 14对不同旋流数下大尺度涡结构的流动参数进行

了对比。可以看出，当旋流数相同时，燃烧态流场的

θ明显大于冷态流场的 θ，而燃烧态流场的 h明显小于

冷态流场的 h。随着旋流数的增大，冷态和燃烧态流

场的 θ都增大，冷态流场的 h略有增大，而燃烧态流场

的 h先减小后增大且变化较小。

4.5.2 进动涡核

为研究引起该燃烧器流场不稳定的机理，图 15

给出了冷态工况 CSwB2和 CSwB3的频谱特性。图中

各频谱是通过对位于中间剪切层的监测点的瞬时轴

向速度进行 FFT变换得到。图中，横坐标频率 f用

St［22］规范化，定义如下

St = 2fR i
W s

（12）
式中 f为频率，Ri为环形旋流的半径，Ws为旋流切

向速度。

从图 15可以看出，CSwB2和 CSwB3工况分别在

St=0.50 和 St=0.30 处 有 明 显 的 特 征 峰 。 根 据 文 献

Fig. 14 Comparison of pitch distance and spreading angle

at different swirl numbers

Fig. 13 Comparison of instantaneous vortex structures of reacting cases (Q=1×107s-2)

Fig. 12 Comparison of instantaneous vortex structures of nonreacting cases (Q=1×107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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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当 St接近 1时，流场的振动主要由流体的粘性

控制；当 St<10-4时，流场的振动主要由高速运动控

制；当 St介于这两个范围之间时，流场的振动主要由

大尺度涡旋控制。因此，CSwB2和 CSwB3工况下流

场的振动是由于大尺度涡旋的脱落。

为探究低频特征峰的是由何种大尺度涡旋结构

引起的，图 16给出了 CSwB2，CSwB3工况下距钝体面

10mm及 40mm截面上的瞬时压强、周向速度和瞬时

Fig. 16 Instantaneous pressure,circumferential velocity and instantaneous streamlines of nonreacting cases

Fig. 15 Spect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stantaneous axial

velocity for nonreacting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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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线图。可以看出，CSwB2和 CSwB3工况具有相似

的瞬时流场特征。在 Δx=10mm的截面上，CSwB2和
CSwB3均没有出现明显的低压区。在 Δx=40mm的截

面上，CSwB2和 CSwB3工况均出现了明显的低压区，

且低压区明显偏离了中心轴线。根据此截面的瞬时

流线和周向速度云图可知，涡旋出现的区域和低压

区重合，且涡旋周围的流体绕低压区作旋转运动，同

时涡旋所存在位置的周向速度几乎为 0。Garcia-Vil‐
lalba等［24］指出 PVC周围的大部分流体会绕着其做旋

转运动，同时 PVC也会绕着自身的轴旋转。Syred［25］
指出 PVC不仅绕着偏离中心的自身的涡轴旋转，而

且在 PVC的涡轴处的周向速度为 0。据此，Δx=40mm
截面处的涡旋结构为 PVC。由于 PVC会导致流场不

稳定性，因此 PVC被视作引起低频特征峰的主要原

因。图 17选取了 CSwB2和 CSwB3工况下中轴线上

10个位置（Δx=30，36，38，40，42，46，48，50，60，70，
80mm），并对其瞬时周向速度分别进行傅里叶变换以

说明流场中的进动特征。两个工况下，均可观察到

流场中产生特征峰。随着流动向下游发展，特征峰

逐渐减弱直至消失，不同轴向位置的特征频率保持

不变。在燃烧器的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应尽量避免这

种 PVC的产生，从而避免流场中出现低频的振荡，保

证燃烧器的稳定燃烧。

5 结 论

基于 LES结果以及实验数据验证了计算方法的

适用性，并对流场以及非稳态特性进行了分析，得出

了以下的结论：

（1）LES结果得到的统计矩结果和实验吻合较

好。随着旋流数的增加，流场下游径向扩张变得明

显。相比于冷态工况，燃烧释热加剧了流场扩张，但

周向速度的峰值有所降低。

（2）随着旋流数的增加，剪切层之间的轴向速度

脉动不断增强。在冷态工况下，旋流数的增加对回

流区的位置和大小影响较小。当旋流数为 0.79时，

除一次回流区（PRZ）外会出现二次回流区（SRZ）。

在燃烧工况下，随着旋流数的增加，回流区的面积增

大。当旋流数为 0.79时，由于回流区内高温气体膨

胀，流场不断向外扩张，从而使得封闭的 PRZ和 SRZ
汇合成一个大回流区。

（3）旋流数的增加增大了火焰的表面积并加剧

了燃料与周围大气的混合，火焰内部温度降低，火焰

沿径向方向的温度梯度变得明显。瞬时温度在不断

的向下游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着脉动迹象的增强，火

焰表面的褶皱随着旋流数的增加而变多。

（4）利用 Q准则显示了流场中大尺度涡结构的生

成和演化特征。螺旋涡结构的产生符合剪切层的

Kelvin-Helmholtz不稳定性特征，并在流场下游发生

破碎。随着旋流数的增加，涡旋开始破碎的位置不

断向上游发展。

（5）通过对冷态流场功率谱分析发现，当旋流数

为 0.45和 0.79时，流场下游出现了进动特征。流场

下游瞬时流线、压强分布和周向速度分布佐证了下

游流场中的进动特征是由进动涡核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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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实验发现振动的节流通道会引起碳氢燃料的不稳定流动现象。为了探究节流通道振动

引发碳氢燃料不稳定流动的机理，采用数值求解三维Reynold-Averaged Navier-Stokes（RANS） 方程和

k-ω湍流模型的方法研究了节流通道振动对流场动态特性的影响，重点关注节流通道振动对扩张结构附

近流动分离的动态特性的影响。数值模拟节流结构两端压差与实验数据对比，验证了所采用的数值方法

和湍流模型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当燃油流动方向和节流通道振动方向一致时，会发生不稳定流动现

象。当燃油流动方向和节流通道振动方向垂直时，不会发生不稳定流动现象。通过流场的动态分析，发

现振动方向与流动方向一致时扩张结构附近非定常涡会发生轴向的周期性运动，从而导致了不稳定流动

的现象。振动速度越大，不稳定流动程度越大。

关键词：节流结构；振动；流动振荡；流动分离；振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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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Vibrating Throttle Channel on Flow Instability
of Hydrocarbon F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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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henomenon of flow instability of hydrocarbon fuel caused by vibrating throttle channel was
observed in experimen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flow instability，the effects of vibrating throttle
channel on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flow field were numerically investigated using the three-dimensional Reyn‐
olds-Averaged Navier-Stokes（RANS）solution and k-ω turbulence model. The effects of the throttle channel vi‐
bration on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flow separation near the expanding section were particularly studied. The
numerical prediction of the pressure difference of throttle section was well agreement with the experimental data.
The accuracy of the numerical method and turbulence model was validated. The obtained results show that the
flow instability occurs when the fuel flow direction and the throttle channel vibration direction are the sam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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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 instability will not occur when the fuel flow direction is perpendicular to the throttle channel vibration direc‐
tion. The unsteady vortex near the expanding section moves periodically when fuel flow direction and the throttle
channel vibration direction is the same，which leads to the flow instability. The greater the vibration velocity，the
greater the flow instability is .

Key words：Throttle structure；Vibration；Flow oscillation；Flow separation；Vibration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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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
e

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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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p/kPa
r/m
R/m
Re

S

t/s
T/K
v/（m/s）
V/（m/s）
W/（1/s）
x，y，z/m

Vibration velocity amplitude
Diameter of the throat section
Order of accuracy of numerical scheme
Energy
Frequency
Mass force vector for unit mass fluid
Turbulence kinetic energy
Passage length
Mass flow rate
Number
Number of grids
Pressure
Radius of the mainstream
Radius of the passage
Reynolds number
Errors in calculation
Time
Temperature
Velocity
Velocity vector
Vorticity
Coordinates

Greek symbols
ε/%
μ/（Pa⋅s）
ρ/（kg/m3）
β

κ

γ

τ/（kg/（m⋅s））
σ/Pa
△
▽/m-1

Subscripts
avg
backend
err
frontend
i，j，k

in
out
p
vi

Turbulence dissipation rate
Dynamic viscosity
Density
Ratio of mainstream radius to passage radius
Alternating tensor
Ratio of vibration velocity to flow velocity
Stress
Stress tensor
Difference
Hamiltonian

Average values
Backend of passage
Error
Frontend of passage
Cartesian direction
Inlet
Outlet
Peak-peak values
Vibration

1 引 言

高超声速飞行技术是 21世纪航空航天领域技

术制高点。吸气式高超声速飞行器是指飞行马赫数

≥5，以吸气式超燃冲压发动机为动力的飞行器［1-4］。

然而，超燃冲压发动机高马赫数的代价是严重的热

防护问题。当飞行速度达到马赫 6时，气动热和燃

烧释热导致燃烧室中热流的峰值高达 3MW/m2，燃

烧室中心流温度达到 2500~3000K［5］。为了避免携

带额外冷却剂所带来的质量惩罚，再生冷却方法被

认为是最佳的冷却方式之一［6］。碳氢燃料既在冷却

通道中充当冷却剂，又在燃烧室中充当燃料，这种强

耦合使燃料流量控制至关重要。燃油首先通过油泵

供给到管路中，然后通过流量计进行流量标定，燃

油供给系统中通常选用差压式流量计进行流量标

定。但是，这种结构可能导致流动不稳定，干扰燃料

供给系统的调控［7］，严重时可能会引起发动机壁面

超温烧蚀，燃料流量控制困难，甚至机械结构振动

破坏。

国内外学者对碳氢燃料流动振荡做了很多研

究。Bi等［8］在细微通道超临界煤油传热实验中发现，

当工质温度低于拟临界温度而管道壁面温度高于拟

临界温度时会发生传热恶化，并伴随声音振荡现象。

Kafengauz等［9］观察到，假沸腾的传热总是伴随着压

力振荡。Linne等［10］实验研究了 JP-7的传热实验，发

现在超临界压力下的所有试验中都发生了流动振

荡。Zhou等［11］认为燃料在跨临界区域和裂解区域的

物性变化是流动振荡的主要原因。文献［12-15］发

现冷却通道中流动振荡是由于热声不稳定引起的。

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了冷却通道加热过程中的流动振

荡现象，有关冷端流量测量过程中的流动振荡问题

研究较少。

超燃冲压发动机结构简单，对结构质量有严格

的限制，往往采用薄壁结构，需要承受巨大的气动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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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和气动热载荷。因此，燃烧振荡是壁面振动的一

个重要原因［16-17］。壁面振动对管内流体的流动特性

影响很大，内部流体有时会发生不稳定现象［18］。商

燕等［19］建立加注管路的三维模型，采用数值仿真的

方法，从不同入口速度、振幅、频率等方面，利用数值

手段分析振动对液氢管内流动沸腾时压降的影响，

结果表明：对液氢在输运管内流动压降影响最大的

是频率，而对压降波动影响最大的是入口速度。

Soong等［20］进行了径向旋转在等温矩形管道中对流

传热的实验研究，其流动传热现象受到科里奥利力

和浮力所产生的二次流的影响，二次流的强度取决

于旋转雷诺数。Benhamou等［21］研究了不可压缩流体

在摆动的水平管道中的动态过程，管道振动时，局部

轴向速度和局部壁剪切应力小于管道不振动的情

况。他们还研究了水平管道处于低频周期振动时的

流体特性，发现内部流体会发生周期性的二次流动

现象［22］。Xie等［23］研究了结构和内部流动力学之间

的复杂相互作用，并得到了不同状态之间的过渡的

相图，发现管道内的流动模式诱导流体运动的类型。

Mittal等［24］提出了一种稳定的有限元公式，以对小扰

动的二维稳态流进行全局的非平行稳定性分析，给

出了稳定和不稳定的判据。

以前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冷却通道中高温燃料在

超临界压力下的流动振荡现象，以及非变截面的移

动通道中的流动行为，振动条件下节流通道中流体

的动态特性的研究较少。本课题组对振动条件下节

流通道中的流动振荡现象做了初步探讨［25］，本文关

注振动条件下节流通道中碳氢燃料的动态特性，探

讨不稳定流动的机理和振动参数对不稳定流动的

影响。

2 方 法

2.1 实验系统与测量方法

节流通道振动实验系统包括供油系统、振动系

统、实验段、测量系统和冷却回收系统组成，燃料采

用航空煤油 RP-3。如图 1所示，燃料通过高压恒流

泵输出到实验段，为了避免泵被杂质堵塞而损坏，在

泵和储油罐之间安装一个过滤器。燃料通过涡轮流

量计测量流量，由于振动实验会导致管路的振动，影

响流量测量的精度，选取对振动不敏感的涡轮流量

计进行流量标定，同时在实验段两端通过软管与其

它管路相连，以减小振动的影响。燃料通过涡轮流

量计后的软管进入实验段，实验段和振动台通过螺

栓进行连接，以保证实验段的振动状态与振动台一

致，最后流入背压罐。

实验测控系统方案设计为：入口采集压力信号、

温度信号及流量信号，实验数据采用 NI-PXI系列测

量仪器，采集频率设置为 1000Hz，而振动的频率为

10Hz，远小于采样频率。表 1总结了测量设备的信

息，温度测量采用 K型铠装热电偶，精度±0.75K，压力

采用 MPM480压力变送器，精度±0.5%，流量测量采

用 KF500型涡轮流量计，精度±1%。实验段为一个变

截面通道，主要测量节流管道两端的压差。其中，喉

部直径 D为 7mm，管道直径为 18mm，前端锥部与喉

部夹角为 67°，后端锥部与喉部夹角为 154°。对实验

件的压差进行测量，采用艾默生罗斯蒙特压差变送

器，精度为±0.075%，压差测量值为 0~500kPa。通过

喉部两端压差来反算喉部两端的流量。

文献［26］描述了高超声速飞行器燃烧器中的特

定位置的压力振荡谱图。压力振荡的频率约为 10，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tested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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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4和 133Hz。为了研究低频振动对流动特性的影

响，振动频率选取为 10Hz，振动速度的等式定义如下

v=2πAcos(2πft) （1）
在高空飞行环境中，壁板的振动是多方向的。

因此，有必要研究振动方向对流动的影响。如表 2所
示，x方向表示振动方向与流动方向相同。y方向意

味着振动方向垂直于流动方向，同时与重力方向一

致。z方向意味着振动方向垂直于流动方向和重力方

向。实验中，入口雷诺数条件为 1500~8300。振动速

度和入口流速为一个数量级。通道振动速度的幅度

设定为 0.065，0.150和 0.256m/s。
2.2 物理模型与计算方法

本部分首先对碳氢燃料在差压式流量计中不稳

定流动问题进行简化。差压式流量计简化为节流通

道，其物理结构决定了燃料的压降和流动分离的流

动特性，振动对象简化为节流通道的整体振动，振动

的模式简化为正弦振动，频率为发动机典型的低频

振动频率。图 2描述了节流通道在冷却系统中的位

置、节流通道物理结构和节流通道的喉部细节。

冷端节流通道一般处于油泵后端，可以分成前

端直管段、渐缩渐扩结构和后端直管段三个部分。

在模型中，令喉部直径为 D，通道总长度为 261/D，前
端直管段直径为 18D/7，目的是使流体在进入喉部之

前处于流动充分发展的状态，前端直管段长度为

12D，从喉部结构细节放大图可以看出，渐缩渐扩结

构可以分成渐缩通道、喉部和渐扩通道三个部分。

渐缩通道和渐扩通道的直径在 18D/7和 D 之间变

化。渐缩通道的长度为 8D/5，而渐扩通道的长度为

6D/14，喉部的长度为 D/14，本研究中的特征尺寸 D为

7mm。

本文主要通过分析通道中的压力分布、速度分

布等流场信息研究振动环境下的流动行为。采用不

可压缩 Navier-Stokes方程来描述流体区域的连续性，

动量和能量

∂ρ
∂t + ∇ ⋅ (ρV) = 0 （2）

∂( )ρV
∂t + ∇ ⋅ (ρVV) = ρa + ∇ ⋅ σ （3）

∂( )ρE
∂t + ∇ ⋅ (ρVE) = ρa ⋅ V + ∇ ⋅ (σ ⋅ V) +

∇ ⋅ (k∇T) + S
（4）

流动模型采用商业软件 ANSYS FLUENT 19.0，
网格使用 ANSYS ICEM构建。流体在节流通道中流

动时，在喉部上游，压强在流动方向上降低，这里的

流动紧贴壁面，过了喉部后，管道变宽，压强在流动

方向上增加，就会引起边界层从壁面分离而形成回

流区。对于旋转流动、强逆压梯度的边界层流动、流

动分离和二次流，Realizable k-ε模型在漩涡和旋转

Fig. 2 Physical model of the throttle channel

Table 1 Experiment apparatus

Apparatus
Turbine flowmeter
Pressure sensor

Temperature sensor
Differential pressure gauge

Range
42~256g/s
0~10MPa
0~1260℃
0~1MPa

Accuracy
±0.5%
±0.5%
±1℃

±0.075%

Manufacturer
Ningbo Kio
Micro

Omega（K-type）
Rose mount

Uncertainty/%
±1.0
±0.65
±0.58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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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的计算上比标准 k-ε模型更精确［30］。模型验证

主要集中在预测振动情况下碳氢燃料在节流通道中

的流动行为。使用的算法是 SIMPLEC。入口和出口

边界条件分别设定为“压力入口”和“压力出口”。网

格如图 3所示，涡流位于通道的扩展部分和后端，该

区 域 中 的 网 格 较 好 ，y+≈0.3。 总 网 格 数 量 约 为

3041136。

外部振动情况下节流通道不稳定流动的数值计

算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过稳稳态计算获得

初始流场。将连续性方程，动量方程和能量方程一

起求解，然后独立求解湍流方程。图 4显示了不同雷

诺数下喉部压差的实验结果和数值结果。在数值模

拟中采用了雷诺时均的方法，配合湍流模型和壁面

函数，是对湍流流动的近似估计，与实际必然存在偏

差，特别是实际过程中涡的耗散导致的能量消耗，这

种流动细节引发的压降是数值模拟考虑不到的，模

拟中喉部的压降是理想的，但是实验中的这些压降

受到壁面粗糙度的影响，模拟没有考虑粗糙度的影

响，所以，模拟获得的压降比实际的压降低，随着雷

诺数的增长，实际压降和数值模拟的压降差异变大。

在第二阶段，采用非定常方法求解振动通道的

流场，时间步长为 0. 5s。针对非稳态数值计算来说，

每一个时间步长内总入口和总出口的质量流量总和

趋于 0，关键参数的数值是稳定的，单个时间步长的

迭代满足这些要求才认为这个时间步长是收敛的，

可以进入下一个时间步长的计算。如图 5（a）描述了

单个时间步长出入口质量流量和、喉部截面平均流

速随迭代步数的变化图，图 5（b）描述了单个时间步

长喉部前端和后端取压截面平均压力随迭代步数

的变化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当迭代数>20时，出入

口质量流量总和 <1.0×10-4，当迭代数 >35时，喉部

截面平均流速下一个迭代值与上一个迭代值相差

<1.0×10-1，当迭代数>25时，可以认为该问题的非稳

态计算是收敛的。

流动参数在稳态计算收敛后，采用非定常方法

求解通道振动时的瞬时流场。计算时间步长为 0.5s，
每个时间步长至少 50次迭代。图 6描述了不同雷诺

数时喉部压差峰峰值的实验数据和数值数据。从图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model with computational

grid

Fig. 4 Validation of pressure drop of throat section

Fig. 5 Convergence curve for each time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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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看出，流量波动幅度随着通道振幅的增大而

增大，数值模拟压差反算出的流量小于实验中测得

的流量，燃油流速越小，实验测量的数值与数值模拟

数值的差值越小，燃油流速越大，实验测量的数值与

数值模拟数值的差值越大。总体来说，数值模拟的

压差波动幅值比实验的压差波动幅值小，与稳态计

算差异的原因相似，是由于数值模拟中采用了雷诺

时均的方法，配合湍流模型和壁面函数，是对湍流流

动的近似估计。由于常温的航空煤油是不可压缩的

流体，实验中管道的受力点为外壁面，可能存在壁面

变形的影响，但考虑壁面刚度后认为其形变的影响

可以忽略，不存在流固耦合问题，实验中的激振设备

施加的振动是施加在管道的物理边界上的。因此，

该模型能够预测振动环境下碳氢燃料在节流通道中

的流动行为。

3 结果与讨论

3.1 流动振荡产生机理

实验数据可以显示喉部的压降的波动，这表明

在冷端节流元件中发生了流动不稳定现象，但是无

法得知不稳定时的内部流场信息，因此有必要对外

部振动情况下的碳氢燃料在节流通道中的流动进行

数值模拟研究，得到流动不稳定的流场信息。造成

发动机壁面振动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为了研究振

动如何影响燃料的流动状态，将振动简化为余弦振

动。图 7描述了节流元件的振动速度，振动方向为轴

向方向，频率为 10Hz，振动速度峰值为入口流速的

0.2倍。

为了研究外部振动时流体在节流通道中的流场

的动态信息，分别研究了稳定状态、时刻 I，时刻 II，时
刻 III，时刻 IV和时刻 V的流场信息。如图 8所示，燃

料在渐缩结构中流动时，压力在流动方向上减小，流

体通过喉部之后，通道变大并且压力在流动方向上

增加，导致边界层与壁面分离形成回流区。实际上，

燃料仅在渐扩通道的中心区域流动。如图 8所示，轴

向通道截面由压力分布着色，流线表示了瞬时流场

的信息。在稳定状态下，由于流动分离，可以观察到

大的漩涡结构和小的漩涡结构。小漩涡集中在渐扩

角附近，而大漩涡结构几乎占据了通道的一半，其中

大漩涡和小漩涡旋转方向不同。五个横截面的颜色

代表了速度分布，从横截面 B可以看出，喉部的流速

非常快，在截面 C中，可以观察到回流区的低速区域，

回流区和主流的区别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位置

A，B和 C的流线方向是从中心到壁面。但是，位置 D

和 E的流线方向是从壁面到中心，这是由于漩涡的流

动方向导致的。

通道在运动一个周期中，可以在轴向截面清楚

地观察到流动分离模式，尽管漩涡一直存在，但涡流

的大小和范围出现周期性的变化。当通道从时间 I
到时间 II沿着相同的流动方向移动并且移动速度变

大时，观察到漩涡向下游移动并且回流区域变小，这

表明流动分离区域减小并向下游移动而且主流变

大，喉部速度变大，喉部两端压降变大，这意味着压

力分布和速度分布也受到通道振动的影响。从时间

II到时间 III，通道在与流动相同的方向上移动，但移

动速度变小。漩涡向上游移动，分离线向轴移动。

这意味着流动分离区域变大并朝向喉部移动，主流

地区变小。然而，由于喉部速度仍然变大，喉部两端

的压降变大。从时间 III到时间 IV，节流通道运动方

向与燃料流动方向相反，并且速度变大。漩涡仍然

向上游移动，分离线向轴移动，真个流动分离区域朝

喉部运动，主流地区变小。从横截面看，喉部速度开

Fig. 6 Validation of flow oscillation prediction

Fig. 7 Vibration velocity of contracting or expanding

pa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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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下降，喉部两端压降下降。在时刻 IV，非稳态流场

返回到其原始状态。

节流结构对下游轴向的速度分布影响很大，在

节流结构下游方向，再附着点以前，近壁区出现了与

流动方向相反的速度分布，这是由于压强降落是在

流动相反方向上，外流被减速，摩擦层中运动较缓慢

的流体质点将更进一步减速，如果这一减速足够大，

流动就会从壁面分离而出现回流区。由于分离而出

现的漩涡使靠近壁面的边界层流线显示出边界层厚

度大大增加，于此相关联的是流体质量从边界层输

运到主流。如图 9所示，定义 x方向速度为 0的点为

分离点，x方向速度为负的区域是回流区域，x方向速

度为正的区域是主流区域，从图中可以看出分离点

沿程的位置时不断变化的，从靠近中心位置不断向

靠近壁面移动。

为了量化回流区的变化，将分离线定义为分离

点组成的轮廓线，定义参数 β=r/R为主流半径与通道

半径的比值。参数 β的变化可以表征回流区和主流

区的划分。分离线以上的区域为回流区，表示流速

方向与主流流速方向相反的区域，分离线以下的区

域是主流区域。参数 β的变化可以很好地表示回流

区和主流区在一个振动周期下的不稳定过程。如

图 10所示，对于任何一个时刻，参数 β从位置 x/D=0
到位置 x/D=3处急剧增加，从位置 x/D=3到位置 x/D=8
处增加的较小，最后从位置 x/D=8到位置 x/D=10处再

次急剧增加。可以在图 8中得知当振动速度与流动

Fig. 8 Streamline of the passage at different locations and times, colored by pressure and vel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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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一致并且振动速度不断增大时（从 t=0变大到 t=
T/5），参数 β的增加意味着分离线向壁面移动，这对

应于图 10中的回流区域的变化。分离线的周期性变

化表示回流区和主流区域的周期性的变化。因此，

管道振动方向和流动方向一致时，流场分布发生周

期性的变化，从宏观流动现象看，回流区和主流区发

生了周期性的移动，从而引起了喉部两端压力的周

期性变化，流动发生了不稳定现象。

一个振动周期壁面压力的变化情况如图 11所

示。可以看到压力从 t=0减小到 t=T/2，这是由于振动

速度和流体运动速度方向一致。当 t=0减小到 t=T/5
时，振动速度和流体运动速度方向一致且速度的值

增加时，壁面沿程压力快速减小。压力从 t=T/2到 t=
T时一直增加，这是由于振动速度和流体运动速度

方向相反。但是在 T/2<t<T时增加的较慢，其原因为

振动速度和流体运动速度方向相反且速度的绝对值

在增加。

一个振动周期内壁面剪切应力的分布情况如图 12
所示。当通道没有振动时，壁面剪切应力峰值为

15Pa左右。当壁面运动速度与流动速度方向一致

时，壁面剪切应力小于壁面无运动情况，速度越大，

壁面剪切应力越小。当壁面运动速度与流动速度方

向相反时，壁面剪切应力大于壁面无运动情况，运动

速度绝对值越大，壁面剪切应力越大。再附着长度

的变化趋势和通道移动速度的变化趋势相反，从 t=0
到 t=T/5时再附着长度减小至最小值，从 t=T/5到 t=
7T/10时再附着长度增加，从 t=7T/10到 t=T时再次

减小。

3.2 振动方向对流动振荡的影响

从上文中得知通道振动会导致回流区和主流的

周期性变化，导致通道内流体压力和速度也发生周

期性变化。为了研究垂向振动对节流通道中流体流

动的影响，对节流通道施加 y方向和 z方向的振动速

度。图 13给出了轴向截面压力分布和流线在一个周

期的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两个方向的振动并没有

导致瞬时流线的变化，意味着流动是稳定的，流体的

压力也是稳定的。因此，当振动方向与流动方向垂直

时，并没有发生流动不稳定现象。轴向振动会导致不

稳定流动的原因是回流区在轴向的移动，然而径向振

动时回流区在 y方向和 z方向的位移被壁面限制，回流

区在 y方向和 z方向不发生移动，每个时刻的流场没有

发生明显的变化，并不会引起不稳定流动的现象。

为了直观对比不同振动方向对流动振荡的影

响，测试了不同振动方向对喉部压降和速度的影响。

其中 y方向表示振动方向与流动方向和重力方向均

垂直，而 z方向表示振动方向与流动方向垂直，但与

Fig. 12 Wall shear stress near the wall in one cycle

Fig. 11 Pressure distribution near the wall in one cycle

Fig. 9 Diagram of velocity vector of fuel flow

Fig. 10 Ratio of mainstream radius to passage radius in

one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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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方向一致。图 14（a）描述了喉部在受到不同方

向振动时的喉部压降图，从图中可以看出，x方向的

振动引起压差的波动，但是 y方向和 z方向的振动并

没有引起压差波动，而且数值均等于不振动时的喉

部压差，与图 13所描述的现象相符合。图 14（b）描述

了喉部在受到不同振动方向时的喉部速度图，从图

中可以看出，x方向的振动引起喉部速度的波动，但

是 y方向和 z方向的振动并没有引起喉部速度波动，

而且数值均等于不振动时的喉部速度值，与图 13所
描述的现象相符合。

3.3 振动速度对流动振荡的影响

上文研究可知管道轴向的振动会导致喉部压

降和喉部流速发生周期性波动，为了研究管道振动

速度的大小对不稳定流动的影响，用无量纲系数

γ =vvi/vin量化振动速度与入口速度的比值对不稳定

现象的影响。外部振动对压降峰值的影响如图 15
所述，通道振动的同时压降开始波动。对于给定的

入口流速，压降的峰值随着速度系数 γ的增加而增

加，这表明当通道强烈振动时，流动分离区域和主

流区域变化更强烈。当 Re=2200时，喉部速度的峰

值从 0m/s增加到 0.7m/s，并且在 Re=5000时，从 0m/s
增加到 1.28m/s。雷诺数越大，压降和喉部速度波

动越大。

如图 16所示，对于给定的入口流速，压降的平均

值和喉部速度的平均值随着速度系数 γ的增加而不

发生变化，这表明当通道强烈振动时，流动分离区域

和主流区域变化更强烈，但是不改变流动区域和主Fig. 14 Effects of vibration direction on flow instability

Fig. 13 Streamline of the passage at different locations and times, colored by pressure (Re=2200, γ=0.2, y-direction and

z-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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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区域的中心位置。当 Re=2200时，压降的平均值为

6.1kPa，小于 Re=5000时压降的平均值为 18.5kPa。当

Re=2200时，喉部速度的平均值为 3.4m/s，小于 Re=
5000时压降的平均值为 6.02m/s。尽管平均值随着雷

诺数的增加而增加，但这些值几乎与无振动条件保

持相同的值。

4 结 论

本文对振动条件下的节流通道的流动振荡现象

进行了研究，可以得到以下一些结论：

（1）振动条件下燃油在节流通道中流动时，振动

方向与流动方向相同时发生流动振荡现象。其原因

是管道振动方向和流动方向一致时，扩张结构附近

非定常涡会发生轴向的周期性运动，即回流区和主

流区发生了周期性的移动，从而引起了喉部两端压

力的周期性变化，流动发生了不稳定现象。

（2）当管道振动方向和流动方向垂直时，回流区

在振动方向上没有空间移动，没有产生流动不稳定

现象。对于轴向振动引起的流动不稳定，振动速度

会影响回流区的运动，从而影响到流动不稳定。

（3）对于振动方向和流动方向相同的情况，振动

速度越大，流动分离区域移动位移越大，说明流动分

离区域运动越强烈，压降和流速振荡越剧烈，但是压

降和流速振荡的平均值并不会随着振动速度的增加

而增加。

本团队将进一步研究振动情况下节流结构对流

动振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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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otor disk cavities of Marine gas turbine often cause self-excited vibrations due to fluid accu‐
mulation. The accumulated fluid forms by condensation of vaporized lubricating oil or water vapor. The rotor
drives the liquid in the cavity to rotate，causing vibration instabilities. In this study，a horizontal flexible rotor sys‐
tem with two disks and two supports was examined experimentally. The rotor instability and stability restoration
were observed，and the effects of the liquid volume and viscosity were studied to reveal the dynamic behaviors of
small amounts of liquid in horizontal rotors. There was a threshold amount of liquid for the unstable vibrations，
and instability occurred when the amount of fluid exceeded the threshold. A threshold speed of instability and re‐
covery speed were found，both of which were higher than the critical speed. When the speed was higher than the
threshold speed of instability，instability occurred. When the speed increased further，for speeds faster than the
recovery speed，the instability disappeared. The amplitude of the total vibration increased suddenly，as did the
sub-harmonic frequency. The fundamental and sub-harmonic frequencies were modulated and showed beat vibra‐
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threshold speed of instability decreased first and subsequently increased with the in‐
crease in fluid volume.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viscosity coefficient of the fluid，the threshold speed of the fluid-
filled rotor and amount of fluid increased. For unstable vibrations，the rate of amplitude growth increased rapidly.

Key words：Gas turbine rotor system；Unstable vibrations； Small amounts of fluid-filled； Threshold
speed of instability；Threshold amount of liquid for the unstable vib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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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积液情况下卧式转子的稳定性实验研究

王俨剀，王 彤，廖明夫，王 鑫

（西北工业大学 动力与能源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2）

摘 要：盘腔积液现象在舰用燃气轮机工作过程中时有发生，汽化的滑油和水蒸汽凝结形成积液。

转子带动腔内的积液旋转，引发振动失稳，严重时会对发动机结构造成致命性破坏。为此，开展燃气轮

机压气机盘腔积液的模拟实验研究，以双盘双支承的卧式柔性转子系统作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小积液

量的特点，对积液转子的动力学稳定性进行了研究。观测到转子的失稳现象，开展了不同积液体积、不

同积液类型（水、植物油和滑油）等因素的影响规律研究，揭示了小积液的卧式转子动力学特征。研究

结果表明：（1） 对于积液失稳振动，存在失稳边界积液量，当积液量大于该边界值时，失稳将会发生。

* 收稿日期：2020-08-05；修订日期：2020-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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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失稳边界转速及恢复转速均高于临界转速。当转速高于失稳边界转速时，失稳将会发生。转速进一

步增加，高于恢复转速时，失稳现象可能消失。（3）失稳时的振动特征为：出现幅值突增，次谐波成分

也随之增加；基频和次谐波发生调制，表现出拍振特征。（4）随着积液体积的增加，失稳边界转速先减

小后增加。（5）随着积液粘度系数增大，失稳边界转速和边界积液量均增大。

关键词：燃机转子系统；失稳振动；小积液量；失稳边界转速；失稳边界积液量

1 Introduction

In the working process of marine gas turbine，be‐
cause of the condensation of vaporized lubricating oil or
water vapor，liquid accumulation in the disk cavity of‐
ten occurs. This phenomenon is one of the factors that
causes the vibrations of the rotating machinery to exceed
the standard. The oil that accumulates in the drum ro‐
tates with the rotor，and the free surface in the drum
cavity can cause self-oscillation of the rotor. Firstly，
such self-excited unstable vibrations often cause the vi‐
brations of the whole rotor system to exceed the accept‐
able level. The vibrations subsequently cause secondary
failures， such as frictional faults. Finally， this can
cause fatal damage to the engine structure，with cata‐
strophic consequences. In this study，the effects of pa‐
rameters such as volume and viscosity of the fluid on the
instability were investigated through experiments，
which laid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fluid
accumulation in the disc cavity.

There are two types of rotating machinery in which
liquid accumulation in the disk cavity occurs. In the first
type， which includes pumps， the working fluids or
transport materials are liquid. There is often a large
amount of liquid in the disk of cavity. To improve stabili‐
ty and reduce vibrations，a vertical rotor structure is
generally used. The second type，which includes Marine
gas turbine，often use horizontal rotor structures. Liquid
accumulates in the cavity due to condensation of the lu‐
bricating oil or water vapor，and there is often only a
small amount accumulated liquid. The presence of the
liquid is not considered when designing the rotor. There‐
fore，the damage caused by oil accumulation in the disk
cavity can be great. In this paper，the effects of oil accu‐
mulation on the dynamic stability of horizontal rotors are
experimentally studied.

There have been few experimental studies on rotors
with partially filled cavities. Zhu et al.［1-3］ carried out an

experiment with a vertical flexible rotor with a large
amount of liquid in the cavity. In their studies，they ex‐
amined the instability process of partially filled flexible
rotor systems and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o‐
tor system in the instability process. They also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the quantity of liquid and fluid viscosity
on the vibration and stability of rotor systems ［4］. Zhai et
al.［5］ analyzed the leakage of lubricating oil in the drum
cavity of aero-engines，and they analyzed the vibrations
of the oil-accumulating rotor using simulations and ex‐
perim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stability of the
oil-accumulating rotor was caused by the asynchronous
self-excited vibration of the rotor system. The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otor instability were obtained. Zheng
et al. ［6］analyzed the phenomenon of fluid accumulation
in the drum cavity of an aero-engine. They determined
that the asynchronous self-excited vibration was a sub-
harmonic self-excited vibration，which led to the vibra‐
tion of the rotor instability. Han et al. ［7］concluded that
there were non-synchronous vortices between the fluid
and the rotor when the speed of the fluid-filled rotor ex‐
ceeded the first-order critical speed. They believed that
the rotor system speed and the weight of fluid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non-synchronous amplitude and
frequency. Zucht et al.［8］ conducted an experiment with
a transparent horizontal cylinder with a large amount of
liquid in the cavity. They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gravi‐
ty and the viscosity of the liquid and explored the distri‐
bution of the liquid in the cavity during rotation using a
sectional scanner. Xu et al. ［9］ used a single plate and
double supported horizontal rotor in their experiments.
They observed the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amounts of oil
at different speeds using a high-speed camera. In Table
1，a comparison is made between the previous studies
and this paper. The Fluid-filled ratio in this paper is dif‐
ferent from previous studies.

The experimental research is gradually transition‐
ing from vertical to horizontal rotors. Therefore，th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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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ence of the liquid weight should be considered［10］.
Most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did not focus on the small
amount of fluid［11-13］. However，in the working process of
marine gas turbine，fluid accumulation in the disk cavi‐
ty often occurs in small amounts［14-18］. Through previous
studies，the insta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uid-filled
rotor in the disc cavity were obtained［19］. However，to
understand influence of the amount of liquid in the cavi‐
ty on the instability of the rotor，the experiment should
begin from the rotor without oil in the disk cavity，the
oil quality should be increased gradually to describe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il with different degrees
comprehensively and determine the threshold speed and
amount of oil in the disk cavity for instability to occur.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viscosity of the liquid
in the disc on the rotor dynamics，an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with three viscous liquids. The effects of the
viscosity and volume of the liquid on the stability bound‐
ary are discusse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factors on the
unstable vibrations caused by liquid in the disc cavity
are summarized，and the effects of the liquid on the crit‐
ical speed of the rotor were analyzed.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the instability of a hori‐
zontal rotor partially filled with a small amount liquid at
different fluid-filled ratios and viscosities was systemati‐
cally studied. Firstly，the dynamic stability of horizontal
rotors are explored，which were partially filled with liq‐
uid in the disc cav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mall amount of liquid in the disc cavity and the critical
speed of the rotor are determined. Lastly，the effects of

three factors on the stability boundary are discussed：
the viscosity of the liquid，the amount of liquid，and the
acceleration and deceleration conditions.
2 Experimental scheme

2.1 Experiment on rotor partially filled with vis⁃

cous liquid

2.1.1 Experimental device
To simulate liquid in the rotor disc cavity，the ex‐

perimental device was a single-span，double-disk flexi‐
ble horizontal rotor. Fig. 1 shows the rotor device.

In Fig. 1，labels 1 and 6 are the front and rear ful‐
cra of the rotor tester，both of which were rigid supports.
The front fulcrum used a roller bearing，and the rear ful‐
crum used a deep groove ball bearing. Label 2 is the sim‐
ulation disk of the liquid accumulation in the rotor cavi‐
ty of the compressor，which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liq‐
uid phenomenon in the cylinder cavity of the compressor
rotor. The size of the disc cavity was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cavity unit structure. Label 3 is the displacement

Fig. 1 Rotor device

Table 1 Comparison of previous studies

Other
rotating
machinery

Marine gas
turbine

Literature

Zhu［1-3］

Zucht［8］

Zhai［5］

In this
paper

Tester
device
Vertical
rotor

Horizontal
cylinder

Horizontal
rotor

Horizontal
rotor

Research content
Single disc flexible rotor，
cantilever structure

Single disc flexible rotor
with two supports

Double disc flexible rotor，
supported at both ends

Fluid-filled
ratio

0.66~0.94

0.50

0.03，0.05
（Two points）

0.00~0.17
（Multi points simu‐
lation continuous）

Key outcomes and requirements
Relationship between a large amount of liquid and the

threshold speed of instability are obtained.
Oil distribution under different rotational speeds of

large amount of liquid in cavity is observed.
Instability of the oil-accumulating rotor is a non-syn‐
chronous，self-excited vibration，but the influence of
the amount of accumulated liquid was not examined.
For a small amount of fluid，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shold speed of the instability and the amount of
fluid and between the instability vibration and the vis‐

cosity coefficient of fluid were obtained
Notes: the data of the winning bid * in the Table 1 ar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ed experimental parameters in th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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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or bracket used to mount the sensor. Label 4 is the
rotor shaft. Label 5 is the turbine simulation disc. Label
7 is the motor，which was controlled by the frequency
conversion governor to provide power for the rotor sys‐
tem.
2.1.2 Rotating disk cavity

The disc cavity was consisted of two parts：the sim‐
ulated disk and the simulated plate cover. The simula‐
tion plate was steel. The disk end face’s inner and outer
edges had seal slots to allow O-rings to be installed and
prevent leakage of the liquid that filled the cavity.

To observe the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quid in
the cavity during the experiment，a transparent acrylic
material was used to fabricate the plate cover. A sealing
ring was designed on the outer and inner edges of the
plate cover，corresponding to the seal slot on the disk. A
connecting hole was arranged on the inner and outer edg‐
es of the plate cover，which was solidly connected with
the disk. In addition， two symmetrical through-holes
were designed on the plate cover，which were used as
the injection and draining holes. The holes were both 5
mm in diameter and were used to fill and drain the liq‐
uid.

The basic size of the disk is shown in Fig. 2. It was
sealed by an O-ring and silicone seal pad.

During the experiment，the screw connecting the
sealing part and the fluid-filled part was removed，and
liquid was injected into the fluid-filled part. After add‐
ing the liquid， the sealing and the fluid-filled parts
were reconnected，and the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At the end of the experiment，the liquid was extracted
and cleaned before carrying out other experiments. The
fluid-filled ratio ranged from 0.00 to 0.17，that is，0~

200 ml of liquid was added.
2.1.3 Vibration testing device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tester and test system
used in this experiment is shown in Fig. 3. The sensors
of the test system mainly included an eddy current dis‐
placement sensor， electro-dynamic velocity sensor，
and photoelectric sensor. They communicated with the
data acquisition system，test software，signal transmis‐
sion cable，computer，and other common components of
the test system. The data measured by the sensor were
processed by the data acquisition system，and the vibra‐
tion data were collected，filtered，and amplified. After
the analog/digital conversion，the data were sent to the
computer，and the experimental data were analyzed and
processed by the computer software.

Two displacement sensors were installed on the
simulated compressor disk and the simulated turbine
disc to measure the vibration displacement of the disc
with liquid in the cavity. Two velocity sensors were verti‐
cally arranged at the front support of the simulated com‐
pressor，and the vibration velocity value at the bearing
seat of the front support was measured along the direc‐
tion of the front support to the motor. The information

Fig. 2 Liquid charging device dimension diagram and

photograph of the actual device (mm)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tester and tes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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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d by each measuring point is shown in Table 2.
2.2 Experimental process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fluid accumulation in the
disc cavity on the rotor vibrations，the effects of the flu‐
id amount and viscosity coefficient were considered. The
control variable method，and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by varying these two parameters.

During the experiment，different amounts of liquid
were injected into the cavity through the injection hole
to control the amount of liquid. The viscosity coefficient
of the liquid was controlled by changing the type of liq‐
uid.

The experimental process was as follows：
（1） Amount of liquid

When changing the amount of liquid in the cavity，
the sealing screw of the liquid injection hole on the plate
cover was removed，and an appropriate amount of liquid
was injected into the cavity through the liquid injection
hole. The sealing screw was tightened after the injection
was complete.

The total volume of the cavity was 1143.94 ml. The
amount of liquid began at 0 ml， and the maximum
amount of fluid-filled was 200 ml. The range of the flu‐
id-filled ratio was 0~0.17.

The amount of liquid accumulated in the disc cavi‐
ty of the rotor was unknown when the unstable vibrations
began. To accurately determine the amount of liquid ac‐
cumulated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experi‐
ment，the amount of liquid accumulated began from 0
ml. Step sizes of 1，2，3，5，10，and 20 ml were used
to increase the liquid volume.

Starting from 0 ml，a maximum volume of 20 ml
was used to increase the amount of liquid. At the end of
each group of experiments，the vibration data were ana‐

lyzed to find the abnormal vibration peak caused by liq‐
uid in the cavity and the vibration component with large
amplitude of sub-harmonic frequency. In the data analy‐
sis，if the signs of instability vibration caused by liquid
in the cavity are observed，the adding step size of liquid
will be shortened and the appropriate amount of liquid
would be selected，until find the amount of liquid when
the rotor is instable.

After finding the threshold amount of fluid at which
unstable vibrations begin，a small amount of fluid near
the threshold amount was selected to increase the vol‐
ume and more accurately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the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otor and the
instability threshold. The step size of additional liquid
was gradually varied as need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the liquid on the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otor.
（2） Viscosity coefficient of liquid

To control the viscosity coefficient of the liquid，
the type of liquid injected into the cavity was varied.
When filling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liquids，the liquid
viscosity，density，and other properties will be differ‐
ent.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liquids were used in the ex‐
periment，water，vegetable oil，and lubricating oil. The
parameters of the three liquids are listed in Table 3.

By studying the influence of liquid viscosity on the
vibrations of these three liquids，the influence of liquid
viscosity on the rotor vibrations was summarized.
2.3 Dynamic performance of dry rotor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otor were veri‐
fied by experiments after dynamic balancing. Running
the rotor without fluid-filled，the speed increased slow‐
ly to 5200 r/min，after which it was decelerated. Fig. 4
is the amplitude-frequency characteristic diagram of the
rotor. Since the natural frequency of the displacement

Table 2 Test channel information

Location and name of measuring point

Disk

Support
Coupling

Ch 1
Ch 2
Ch 3
Ch 4
Ch 5
Ch 6

Photoelectric

Vibration information
Vertical displacement of compressor disc
Horizontal displacement of compressor disc
Vertical displacement of turbine disc
Horizontal displacement of turbine disc

Vibration velocity of the front bearing 45° to the left
Vibration velocity of the front bearing at 45° to the right
Photoelectric information for rotor speed measurement

Type

B&K VIBRO IN-085

B&K VIBRO VS-080
B&K VIBRO P-84/1

Sensitivity

8mV/μm

75mV/（m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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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or bracket is 40Hz，the data starts from 2500r/min.
In Fig.4，the solid line is the acceleration process，and
the dotted line is the deceleration process. The peak at
about 3200 r/min was the first order critical speed of the
rotor. The first order critical speed during the accelera‐
tion process was 3237 r/min，and during the decelera‐
tion process it was 3231 r/min. The mean value of the
first order critical speeds was 3234 r/min.

2.4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wet rotor

The experimental data were analyzed when the type
of liquid in the cavity was water. The critical speeds for
liquid amounts in the range of 0～200 ml were recorded

and summarized in Table 4.
By fitting the amount of liquid accumulated in Ta‐

ble 4 with the first order critical speed，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rst order critical speed with the amount of
liquid accumulated was obtained，as shown in Fig. 5.

As shown in the figure，compared with the rotor
without liquid in the cavity，the critical speed of the ro‐
tor filled with 5 ml of liquid decreased by 87 r/min. Com‐
pared with the rotor filled with 5 ml of liquid，the criti‐
cal speed of the rotor filled with 10 ml liquid decreased
by 8 r/min. The presence of liquid in the disc cavity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rotor critical features，but
the increase in the amount of liquid had little effect on
the rotor critical features. The reason may was that main
factor affecting the rotor critical features was the fluid
viscous force，and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liquid vol‐
ume， the influence of the viscous forces was greater

Fig. 5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rst-order critical speed

and the amount of liquid

Table 4 Critical speed in the process of acceleration with different amounts of liquid

Amount of liquid/
ml
0
5
10
15
20
26
29
32
33
34
35
36

Critical speed/
（r/min）
3237
3150
3142
3152
3152
3096
3106
3090
3112
3093
3081
3099

Amount of liquid/
ml
37
38
39
40
42
44
46
48
50
52
54
57

Critical speed/
（r/min）
3108
3108
3104
3099
3082
3082
3100
3080
3094
3064
3001
2980

Amount of liquid/
ml
60
65
70
75
80
9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Critical speed/
（r/min）
2999
2952
3050
3025
2980
2956
2930
2928
2936
2933
2931
2917

Fig. 4 Acceleration and deceleration process of rotor

without liquid in the cavity

Table 3 Types and parameters of liquid

Type
Water

Vegetable oil
Lubricating oil

Density/
（kg/m3）
1000
925
885

Viscosity/
（kg/（m∙s））
1.0 × 10-3
7.8 × 10-3
1.3 × 10-2

Dynamic viscosity/
（m2 /s）
1.0 × 10-6
8.5 × 10-6
1.45 ×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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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 that of the gravitational force. In fact，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the first critical speed obtained from the
experiments and the amount of liquid accumulated can
be simply deduced.

The force of the liquid in the cavity on the rotor is
as follows

F l = F lξ ej[ ]( )Ω - ω t + α + F lτej
é
ë
ê

ù
û
ú( )Ω - ω t + α + π2 （1）

Where Ω is the rotor speed，ω is rotational speed
of the fluid（namely axial vortex motion speed），and α
is the bonding force of the initial phase angle. Thus，ra‐
dial and tangential forces exist when fluid accumulates
in a laminar flow state. Therefore，during operation，the
liquid in the cavity has an influence on the rotor over a
wide range of rotation speeds. In addition，the radial
and tangential force frequencies of the liquid acting on
the rotor are the same，with a phase difference of 90° .
The force of the liquid on the rotor is inserted into the
equation of motion. The radial force of disc is as follows

F lξ = ρΩ 2π2 LRh (R + ξ rotor) + 2ρgπ2 LRh （2）
And the tangential force is：
F lτ = ρ

2Ω 3π2 LR3h
2μ (R + ξ rotor) (1 - ωΩ ) +

ρ2 gπ2 LRh
2μ ( Rh Δ + ω) (2R - h) （3）

Where R is the rotor cavity diameter，L is the cavi‐
ty width，μ is the viscous coefficient，h is the thickness
of the liquid，ξ rotor is the rotor eccentricity，and Δ=Ω-ω.

The radial force of rotor Fξ is as follows
Fξ = F lξ + MΩ 2 (ξ rotor + ε) （4）

Where M is the mass of the rotor system，ε is the
eccentricity of disk. A radial force expression can be ob‐
tained by substituting it into the above equation：

ρΩ 2π2 LR2 ( hR ) (R + ξ rotor) + 2ρgπ2 LRh +
MΩ 2 (ξ rotor + ε) = Kξ rotor

（5）

K is the rotor stiffness coefficient. When ω1=Ω，the
fluid-filled rotor vibrates unsteadily. In this case，equa‐
tion（5）is

ρω 2
l π2 LR2 ( hR ) (R + ξ rotor) + 2ρgπ2 LRh +

Mω 2
1 (ξ rotor + ε) = Kξ rotor

（6）

Where ωl is the rotational speed of the fluid-filled
rotor along the rotor，namely the axial vortex velocity.

The above formula can be written as
ω l = Kξ rotor - 2ρgπ2 LRh

ρπ2 LRh ( )R + ξ rotor + ε + Mξ rotor
（7）

With ωn2=K/M，equation（7）can be written as
ω l = Mξ rotorω 2

n - 2ρgπ2 LRh

ρπ2 LRh ( )R + ξ rotor + ε + Mξ rotor
（8）

When there was a small amount of liquid accumu‐
lated in the rotor disc cavity，the liquid surface thick‐
ness was very small. Thus，the latter term in the above
equation is far smaller than the preceding one. If the for‐
mula ma=2πRLhρ for the mass of liquid accumulated is
substituted into equation（8），the vibration speed is as
follows

ω l = ω n

πm a ( )R + ξ rotor + ε
2Mξ rotor + 1

< ω n （9）

According to the above formula，ωl ≈ωn，and ωl <
ωn. Therefore，the sub-harmonic frequency generated
by the rotor under the action of liquid is lower than the
natural frequency of the rotor without liquid. That is，
the threshold speed of the unstable vibration of the flu‐
id-filled rotor is above the first critical speed. Further‐
more，the vibration speed ωl of the fluid-filled rotor de‐
creases with an increase in the amount of liquid.
3 Experimental results on unstable vibrations

3.1 Description of instability phenomena

Fig. 6 shows the vibration amplitude of each chan‐
nel versus the rotor speed when the cavity was filled
with 35 ml of water. The upper half of the figure shows
the variation of rotor speed with time. As shown in the
figure，the speed increased slowly from 2700 to 5200
r/min，after which it gradually slowed to 2700 r/min.
The bottom half shows the vibration amplitude variation
with time.

During the acceleration process，when the rotor
speed increased to the first order critical speed of 3099
r/min，the rotor vibration exhibited an obvious peak. Af‐
ter passing the first critical speed，the vibration ampli‐
tude of the rotor decreased. However，another vibration
peak appeared when the speed increased to 3300 r/min，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vibration peak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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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critical speed. The peak vibration was caused
by liquid accumulation，and it disappeared after the ro‐
tor speed increased to 3444 r/min. As the rotor speed
continued to increase to 5200 r/min，the rotor vibration
was in a stable state，and no abnormal vibration peaks
appeared.

After the rotor speed reached 5200 r/min，it was
decelerated. When the rotor decelerated to 3352 r/min，
a rotor vibration peak appeared，and the peak vibration
disappeared at 3279 r/min. When the speed continued
to decelerate to 3081 r/min，the rotor crossed the first-
order critical speed and exhibited an obvious peak vibra‐
tion. The rotor then decelerated to a stop.

When the rotor cavity was filled with 35 ml of wa‐
ter，the instable recovery boundary in the acceleration
process was 3444 r/min，and the upper boundary speed
in the deceleration process is 3352 r/min. The instable
recovery boundary speed in the acceleration process of
the rotor was greater than the upper boundary speed in

the deceleration process.
The vibration data of these experiments were ana‐

lyzed，and the vibration order diagram of each channel
was drawn，as shown in Fig. 7. As shown by the spec‐
trum analysis，the rotor vibration was mainly before 2X，
so the range of the axis was 0 to 3X.

In the displacement signal，there were mainly 1X
components within the range of rotor speeds，and a rela‐
tively obvious 0.94X harmonic component appeared
near 3400 r/min. As shown in Fig. 7，the vibration infor‐
mation collected by CH1 and CH2 channels was basical‐
ly consistent.
3.2 Characteristics of unstable vibrations

When the cavity was filled with 36 ml of water，
Fig. 8 shows the vibration amplitude of rotor CH1.

When the rotor speed increased to the first critical
speed of 3099 r/min，the rotor vibration peaked. After
passing the first critical speed，the rotor vibration de‐
creased. However，when the rotor speed increased to
3303 r/min， the vibration amplitude of the rotor in‐
creased abruptly. As the speed increased，the vibration
amplitude increased rapidly，exceeding the measure‐
ment range of the sensor. Meanwhile，the rotor vibra‐
tions were accompanied by an abnormal sound. After the
emergency deceleration，the rotor vibration returned to
normal.

The spectrum variation within the instability range
after the rotation speed of 3303 r/min was analyzed，as
shown in Fig. 9.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rotor speed，
the frequency band of the sub-harmonic became wider.

After the rotor speed reached 3303 r/min，the flu‐
id-filled rotor generated a sub-harmonic frequency. As
the rotor speed increased gradually，the sub-harmonic

Fig. 7 Vibration orders for 35 ml of water

Fig. 6 Vibration analysis when cavity was filled with 35 ml

of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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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uency band became wider gradually，from 0.94X to
0.81X，and the range of sub-harmonic frequency band
was 48.5 to 56.3Hz. The amplitude dominant frequency
also developed from 0.94X to 0.88X，and the amplitude
of unstable vibrations was much larger than that of ro‐
tor 1X.

Fig. 10 shows the variation of the rotor sub-har‐
monic amplitude with rotor speed when the cavity was
filled with 36 ml of water.

As shown in Fig. 10，when the rotor speed reached
about 3300 r/min，the amplitude of the sub-harmonic
frequency exhibited a rapid increase，reaching a maxi‐
mum of 500 μm，and it still showed an upward trend.

Fig. 11 shows the variation in the amplitude of the
fluid-filled rotor 1X with rotor speed when it was filled
with 36 ml water. When the rotor exceeded the first-or‐

der critical value，the amplitude of the 1X vibration in‐
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passing the first critical
speed，the 1X amplitude of the rotor began to decrease.
However，at about 3400 r/min，as the rotor entered a
state of instability，and the 1X frequency amplitude also
showed obvious fluctuations.

The time-domain waveform shows that the rotor vi‐
bration amplitude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in rota‐
tion speed，the beat vibration amplitude continued to in‐
crease. The fluid-filled rotor exhibited several character‐
istics when it produced unstable vibrations，and the fol‐
lowing identification criteria were established：

（1）After the rotor passed the first-order critical
speed，the instable state of the fluid-filled rotor caused
a sudden increase in the vibration amplitude.

（2）When the fluid-filled rotor entered the insta‐
ble state，the sub-harmonic component of the rotor vi‐
brations within the range of 0.5X~1X increased abruptly.

（3）When the fluid-filled rotor entered the insta‐
ble state，the time-domain waveform of rotor vibrations
exhibited a beating phenomenon，and the amplitude of
the 1X of the rotor fluctuated.
4 Effects of different factors on stability

4.1 Influences of liquid accumulation on instabili⁃

ty threshold spe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the amount of liquid on

Fig. 8 Vibration monitoring for cavity filled with 36 ml of

water

Fig. 9 Spectrum variation analysis with rotor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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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reshold speed of instability，the instability vibra‐
tion data with liquid volumes greater than 35 ml were an‐
alyzed. For water，the vibration data from 35 to 200 ml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instable threshold speed and
the first critical speed of each group of data. The thresh‐
old speed of instability was determined as the rotor
speed at which the sub-harmonic amplitude of the vibra‐
tions was greater than 10 μm. The first order critical
speed was determined by taking the speed at the maxi‐
mum amplitude of 1X when the rotor passed the first or‐
der critical value. The ratio of the threshold speed to the
first critical speed was also calculated.

Fig. 12 sho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sh‐
old speed of the fluid-filled rotor and the amount of liq‐
uid.

Based on the fitting results，there was not a simpl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hreshold speed of insta‐
bility and the amount of accumulated liquid，but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amount of liquid， the threshold
speed of instability first decreased and then gradually in‐
creased. However，the minimum value of the threshold
speed of instability was not lower than the first critical
speed of the rot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stability threshold
speed obtained from the above experiments，and the
amount of liquid accumulated can be simply deduced.
The motion equation of the rotor was established as fol‐
lows
M r

·· + D r· + Kr = M ( ξ rotor + ε )Ω 2 + Mg sinδ + F 1ξ（10）
D is the rotor damping ratio. It can be deduced

from equation（9） that the vibrations of the rotor under
the action of liquid accumulation were in the sub-har‐
monic resonance frequency band. That is，the threshold
speed of the unstable vibrations of the rotor was about
above the first critical speed. The factor causing the un‐
stable vibration of the rotor was the effect of liquid accu‐
mulation on the rotor force. To highlight the main charac‐
teristics of the unstable vibrations and simplify the cal‐
culation process，the cross stiffness term kxy caused by
liquid in the cavity force was introduced，and the above
equation can be written as follows

M r
·· + D r· + (K - jkxy )r = 0 （11）

From this solution，the characteristic equation can
be derived

Ms2 + Ds + K - jkxy = 0 （12）
s is the characteristic root of the characteristic

equation. And the expression of the instability speed ob‐
tained is as follows

Ω instability = 64υ2D2K 2M

π2R4m 2
c ( )1 - γ 2

6
（13）

Where υ=μ/ρ is the liquid dynamic viscosity，D is
the rotor damping ratio，and γ=ω/Ω∈［0.5 ，1）. Ωinstability
is the lower boundary of the instability interval. Accord‐
ing to equation（13），the threshold speed of the insta‐

Fig. 12 Relationship between threshold speed of instability

and amount of accumulated liquid

Fig. 10 Sub-harmonic amplitude

Fig. 11 1X amplitude

2114



Experiment on Instability of Horizontal Rotor System Partially Filled with Small Amounts of Fluid第 42 卷 第 9 期

ble hydro-static rotor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rotor
structure parameters. The instability threshold speed ra‐
tio of the fluid-filled rotor ηinstability is
η instability = Ω instability

ω l
=

64υ2D2K 2M

π2R4ω 6
n ( )1- γ 2

m 2
c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π ( )R + ξ rotor + ε

2Mξ rotor m c + 1
36

（14）
Considering the same fluid-filled rotor，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stability boundary ηinstability can be
written as

η instability = K 2 ( )K 1m c + 1 3

m 2
c

6

（15）

Where K 1 = π ( )R + ξ rotor + ε
2Mξ rotor

K 2 = 64υ2D2K 2M

π2R4ω 6
n ( )1 - γ 2

6

Since mc is the amount of liquid in the cav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shold speed of instability
and the amount of accumulated liquid was as follows in
Table 5.

When the m c ∈ (0， 4Mξ rotor
π ( )R + ξ rotor + ε ) and the

amount of liquid accumulated increases，the threshold
speed ratio of instability η instability decreases.

When the m c ∈ ( 4Mξ rotor
π ( )R + ξ rotor + ε

，+ ∞) and the
amount of liquid accumulated increases，the threshold
speed ratio of instability η instability increases.

When the m c = 4Mξ rotor
π ( )R + ξ rotor + ε

，the threshold

speed ratio of η instabilityis the minimum value，but its value
is greater than 1.

Therefore，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amount of liq‐
uid，the threshold speed of instability η instability will de‐
crease and then increase. The existence of the extreme
point is unavoidable because of the deflection of the flex‐
ible rotor ξ rotor. If the deflection of the flexible rotor is not
considered，the extreme point will not exist.

Based on the abov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xperi‐
mental results，there is an inflection point between the
threshold speed of instability and the amount of accumu‐
lated liquid when the fluid-filled ratio is between 0 and
0.08，which was not found in previous experimental
studies. It can also be seen from Table 1 that the fluid-
filled ratio range at this inflection point was just inside
the fluid-filled ratio range of marine gas turbine cavi‐
ties. The discovery of this characteristic is of great signif‐
icance for the design of oil rejection holes and the diag‐
nosis of fluid accumulation in marine gas turbine.
4.2 Influence of liquid viscosity on instability

threshold speed

In this experiment，when water was added into the
rotor disc cavity gradually，the instability was detected
at 35 ml. When the liquid was vegetable oil，the insta‐
bility was observed at 98 ml. Finally，when the liquid
was lubricating oil，the instability was observed at 200
ml. The amount of liquid at which the first unstable vi‐
bration of the fluid-filled rotor occurs is called the
amount of liquid at the instable threshold.

The vibration data of the cavity filled with 35 ml of
water，98 ml of vegetable oil，and 200 ml of lubricating
oil were analyzed，as shown in Fig. 13.

The threshold speed of the above three groups of ex‐
perimental data was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insta‐
ble state identification criteria presented in Section 3.2.
The instable threshold speed and liquid amount of the
fluid-filled rotor under the three types of liquid were cal‐
culated and are summarized in Table 6.

Table 5 η instability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analysis

Parameter
m c

η instability ( )m c

η instability

Range and trend of change

( - ∞，- 1
K1 )

+
Increase

- 1
K1

0
Maximum points

( - 1
K1

，0)
-

Decrease

(0，2K1 )
-

Decrease

2
K1

0
Minimum points

( 2K1，+ ∞)
+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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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able 6，it can be seen that：With the in‐

crease in the viscosity coefficient of the liquid， the
threshold speed of instability of the fluid-filled rotor in‐
creased accordingly.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viscosity coefficient of the
liquid，the instability threshold liquid amount of the flu‐
id-filled rotor exhibited an upward trend.

The vibration intensities of the fluid-filled rotors
were different for the three types of liquids with different
viscosity coefficients. The vibration data for 36 ml of wa‐
ter，98 ml of vegetable oil，and 200 ml of lubricating oil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stable vibration in Section 3.2，the sudden increase
in the amplitude during the unstable vibrations of the
fluid-filled rotor was caused by the vibration component
of the sub-harmonic frequency. Therefore，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the amplitude of the sub-harmonic fre‐
quency and rotation speed of three groups of experimen‐
tal data were plotted，as shown in Fig. 14~16.

Compared with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three
groups of data，the amplitude growth rate of the unsta‐
ble vibrations was different for different viscosity coeffi‐
cients. Therefore， the rotor speed and corresponding
sub-harmonic amplitude with different viscous coeffi‐
cients after the sudden increase were counted，as shown
in Table 7.

The slope of the amplitude growth rate was used to
indicate the speed of the amplitude increase. The slope
of amplitude growth rate of different types of liquid was
obtained by fitting，as shown in Table 8.

The influence of viscosity coefficient on the slope
of amplitude growth rate was obtained，as summarized
in Table 8. When the unstable vibration was caused by

Fig. 13 Relationship between 1X amplitude and sub-

harmonic amplitude of different types of liquids

Table 7 Sub-harmonic amplitude of each rotor speed for different types of liquids

Liquid type
Rotor speed/（r/min）

Rotor-speed increment/（r/min）
Sub-harmonic amplitude/μm

Water
3402
0

81.38

3481
79

177.40

3555
153
395.60

Vegetable oil
3624
0

45.92

3632
8

182.80

3645
21

242.90

Lubricating oil
3921
0

69.81

3926
5

90.77

3934
13

430.60

Table 6 Instability threshold speed and liquid amount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liquids

Type
Water

Vegetable oil
Lubricating oil

Viscosity coefficient/（m2 /s）
1.0 × 10-6
8.5 × 10-6
1.45 × 10-5

Instability threshold speed/（r/min）
3300
3596
3841

Instability threshold liquid amount/ml
35
98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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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id accumulation in the rotor disc cavity，with the in‐
crease in the viscosity coefficient of fluid accumulation，
the amplitude and slope of the amplitude increase in the
unstable vibrations of the rotor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5 Conclusions

The following results were obtained：

（1）There was an instability threshold of the liquid
volume. In our experiment，the instability threshold liq‐
uid volume was 35 ml. If the liquid was less than 35 ml，
the rotor system did not become instable.

（2）The rotor’s self-excited unstable vibrations ap‐
peared after the first critical speed. The total vibration
amplitude increased，the sub-harmonic amplitude in‐
creased，and a beat vibration appeared.

（3）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viscosity coefficient of
the fluid in the rotor disc cavity，the instability thresh‐
old speed of the rotor and the instability threshold fluid
volume increased.

Fig. 15 Cavity filled with 98 ml vegetable oil

Fig. 16 Cavity filled with 200 ml lubricating oil

Fig. 14 Cavity filled with 36 ml water

Table 8 Viscosity coefficient and slope of amplitude growth

rate

Type
Viscosity coefficient/（kg/（m·s））
Slope of amplitude growth rate

Water
1.0 × 10-3
2.04

Vegetable
oil

7.8 × 10-3
8.92

Lubricat‐
ing oil

1.3 × 10-2
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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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on of this study lies in many experi‐
ments. Furthermore，the inflection point as the amount
of liquid increased was found first，which expanded the
rang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mount of liquid
and the instability threshold speed curve. Instable exper‐
iments for the liquid in a cavity with different viscosity
coefficients were carried out，and the effects of fluid vis‐
cosity on the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otor instability
were determined，which are references for the fault diag‐
nosis of gas turbine.

The shortcoming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In
the experiments of the unstable vibrations of the rotor
partly filled with liquid，the amount of fluid in the disc
cavity was small. Thus，the thickness of the liquid film
was thin. As the rotation speed increased，the transition
from laminar to turbulent flow could be observed easily.
Thus，it is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method of observa‐
tion. The advanced method of observation could be used
to determine the distribution state of fluid in the disc
cavity at different rotating speeds and reveal the mecha‐
nism of rotor unstable vibrations caused by fluid in the
disc ca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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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模拟控制技术研究 *

但志宏 1，2，张 松 1，2，白克强 3，钱秋朦 2，裴希同 1，2，王 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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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航空发动机高空台推力瞬变等过渡态试验对进气环境模拟控制系统所提出的强抗扰

性、强鲁棒性的迫切需求，设计了一种基于扩张状态观测器（ESO）的高空台进气环境模拟主动抗扰控

制技术方法。首先分析了现有高空台过渡态环境模拟的技术特点和高品质控制指标难于实现的原因；其

次设计线性自抗扰控制器 （LADRC） 和一体化并行控制器 （IPC）；最后通过仿真对高空台进气环境模

拟主动抗扰控制方法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应用基于扩张状态观测器的主动抗扰控制技术，能够大幅

提高发动机过渡态试验中进气环境模拟的动态响应速度、控制精度和抗扰动能力。

关键词：高空试验台；进气环境模拟；过渡态试验；扩张状态观测器；线性自抗扰控制器；一体化

并行控制器

中图分类号：TP2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055（2021） 09-2119-10
DOI：10.13675/j.cnki. tjjs. 190810

Air Intake Environment Simulation of Altitude Test Facility
Control Based on Extended State 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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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ing at the urgent requirements for the strong immunity and robustness proposed by the tran‐
sient state tests of aero-engine high-altitude test facility thrust transients for the intake environment simulation
control system，an active disturbance rejection control algorithm based on the extended state observer（ESO）for
the simulation of the intake environment of high altitude test facility is designed. Firstly，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
tics of the existing high-altitude test facility transient state environment simulation and the reasons why the high
quality control indicators are difficult to achieve were analyzed. Then，the linear active disturbance rejection con‐
troller（LADRC）and the integrated parallel controller（IPC）were designed. Finally，the active disturbance re‐
jection control is realized in the simulation environ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ctive disturbance re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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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technology based on extended state observer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dynamic response speed，control ac‐
curacy and anti-disturbance ability of intake environment simulation in engine transient test，and has strong ver‐
satility. This work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subsequent practical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Key words：High altitude test facility；Intake environment simulation；Transient test；Extended state ob‐
server；Linear active disturbance rejection control；Integrated parallel controller

1 引 言

航空发动机在高空模拟试车台（简称高空台）开

展推力瞬变、惯性起动、遭遇加减速等过渡态试验与

研究，是高空模拟试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1］。该类

试验首先通过环境模拟控制系统建立稳定的飞行高

度、飞行马赫数工作条件，然后快速改变发动机油门

操纵杆位置（移动时间≤1.0s）使发动机由一种工作状

态过渡到另一种工作状态，试验过程通常仅持续数

秒，其间发动机空气流量变化十分剧烈（最大变化量

220%，最大变化速率 20kg/s2）。由于环境模拟系统的

控制精度会对发动机过渡态性能/特性的准确评估产

生显著影响，因此控制系统设计必须保证在发动机

快推/拉油门杆以及发动机加速/减速到目标功率状

态等一系列短时大负荷扰动冲击下，始终具有良好

的动态品质和稳定性。即响应快、超调小、调节时间

短等。较为理想的过渡态试验环境模拟控制品质

是：调节时间与发动机状态变化时间基本同步、无振

荡、进气压力最大瞬时波动量≤3%。同时，由于不同

型号发动机的过渡态特性不同，甚至存在显著差异，

而高空台同一套环境模拟控制系统要满足不同被试

发动机不同工作包线范围内的环境模拟需求，就对

环境模拟控制系统的强抗扰性、强鲁棒性、快速响应

性和通用性提出了十分苛刻的要求。

高空台进气控制系统负责建立发动机试验空中

工作环境的进气压力条件，由于发动机过渡态考核

试验具有时间短、扰动冲击大、扰动源特性模型难以

准确获取等显著特点，导致现阶段控制品质提升瓶

颈问题尤为突出。针对该技术难题，国外高空台进

气系统开展了大量过渡态控制方法研究。美国学者

Luppold等［2］针对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高空模拟试验

开展了参数自整定控制技术研究，提升了控制系统

的抗扰动能力和过渡态试验调节水平。美国AEDC在

TOMIP、PC&S等项目支持下，Montgomery等［3］在大量

设备建模与仿真的基础上，成功开展了增益调度、阀

门分级调节、自适应控制等工程应用研究，其研究成

果显著提升了发动机进气试验系统的控制水平［4-6］。

德国 Stuttgart大学构建了环境模拟系统数字仿真及

硬件回路仿真系统，开展了进气系统组合控制以及

前馈控制技术研究，大幅提高了控制系统过渡态调

节性能［7-9］。目前国内进气系统过渡态控制主要采用

了基于模型的前馈+反馈的经典控制模式［10］，并结合

模糊控制［11］等方法，使进气系统在过渡态试验中的

控制品质得到了改善。但在实际过程中，由于高空

台环境模拟系统存在大量的“模型不确定性”和“未

建模动态”，致使现阶段的主动抗扰技术只能完成控

制品质的局部优化且通用性不足。另外对于那些难

以建模且无法测量，但同时又对被控对象有着显著

影响的扰动环节，基于模型的经典主动抗扰方法将

无法发挥作用。上述因素严重制约了高空台过渡态

试验进气系统控制品质的有效提升。

与传统欧美航空强国相比，我国航空发动机过

渡态试验环境模拟的抗扰能力、动态响应速度及控

制精度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为加快先进航空发

动机的试验研制进程，迫切需要开展相关控制技术

研究以提升环境模拟过渡态控制品质。考虑发动机

过渡态试验中具有受扰特性强、扰动源特性不一、模

型不确定性大等显著特点，如何有效地解决环境模

拟系统中存在的强扰动以及不确定性，是目前发动

机过渡态试验环境模拟控制领域的技术难点和关键

问题。基于扩张状态观测器的主动抗扰控制技术

（ADRC）由中国控制领域著名学者韩京清率先提出，

其核心思想是把系统的未建模动态信息和未知扰动

作用均归结为对系统的总扰动，并通过扩张状态观

测器对总扰动进行估计并形成相应的控制量，在扰

动尚未影响到被控量之前把造成误差的因素（扰动）

消除掉，从而形成一种不依赖于模型的主动抗扰技

术［12-16］。秉承 ADRC技术的核心思想，美国克利夫兰

州立大学高志强教授提出了基于线性扩张状态观测

器（LESO）的 线 性 主 动 抗 扰 控 制 技 术（LADRC），

LADRC的突出优点是以线性形式实现扩张状态观测

器和控制律，并将控制参数以控制器带宽和观测器

带宽进行表达，大幅缩减整定参数的同时极大地促

进了 ADRC的工程应用和发展［17-19］。因此，本文针对

如何有效提升进气控制系统的控制品质问题，研究

一种基于扩张状态观测器的高空台进气环境模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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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抗扰控制技术，并结合大量仿真实验结果验证此

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本文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在

于提出了一种基于扩张状态观测器（ESO）的高空台

过渡态试验环境模拟主动抗扰控制技术，可为后续

发动机过渡态试验环境模拟多变量控制、动态解耦

控制等复杂控制技术研究提供技术支撑。

2 主要设备特性模型简述

2.1 管道容腔模型

高空台环境模拟进气系统容腔结构简图如图 1
所示。

该容腔可视为两路进气和一路排气，第一路是

温度为 Tin1的高温热气流，第二路是温度为 Tin2的低温

冷气流，分别由 1号、2号调节阀来控制，容腔内温度

及压力的微分方程［20］为
dT
dt =

RT

Vp ( )cp - R [ - (h out - RT) (W in1 + W in2 - W out) +

(h in1W in1 + h in2W in2 - h outW out) + Ω̇ ]
（1）

dp
dt =

R
V

é

ë
êê(T - h out - RTcp - R ) (W in1 + W in2 - W out)

ù

û
úú +

R

V ( )cp - R [ (h in1W in1 + h in2W in2 - h outW out) + Ω̇ ]
（2）

式中 T为容腔温度，p为容腔压力，V为容腔容

积，W in1为第一路进气流量，W in2为第二路进气流量，

Wout为排气流量，hin1为第一路进气的焓，hin2为第二路

进气的焓，hout为排气的焓，cp为气体的定压比热容，Ω̇

为单位时间内容腔与外界交换的热量，R 为气体

常数。

2.2 调节阀流量模型

进气调节阀为 DN2000大型轮盘式特种流量调

节阀。根据文献［21］可知，调节阀的理论流量计算

式为

Qm =
é

ë

ê
êê
ê

u2

1 - u2m2 p
2
kr

⋅ k ⋅ p
2
kr

k - 1 (1 - p
k - 1
kr )

ù

û

ú
úú
ú

1 2

× A0 2ρ1 p1

（3）
式中 p1为阀前压力，pr为阀后压力与阀前压力之

比，ρ1为气体密度，k为气体绝热指数，A0为调节阀等

效截面积，u为流束收缩系数，等于流束收缩最小截

面积与节流孔截面积之比；m为节流孔截面积与管道

截面积之比，Qm为质量流量。

令流量计算式（3）第一个根号项为 φ（定义为流

量系数），得到简化流量模型

Qm = φA0 2ρ1 p1 （4）
2.3 调节阀位置闭环控制模型

调节阀位置控制模型的组成与典型电液伺服位

置式控制系统［22-23］类似。由液压缸位置给定信号 xset
到液压缸活塞杆的输出位置 xp的传递函数框图如图

2所示。

图 2中，Q0为电液伺服阀的空载流量；ΔI为电液

伺服阀的控制电流；Kq为电液伺服阀的流量增益；

ωsv为电液伺服阀固有频率；ξsv为电液伺服阀阻尼

比；FL为外负载力；Kce为总流量—压力系数；ωh为阀

控液压缸固有频率；ξh为阀控液压缸液压阻尼比；Vt
为液压缸容积；Ap液压缸截面积；βe为液压油体积弹

性模量。

Fig. 1 Cavity structure diagram of air intake system

Fig. 2 Valve position closed-loop control transfer function block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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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设备模型仿真实例

以调节阀流量特性模型和进气系统容腔压力模

型为例，分别给出了具体仿真计算实例。调节阀流

量特性模型仿真曲线如图 3所示，40kg/s气流阶跃作

用下进气压力仿真曲线如图 4所示。图 3中，Wa为调

节阀流量变化值；图 4中，p为进气压力值。

3 基于扩张状态观测器的进气压力线性自抗

扰（LADRC）控制方法

3.1 基于LADRC的进气压力主动抗扰控制方案

高空台进气系统控制品质能力提升的关键，是

如何在大误差出现前把造成误差的各种扰动实时估

计出来，并结合恰当的控制量将扰动对被控量的影

响迅速消除掉，从而形成一种通用的主动抗扰控制

方法。据此构建的基于 LADRC的进气系统压力控制

结构简图如图 5所示。

该控制结构的核心思想之一是把影响被控量的

总扰动（内扰和外扰之和）通过扩张状态观测器（LE‐
SO）实时估计出来，然后通过特殊的状态反馈机制将

原有不确定系统动态改造成理想的积分串联系统

（图 5内红色虚线框内所示），这将大大简化控制器的

设计难度。该控制结构的核心思想之二在于：影响

被控量的扰动通常在相位关系上要超前被控量很

多，所以扰动如果能成功估计出来，那么就可以用控

制量将其即时消去，其赋予 LADRC天然的预测性和

抗扰性。在发动机典型大流量过渡态试验中，发动

机的快速流量变化扰动是影响进气压力控制品质的

主要因素，首先 LESO实时准确观测被控压力（z1）、压

力微分信号（z2）以及总扰动（z3），进一步 LADRC在完

成受控对象动态改造的同时可实现相位超前的控制

机制，这是 LADRC能够大幅提高控制品质的本质

原因。

3.2 被控对象模型

本 文 仅 针 对 进 气 压 力 开 展 基 于 单 调 节 阀 的

LADRC控制方法研究，如图 1所示，令W in2 = 0，W in1 =
Qm。在进行发动机过渡态试验时，进气温度可认为

近似不变（T ≈ Const），并且假定气流与金属管壁之

间已达到热平衡（即 Ω̇ ≈ 0），上述假设与试验实际工

况条件基本相符。由此，图 5中的被控对象模型可以

进一步展开，如图 6所示。

图 6中，θr为调节阀期望角度（即控制量 u），θ为

调节阀实际角度，A0为调节阀节流面积，Qm为阀门流

量，Wout为发动机流量，p为容腔压力（即输出 y），G1（s）

表示调节阀位置控制闭环传递函数，G2（s）表示调节

阀节流面积传递函数，G3（s）表示调节阀流量传递函

数，G4（s）表示容腔压力传递函数。

调节阀位置闭环控制模型本质上是一个三阶系

统，后续经工程技术改进和试验数据模型辨识，可将

调 节 阀 位 置 闭 环 控 制 模 型 简 化 为 一 阶 小 惯 性 环

Fig. 3 Simulation curve of flow characteristic model of

regulating

Fig. 4 Simulation curve of intake pressure under step

action of 40kg/s air flow

Fig. 5 Schematic of intake pressure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LAD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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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即

θ ( s )
θ r ( s ) = G 1 ( s ) =

Kθ

Tθ s + 1 （5）
式中 Kθ为比例系数，Tθ为时间常数。调节阀位置

闭环控制模型虽然忽略了高阶动态项，但经工程实

验验证，该简化模型符合实际系统特点，满足工程应

用要求。

调节阀角度 θ与调节阀等效截面积 A0有如下线

性关系

A0 ( s )
θ ( s ) = G 2 ( s ) = k a （6）

式中 ka为线性转换系数。实际过程中由于调节

阀节流窗口加工误差和机械间隙，会使比例系数 ka存

在小范围波动。调节阀等效截面积和调节阀流量之

间的关系可以由式（4）得到。

Qm ( s )
A0 ( s ) = G 3 ( s ) = φ 2ρ1 p1 （7）

空气流量测量误差、调节阀漏气等因素会给调

节 阀 流 量 模 型 精 度 带 来 一 定 程 度 的 影 响 。 由

T ≈ Const，Ω̇ ≈ 0和微分方程（2），有

dp
dt =

R
V
[ (T - h out - RT

cp - R ) (Qm - W out ) +
R

V ( cp - R ) (h in1Qm - h outW out )
（8）

上式中发动机简化模型Wout可以表示为

ì

í

î

ïï
ïï

W out = p 288 × 15
101325 T

⋅ W ahs (n c1 )
n c1 = f (H,Ma,n )

（9）

式中Wahs为发动机换算空气流量，nc1是发动机风

扇换算转速，p为发动机进气压力，T为发动机进气温

度，H为飞行高度，Ma为飞行马赫数，n为发动机风扇

转速。该模型只是一种近似表达，存在较大的模型

不确定性，同时也是本技术研究针对的主要扰动

因素。

由此可以得到调节阀流量与容腔压力的传递

函数

p ( s )
Qm ( s ) = G 4 ( s ) =

kQ
s + kW =

k1
T1 s + 1 （10）

式中 k1 = kQ /kW 为比例系数表达式，T1 = 1/kW 为

时间常数表达式，其中

kW = RV (T -
h out - RT
cp - R + h out

cp - R ) ⋅
288 × 15

101325 T
⋅ W ahs (n c1 )

kQ = RV (T -
h out - RT
cp - R + h in

cp - R )
联立式（5）~（7）和式（10）可得，被控对象的输入

输出传递函数为

p ( s )
θ r ( s ) = G 1 ( s )G 2 ( s )G 3 ( s )G 4 ( s ) （11）

记 p = y，θ r = u，引入外部未知干扰 w，则被控对

象模型为如下二阶微分方程

ÿ = -a1 ẏ - a2 y + w + bu （12）
式中 u为控制输入量，y为被控压力，w为外部未

知扰动，a1，a2为模型参数，b为控制输入增益。其中

a1 = 1
Tθ
+ R
V
(T - h out - RT

cp - R + h out
cp - R ) ⋅

288 × 15
101325 T

⋅ W ahs (n c1 )

a2 = R
VTθ

(T - h out - RT
cp - R + h out

cp - R ) ⋅
288 × 15

101325 T
⋅ W ahs (n c1 )

b = φ 2ρ1 p1 k a ⋅ Kθ

Tθ

R
V
(T - h out - RT

cp - R + h in
cp - R )

由于 LADRC控制设计所依赖的仅仅是被控对象

的阶次以及输入输出的信号范围（模型不确定性和

忽略高阶项的影响可以整体归结于总扰动中），而对

模型的准确程度依赖性很小。由式（12）可知，将被

控对象简化为二阶模型，满足实际工程要求，以该简

化模型作为 LADRC的设计依据是合理有效的。

Fig. 6 Schematic diagram of controlled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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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二阶LADRC控制基本原理

为表征高空台进气系统被控对象模型（12）不确

定性，假设 a1，a2完全未知，b部分已知，且有 b≈b0。设

f ( y，ẏ，w，t ) = -a1 ẏ - a2 y + w + (b - b0 )u为系统总扰

动，它是内部扰动（系统模型不确定性及控制输入增

益不确定性）和外部未知扰动之和，则有

ÿ = f ( y,ẏ,w,t ) + b0u （13）
若将总扰动 f ( y，ẏ，w，t )扩张成一个新的状态变

量 x3，则系统（13）的状态方程可以表示为

ì

í

î

ï
ï
ï
ï

ẋ1 = x2
ẋ2 = x3 + b0u
ẋ3 = h
y = x1

（14）

式（14）中，x1，x2，x3是系统状态变量，分别表征被

控压力、被控压力的微分以及系统总扰动。对系统

建立线性扩张状态观测器（LESO）［24］，则有

ì

í

î

ïï
ïï

ż1 = z2 - β1 ( z1 - y ) ,
ż2 = z3 - β2 ( z1 - y ) + b0u
ż3 = -β3 ( z1 - y )

（15）

只要观测器增益 β1，β2，β3 选取合适，则 LESO就

能够实现对系统各个状态变量的实时估计，即有

z1 → y，z2 → ẏ，z3 → f ( y，ẏ，w，t )。令

u = - z3 + u0
b0

（16）
如果总扰动 f ( y，ẏ，w，t )估计得很成功，则可以忽

略 z3 → f ( y，ẏ，w，t )的估计误差。于是，系统（13）可

以简化成积分串联系统，即

ÿ = ( f ( y,ẏ,w,t ) - z3 ) + u0 ≈ u0 （17）
对于被动态改造的积分串联系统（17），设计比

例微分（PD）控制器

u0 = kp ( r set - z1 ) - kd z2 （18）
式中 r set为压力设定值，kp，kd分别是控制器比例

增益和微分增益。由式（17），（18）建立控制系统闭

环传递函数为

G cl ( s ) = kp
s2 + kd s + kp （19）

线性自抗扰控制器（LADRC）的基本架构由上述

线性扩张状态观测器式（15）、系统动态改造后的积

分串联系统式（17）以及 PD控制器式（18）共同组成。

LADRC技术的关键是能否实时有效的观测出系统的

总扰动，并将原被控系统动态改造成为简单积分串

联系统的过程，因此 LESO是 LADRC技术的核心和

动力。

由二阶被控对象（14）与线性扩张状态观测器

（15）可得误差方程为

ė = A e e + Eh （20）
式中

A e =
é

ë

ê
êê
ê
-β1
-β2
-β3

1
0
0

0
1
0
ù

û

ú
úú
ú，E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0
0
1

，e =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e1
e2
e3

ei = xi - zi，i = 1，2，3
由式（20）可以获得线性扩张状态观测器（LESO）

的特征多项式为

λ( s ) = | sI - A e | = | s + β1β2
β3

-1
s
0

0
-1
s | =

s3 + β1 s2 + β2 s + β3
（21）

当特征多项式（21）的根全部在 S域的左半平面

时，LESO是 BIBO稳定的［25］，因此观测器增益 β1，β2，

β3可以通过极点配置的方法获取，定义 LESO的观测

器带宽为 ω0，将式（21）的全部极点均配置在- ω0处，

即 λ( s ) = ( s + ω 0 )3，则有

β1 = 3ω 0 , β2 = 3ω 0
2 , β3 = ω 0

3 （22）
同理，定义 PD控制器带宽为 ωc，将闭环系统（19）

特征方程的全部极点均配置在-ωc处，即 D ( s ) = s2 +
kd s + kp = ( s + ω c )2，则有

kp = ω c
2 , kd = 2ω c （23）

式（22），（23）表明在实际调参过程中，仅需调整

观测器带宽 ω0和控制器带宽 ωc即可对状态观测器的

观测速度以及控制器参数进行快速整定，这就大大

简化了 LADRC的参数调整过程，并且能够保证控制

系统稳定，关于线性 LADRC的整体稳定性分析可以

参考文献［25］。

3.4 线性自抗扰控制仿真及效果

（1） 仿真目的

在仿真环境下以典型发动机过渡态试验任务为

背景，分别采用 PID和 LADRC控制器对进气压力进

行控制，对比 PID和 LADRC在同一试验任务条件下

进气压力的最大瞬时波动量、调节时间、响应速度等

控制性能指标，验证控制系统在发动机大状态变化

下的快速性、稳定性和抗扰能力。

（2） LADRC控制器参数整定步骤及结果

LADRC参数整定步骤：一、根据被控对象模型式

（12）初步确定控制增益 b0；二、选取参数 ωc，ω0初值，

ωc取较小值并保持不变，逐步增大 ω0直至满足状态

跟踪要求。三、逐渐增大 ωc，当系统输出波动时减小

ω0，然后再逐渐增大 ωc，依此循环调节，直到达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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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四、参数整定过程中，控制过程如果出现较大

幅值振荡时可适当调整 b0。控制器参数整定结果：ωc
=3.5，ω0=35，b0=2.5。在后续控制仿真中，ωc，ω0，b0均

保持不变。

（3） 典型发动机过渡态试验仿真过程描述

仿真过程以典型发动机推力瞬变试验任务为

例，试验任务流程安排如图 7所示。仿真试验中进气

温度固定不变，2号调节阀（Valve 2）全关，1号调节阀

（Valve 1）为主调节阀。控制系统的主要任务是在发

动机快推/拉油门杆做大状态加速/减速过程中尽可

能保持进气压力值不变。图 7自上而下依次为给定

发动机油门杆角度、马赫数、发动机空气流量变化及

进气压力设定值。该段试验任务包含 3个子阶段，各

子阶段具体描述如下：

子阶段 1（0～60s）：进气压力设定值维持 70kPa
不变，目标飞行马赫数为 0.6。通过快速移动发动机

油门杆位置（移动时间≤1.0s），完成被试发动机在慢

车↔最大空中工作状态间的推力瞬变试验，过程中

发动机空气流量变化为 40～100kg/s（空气流量整体

变化时间≤7s，最大流量变化速率约为 15kg/s2）。

子阶段 2（60～80s）：进气压力设定值在 8s内由

70kPa升高到 80kPa，使发动机高空进气环境模拟工

况发生改变（飞行马赫数由 0.6变为 0.8，发动机空气

流量由 40kg/s变为 60kg/s）。

子 阶 段 3（80～160s）：进 气 压 力 设 定 值 维 持

80kPa不变，目标飞行马赫数为 0.8。通过快速移动

发动机油门杆位置（移动时间≤1.0s），完成被试发动

机在慢车↔最大空中工作状态间的推力瞬变试验，

过程中发动机空气流量变化为 60~140kg/s（空气流量

整体变化时间≤8s，最大流量变化速率约为 20kg/s2）。

该推力瞬变试验流程基本模拟了最具代表性的

最大空气流量变化范围和最大空气流量变化速率

（且发动机最大→慢车时流量变化更为剧烈），过程

中进气控制系统受扰程度很高。

（4） 控制仿真结果对比分析

典型发动机推力瞬变试验任务控制仿真过程

中，PID和 LADRC的仿真控制效果对比见图 8，控制

过程中的动态误差对比见图 9。

（a）子阶段 1（0～60s）控制效果对比

PID 控 制 下 被 控 压 力 的 最 大 瞬 时 波 动 值 为

4.72kPa（最大瞬时波动量 6.74%），调节时间为 18.6s，
被控压力在收敛至目标值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振荡

现象。LADRC控制下被控压力的最大瞬时波动值为

0.72kPa（最大瞬时波动量 1.0%），调节时间为 6.2s，被
控压力能够快速收敛且全过程平稳稳定。

（b）子阶段 2（60～80s）控制效果对比

PID控制下的最大超调量为 1.3kPa，而 LADRC控

制下则无任何超调现象，且展现出了很好的目标值

跟踪性能和稳定性。

（c）子阶段 3（80～160s）控制效果对比

PID 控 制 下 被 控 压 力 的 最 大 瞬 时 波 动 值 为

6.43kPa（最大瞬时波动量 8.03%），调节时间为 19.5s。
LADRC 控 制 下 被 控 压 力 的 最 大 瞬 时 波 动 值 为

0.92kPa（最大瞬时波动量 1.15%），调节时间为 6.8s。
被控压力在收敛至目标值的控制过程对比与子阶段

1相同。

图 10为线性扩张状态观测器（LESO）对受控系

统内部状态的估计效果，可以看出 LESO可以准确实

时估计出进气压力 z1，进气压力微分 z2以及总扰动 z3。

作为 LADRC的核心元件，LESO良好的状态估计性能

是有效提升进气环境模拟系统动态控制品质的重要

前提和基础。

在响应速度性能对比方面，图 11进一步对比了

在相同油门杆快速操纵试验工况下 LADRC与 PID控

Fig. 7 Typical engine thrust transient test task flow diagram

Fig. 8 Control effect comparison diagram of PID and

LADRC

2125



推 进 技 术 2021 年

制量（即调节阀流量）的相位超前/滞后关系。

从 80～95s局部放大的调节阀跟踪发动机流量

变化的仿真效果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LADRC的控

制手段在相位上远超前于一般“基于误差”而设计的

PID控制器。LADRC控制过程中调节阀流量变化动

态（控制量）几乎可以无误差地跟踪发动机流量变化

动态（扰动量），这也是为什么 LADRC能够实时观测

扰动并大幅度提升发动机过渡态试验中进气压力控

制品质的根本原因。

综合上述仿真分析结果，表明进行 LADRC控制

技术改进后使控制系统的快速性、鲁棒稳定性、抗扰

动性能均得到了大幅改善，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控制

效果，即调节时间与发动机状态变化时间同步，无振

荡，进气压力最大瞬时波动量≤1.5%。

3.5 一体化并行控制器设计与仿真验证

一体化并行控制（Integrated parallel control）设计

是环境模拟系统需要面对的工程实际问题。设计一

体化并行控制器的突出优点在于：（1）可以根据不同

的试验任务特点选择不同的控制模式，增加了控制

方式的灵活性。（2）在 LADRC初期工程调试阶段一旦

出现控制失效问题，则可以快速无扰动切换至现有

控制器，从而有效保证试验安全。本文以 LADRC与

PID一体化并行控制器设计为例说明其主要思想。

LADRC与 PID一体化并行工作结构简图如图 12
所示，该新型控制结构在 PID控制器的基础上引入了

LADRC，从而形成双控制器的组合控制模式。一体

化并行工作机制要求 LADRC能够与 PID实时并行工

作，并可通过人工切换的方式选择哪种控制器处于

当前工作状态。显然，双控制器间的无扰动切换［26］

是保证系统始终处于安全高效工作状态的重要技术

指标，正确的无扰动切换技术不仅能够实现控制指

令的平稳过渡，还能够避免对执行机构和试验状态

带来的扰动和冲击。

Fig. 9 Dynamic error comparison diagram of PID and

LADRC

Fig. 10 LESO state estimation results

Fig. 11 Comparison of phas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DRC

and PID

Fig. 12 Structure diagram of integrated parallel control of LADRC and PID

2126



基于扩张状态观测器的高空台进气环境模拟控制技术研究第 42 卷 第 9 期

3.5.1 LADRC与 PID一体化并行工作技术特点

（1）系统量测噪声处理和安排过渡过程

通过跟踪微分器（TD1和 TD2）对传感器以及系

统内部存在的量测噪声进行滤波处理，安排出设定

值/被控压力的过渡过程值及满足工程实际应用的设

定值/被控压力的动态微分信号。

（2）LADRC与 PID并行工作功能

可通过台面开关人工选择 PID，LADRC处于当前

工作状态。当系统处于开环手动控制或 PID工作状

态时，LADRC 主动跟随 PID的控制输出，并依据式

z ( k ) = [ y ( k )，0，- b0u ( k - 1) ]T连续刷新 LESO的观测

状态 z = [ z1 z2 z3 ]T；在处于 LADRC工作状态时，PID主

动跟随 LADRC的控制输出，并实时刷新 PID中的积

分项。该无扰切换方法可保证稳态工况下被控信号

和控制指令均不会发生跳变。

（3）不同控制模式下的手/自动无扰切换功能

无论当前控制器处于 PID还是 LADRC控制模

式，均可在当前控制器的控制模式下实现开环手动/
闭环自动控制模式间的无扰切换。

3.5.2 LADRC与 PID一体化并行仿真验证

作如下仿真规划：（1）仿真初始控制模式处于手

动，进气压力设定值保持 75kPa。（2）10s时刻控制模

式由手动切换至 LADRC，20s时刻进气压力设定值

由 75kPa变为 65kPa。（3）50s时刻控制模式由 LADRC
切换至 PID，60s时刻进气压力设定值由 65kPa变为

75kPa。（4）90s时刻控制模式由 PID切换至 LADRC，
100s时刻进气压力设定值由 75kPa变为 65kPa。（5）
130s时刻控制模式由 LADRC切换至手动。

三种控制模式间无扰切换仿真效果见图 13。仿

真结果表明，手动/PID/LADRC切换过程中始终能够

保证控制信号的平稳过渡、光滑无跳变，未给执行机

构和试验状态带来任何扰动冲击，从而证明了一体

化并行控制器的设计有效性和工作可靠性，为后续

实际工程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4 结 论

通过大量仿真试验验证了控制效果，得出如下

结论：

（1）相比于常规 PID控制器，LADRC显著提升了

控制系统的动态响应速度，大幅缩小了系统的调节

时间和动态偏差，同时 LADRC参数整定简单且通用

性更强。仿真结果表明：LADRC的控制手段在相位

上远远超前于一般“基于误差”而设计的 PID控制器，

动态调节时间缩短了 2.8倍以上，进气压力最大瞬时

波动量不超过 1.5%。这对于航空发动机高空过渡态

性能/特性的准确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2）从试验安全和工程实际应用角度出发设计

的 PID/LADRC一体化并行控制器，能够实现手动/
PID/LADRC三种控制模式间的无扰动切换，从而保

证了模式切换过程中控制过程的平稳过渡且不会对

试验状态带来扰动和冲击，对 LADRC能够顺利进入

后续工程调试阶段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3）LADRC主动抗扰控制思想完全符合高空台

进气环境模拟控制系统的工程实际需求。扩张状态

观测器可以准确辨识出作用于被控对象的“总扰

动”，LADRC能够对系统中一系列不确定未知扰动进

行预估和补偿，从而形成了适用于高空台不完全依

赖模型的通用抗扰控制方法。该技术对于存在有大

量“模型不确定性”和“未建模动态”的高空台实际系

统，具有显著的工程实用价值和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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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压燃烧场2D温度分布的激光吸收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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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实现冲压发动机等场合的高压燃烧流场诊断为目标，采用可调谐半导体激光吸收光谱

（TDLAS）技术对带压燃烧流场的温度诊断进行初步研究。使用一种光谱耦合的CT重构方法，以误差平

方和与零均值归一化互相关作为评价指标分析CT-TDLAS的重构精度。搭建带压燃烧腔温度分布测量的

实验系统，使用压力传感器和CCD相机记录带压点火燃烧过程变化；使用调谐范围为 1335~1375nm宽

波段输出的半导体激光，对燃烧腔内带压点火燃烧过程进行了时间分辨的二维温度分布重建。实验结果

表明：CT-TDLAS具有较高的重构精度；燃烧过程的压力变化趋势、火焰变化趋势及时间分辨二维温度

分布变化趋势，三者保持一致；在带压条件下，CT-TDLAS可以实现高分辨率的时间分辨温度测量，反

应定量的温度分布变化信息，为带压及进一步的高温高压燃烧流场的诊断提供帮助。

关键词：带压燃烧场；可调谐半导体激光吸收光谱；计算机断层扫描；二维温度分布；时间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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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2D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in
Pressure Combustion Field by Using Tunable Diode

Laser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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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ing to achieve the combustion diagnosis of high pressure combustion field such as scramjet，
Tunable Diode Laser Absorption Spectroscopy（TDLAS）was used to develop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temper‐
ature diagnosis of combustion with pressure condition. A Computed Tomography（CT）algorithm accord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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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rum coupling was used to reconstruct two-dimensional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Using the sum of squared
differences and the zero mean normalization cross correlation as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which were able to anal‐
ysis the reconstruction accuracy of CT-TDLAS. A pressure combustion chamber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mea‐
surement experimental system was set up. With pressure sensor and CCD camera，the changing of the pressure
and flame which contented combustion ignition process under pressure condition were recorded. Using wide-band
tunable diode laser which can achieve 1335~1375nm output to reconstruct time-resolved two-dimensional tem‐
perature distributi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CT-TDLAS has high reconstruction accuracy，the
changing tendencies of pressure，flame and time-resolved two-dimensional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result are
similar，CT-TDLAS can achieve high-resolution time-resolved 2D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and provide quanti‐
tativ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information to the research of combustion with pressure condition，which can give
help to diagnosis of pressure combustion as well as further high temperature and high pressure combustion flow
field.

Key words：Pressure combustion field；Tunable diode laser absorption spectroscopy；Computed tomogra‐
phy；Two-dimensional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Time-resolved

1 引 言

高速气体在扩张管道内减速时，动能转换为压

力势能。根据该原理，冲压发动机的进气段将高速

气体转换为高压气体，高压气体在燃烧室与燃料混

合燃烧，产生高温燃气，高温燃气经过喷管膨胀加速

后，在喷口处形成巨大推力。在冲压发动机运行过

程中，系统内温度、速度以及压力参数均发生剧烈变

化，燃烧气流总温可达 2800K，燃气气流马赫数一般

在 2以上［1］，相应压力可以轻松到达几十个大气压。

这意味着冲压发动机内燃烧过程非常复杂，使用

CFD等数值模拟和仿真手段还原燃烧流场缺乏准确

性与时效性，这对分析燃烧状态、燃烧效率、优化燃

烧器设计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冲压发动机内部的恶

劣工况，导致直接准确测量冲压发动机温度等参数

的手段极为有限。以温度参数为例，目前主要方法

有铠装热电偶［2］、薄膜热电偶［3］、光电测量法［4］和辐

射测量法［5］。使用热电偶测量需要对热电偶进行高

工艺处理，并且测量结果受限于测点数量及位置分

布。使用非接触式的光电测量和辐射测量方法具有

低侵入性和低结构破坏性等优点。目前可调谐半导

体 吸 收 光 谱 技 术（Tunable Diode Laser Absorption
Spectroscopy，TDLAS）作为光电测量手段的一种，在

燃烧流场温度测量领域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6-7］。

TDLAS技术测量得到的光谱信息，与流场内温度和

物质组分浓度相关，使用多路径的 TDLAS光谱信

息，结合计算机断层扫描成像技术（Computed To‐
mography，CT），可以实现气流测量截面二维温度与

组分浓度分布的同时重建［8-10］。CT-TDLAS对测量

面的二维温度和组分浓度分布还可以实现时间分辨

的重建［11］。同时 TDLAS具有高灵敏性、高抗噪性、

高重复频率及容易与通信光纤组件兼容等优点［12］，

这对冲压发动机燃烧状态和燃烧效率优化有着非常

重要的意义。

本文分析了 CT-TDLAS重构二维温度分布的精

度，设计搭建了一套带压燃烧腔温度分布测量实验

系统。在腔体内部充入一定压力的混合燃气后，使

用 16路 CT测量组件对带压燃气点火燃烧过程中的

腔内某截面进行测量，并使用 CT-TDLAS技术实现了

该截面上时间分辨的二维温度分布重构，验证 CT-
TDLAS在带压场燃烧中还原时间分辨二维温度分布

变化的可行性。

2 原 理

2.1 CT-TDLAS原理

TDLAS技术的原理是利用可调谐半导体激光器

产生扫描波长范围固定的激光，在测量的线性路径

上被待测气体吸收能量，获得相应的吸收光谱。吸

收光谱中包含了测量路径上气体浓度、温度和压力

信息［13］。激光能量被吸收前后的关系，可以根据

Beer Lambert定律表示为

Aλ = ln ( - Iλ Iλ, 0) =∑
i
( )ni L∑

j

S i, j ( )T GVi, j ( )ni ,T,p （1）
式中 Iλ，0 为无气体吸收时波长为 λ的激光强度；

Iλ为被测量区域内气体吸收后波长为 λ的激光强度；

Aλ为光谱积分吸收面积；ni为被测气体 i的组分浓度；

Si，j（T）为气体 i中 j吸收线的谱线线强，线强与温度相

关；GVi，j为线型函数 GVi，j（ni，T，p），包含了温度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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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L为激光在测量区域内的吸收路径长度。

CT算法可根据多条交叉线性路径上的激光吸

收，重构得到测量区域的二维温度和浓度分布信息。

假设在测量区域内总共布置了 u条激光路径，每个激

光路径均被均分成 w小段，那么式（1）可以改写成式

（2）形式

Aλ =∑
w

nu,w Lu,w αλ,w =∑
w

nu,w Lu,w Sλ ( )Tu,w GVλ ( )nu,w ,Tu,w ,p
（2）

由于测量区域内的温度分布和气体组分浓度分

布均是连续变化的，可以使用带有适应系数 ak，l，bk，l的

集合进行拟合多项式（3），（4）来表示测量区域内的

温度分布和气体浓度分布。

T (x,y) =∑
k = 0

m∑
l = 0

k

bk - l,l xk - l y l = FT ( )bk,l （3）

n (x,y) =∑
k = 0

m∑
l = 0

k

ak - l,l xk - l y l = Fn ( )ak,l （4）
将公式（3）和式（4）中所有测量点的温度和浓度

信息代入到式（2）中，可得到每条测量激光路径上的

理论积分吸收面积，且获得相应的理论吸收光谱图。

理论光谱积分吸收面积如公式（5）所示。

(Aλ,u) theory =∑w Lu,wFn (ak,l) Sλ (FT (bk,l))·
GVλ ( )Fn ( )ak,l ,FT ( )bk,l ,p

（5）

如式（6）所示，计算理论吸收光谱图和实验测量

的吸收光谱图误差，当所有激光路径上的误差平方

和最小时，此时最适应光谱所取的适应系数 ak，l，bk，l的

集合即为所求解，并将其代入式（3）和式（4）中，就可

以得到测量区域内温度和浓度的二维分布信息。

Error =∑
λ,u { }( )Aλ,u theory - ( )Aλ,u experiment

2
（6）

2.2 宽波段波长激光扫描

TDLAS测量得到的吸收光谱的谱线形状和线型

函数 GVi，j有关。线型函数会受到压力参数的影响。

在高温高压的测量条件下，吸收光谱会发生严重的

压 力 展 宽 。 根 据 HITRAN 数 据 库［14］中 水 蒸 汽 在

1335~1375nm波长内的理论谱线线强，计算了温度为

1200K，压力分别为 0.1MPa和 2MPa的理论光谱图，如

图 1（a），图 1（b）所示。在图中可发现，一些较弱的吸

收线，在压力为 0.1MPa的低压条件下可被识别。但

是在 2.0MPa的压力条件下会由于线型展宽而难以区

分。如在 1355nm附近处有多条吸收度相似的谱线，

在 2.0MPa的压力条件下，会因为压力展宽而合并为

一个吸收峰。这说明，在压力较高的条件下，需要增

加光谱图中特征吸收峰的数量，提高最适应光谱的

准确度，进而提高 CT重建精度。在本文研究中，使用

了扫描范围为 1335~1375nm的宽波段调谐激光器测

量了带压燃烧场的光谱信息。

3 实验系统

本文搭建了如图 2（a）所示的定容带压燃烧腔实

验系统。外腔式二极管激光器（Santec，HSL-200-
30-TD，线宽：1.3cm-1）经过波长调制后，产生扫描频

率为 30kHz，扫描波长为 1335~1375nm的激光。调制

激光经过准直器（Optizone，C-20-S-1-C-200-2-L-
0.95-S）进入测量区域。激光被燃烧流场内的水蒸汽

吸收后，由对应的光电二极管（Hamamatsu Photonics，
G12180-010A）接收激光信号。在光电二级管内激光

强度信号被转换为电信号。电信号被放大器（Cos‐
mowave，FP150MSA）放 大 后 ，直 接 由 数 字 记 录 器

（HIOKI E.E. Co.，Memory Highcoda HD Analog16）以

20MHz的采样频率记录。

准直器与光电二极管安置于 16路 CT测量组件

（Smart Laser & Plasma Systems Co.，CT-TDLAS-16LP-
HTPC-R70）上。CT测量组件分为上下盖板和中间安

置的石英玻璃圆环，其光路布置和内部结构如图

2（b）所示。石英玻璃圆环的连接处放置 O型密封

圈。在 16路 CT测量组件的上下盖板中刻有设计的

光路通槽。为了避免光路通槽内空气对实验结果产

Fig. 1 Theoretical H2O spectra in wavelength range from

1335nm to 1375nm

2131



推 进 技 术 2021 年

生影响，在实验过程中，需要对 16路 CT测量组件持

续通入氮气。

在带压燃烧腔实验系统中，带压燃烧腔为圆柱

形，内部直径 70mm，长度 110mm，应力参数能够满

足最大压力 7MPa，最高温度 2000K的燃烧实验。燃

烧 腔 一 端 设 置 了 带 点 火 线 圈（HITACHI，U0818-
COIL）的 火 花 塞（NGK，BKR5E-11）。 距 离 火 花 塞

32.5mm处设置了 16路 CT测量组件。距离 16路 CT
测量组件 37.5mm 处设置了压力传感器（KELLER，
PA-23）记录燃烧过程的压力变化。在燃烧测量的同

时，使用 CCD相机（Panasonic，HX-WA30-K）记录燃

烧火焰变化。

本文分别进行了 3组不同的实验，在标准温度

和压力条件下，甲烷分别以 1.8×10-5（m3/s），3.2×10-5
（m3/s），5.0×10-5（m3/s）的流量和流量为 8.3×10-5（m3/s）
的空气通入带压燃烧腔内，使腔内的初始压力分别

达到 0.2MPa，0.3MPa和 0.4MPa，满足燃料与空气的混

合反应物当量比为 1。满足压力及当量比条件后，关

闭进气，等待混合燃气 1min实现热平衡，然后对点燃

形成火焰的过程进行实验测量。实验条件如表 1
所示。

4 结果与讨论

本文采用 16路 CT-TDLAS实验系统测量带压燃

烧场 2D温度分布。首先对 CT-TDLAS的测量精度进

行分析。CT-TDLAS的测量精度指标分为两个部分：

TDLAS测量精度和 CT重建精度。验证 TDLAS测量

精度能够确保在 CT-TDLAS测量中，每条激光路径上

的吸收光谱所包含的温度信息是准确的。验证 CT重
建精度能够确保在 CT-TDLAS测量中，温度场还原重

建结果是准确的。

采用 CT-TDLAS测量定容带压燃烧腔 2D温度分

布，将测量结果与实验系统中 CCD相机拍摄火焰相

片结果和压力传感器采集的压力信息结果进行对

比，验证 CT-TDLAS在带压条件下燃烧的时间分辨的

温度分布结果测量的准确性。

4.1 TDLAS精度分析

本文采用直接吸收法测量激光的吸收光谱，并

结合多项式拟合的光谱耦合方法进行 CT重构计算。

因此 CT重构计算所采用的水蒸汽吸收光谱数据库需

要满足对温度测量的高精度要求。但是由于激光器

性能等实际环境因素的影响，通过 HITRAN数据库的

谱线强度及展宽系数计算获得的理论水蒸汽光谱与

实际实验测量得到的实验水蒸汽光谱之间存在一定

的误差。因此 CT重构计算所采用的水蒸汽吸收光谱

数据库需要满足高精度的温度测量要求。但是由于

激光器性能等实际测量因素的影响，通过 HITRAN数

据库的谱线强度及展宽系数计算获得的理论水蒸汽

光谱与实际实验测量得到的实验水蒸汽光谱之间存

在一定的误差。因此本文使用热电偶和 TDLAS分别

对平焰燃烧器［15］和密闭高温腔［16］进行不同温度条件

下的测量，根据热电偶的实验测量结果，建立修正后

的水蒸汽光谱数据库。

高温腔系统中的密闭高温腔外部包有电加热丝

及热电偶，可以测量并控制高温腔中的温度；高温腔

Table 1 Experiment conditions

Test No.
Initial pressure/MPa
CH4 flow rate/（m3/s）
Air flow rate/（m3/s）
Equivalence ratio

1
0.2

1.8×10-5
8.3×10-5

1

2
0.3

3.2×10-5

3
0.4

5×10-5

Fig. 2 Experi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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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激光可穿过气体的线性光路长度为 102mm。在

高温腔测量修正实验中，先使用氮气排出高温腔内

的干扰水蒸汽，再在高温腔内通入已知水蒸汽体积

分数的湿润空气。通过电加热丝加热高温腔，依据

热电偶测量结果，测量并修正温度在 373~773K、压力

0.1~0.9MPa、不同实验条件下 1335~1375nm波段范围

的水蒸汽吸收光谱。

平焰燃烧器的喷嘴直径为 45mm。在 TDLAS测
量平面的相同高度，设置有铂铑铂热电偶，可测量燃

烧火焰温度。在平焰燃烧器测量修正实验中，气体

流量均在标准温度和压力条件下记录。甲烷流量为

1.6×10-5~2.7×10-5（m3/s），空 气 流 量 为 1.6×10-4~2.7×
10-4（m3/s）。通过调整甲烷/空气的混合燃气流量获

得 1000~2000K内不同的燃烧温度。在平焰燃烧器周

围通有 3.3×10-2（m3/s）的保护氮气，排除周围水蒸汽

的干扰。根据热电偶的温度测量值，修正该温度区

间内 1335~1375nm波段的水蒸汽吸收光谱。

需要注意的是热电偶主要依靠对流和热传导的

方式测量气体温度，高温条件下热辐射传递的热量

无法被热电偶测量，因此在平焰燃烧器温度测量中

需要考虑热辐射对热电偶测温结果的影响并对热电

偶测量结果进行修正。结合修正后水蒸汽吸收光谱

数据库，再对任意未知温度的高温腔及平焰燃烧器

火焰分别使用热电偶和 TDLAS进行温度测量，结果

表明采用修正后的水蒸汽光谱数据库的 TDLAS具有

高精度的测温能力。

图 3表示了平焰燃烧器燃烧温度为 1300K 和

1800K的条件下，使用 TDLAS测量的实验光谱图和根

据修正后的光谱数据库计算的理论光谱图。图 4中
测点表示相同实验条件下，分别使用修正光谱数据

库计算的 TDLAS测温结果和修正后的热电偶测温结

果。测点间拟合的趋势线斜率几乎为 1，说明相同实

验条件下两种测量方式的测温误差极小。以上结果

表明，使用修正后的光谱数据库能极大地减少误差，

有效提高 TDLAS测量温度的准确性。

4.2 CT精度分析

为了确保 CT的重构精确性，必须在实验前先

对 CT重建精度进行分析。本文采用误差平方和

（Sum of squared difference，SSD）和零均值归一化互

相关（Zeromean normalization cross correlation，ZNCC）
作为评价指标。 SSD比较两幅图像中所有像素点

灰度误差和的大小。在本文的研究中，为了便于直

观地比较误差大小，将误差 SSD修改为一个无量纲

数值，即

E SSD =
∑x = 0

X - 1∑y = 0
Y - 1{ }( )Tx,y original - ( )Tx,y CT - TDLAS

2

XY
TR

（7）
式中 X，Y为重构图像的横纵坐标方向像素格点

数，TR为最高温度。SSD值越接近 0，说明 CT重构结

果和原始结果之间的误差越小，反之则越大。

ZNCC值可以消除在两幅相似图像对比过程中，

由于像素点转化成灰度带来的信息失真所引起的灰

度突变影响。因此，两图之间的 ZNCC值越接近于 1，
表示两者之间有着越高的相似性。在本文研究中，

ZNCC值越接近于 1，说明两者之间的燃烧模式越相

近。误差 ZNCC的计算式为

EZNCC =
∑x = 0

X - 1∑y = 0
Y - 1{ }( )Tx,y - -T original × ( )Tx,y - -T CT - TDLAS

∑x = 0
X - 1∑y = 0

Y - 1( )Tx,y - -T 2
original ×∑x = 0

X - 1∑y = 0
Y - 1( )Tx,y - -T 2

CT - TDLAS

（8）

Fig. 3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H2O absorption

spectra with 1335~1375nm scanning range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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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x = 0
X - 1∑y = 0

Y - 1Tx,y
XY

（9）
对图 5（a）给出的高斯温度分布，使用 CT-TDLAS

进行温度重建，重建结果如图 5（b）所示。CT重构温

度图像的 SSD值为 0.00163，ZNCC值为 0.990。并且

CT重建的温度分布与假设的温度分布趋势基本一

致。为了更加具体地展现假设结果与重构结果之间

的差异，图 5（c）表示 Y=0路径上，假设的温度分布

曲线与重建温度的结果对比。可以发现，在 X 位

于 -35~-5mm和 5~35mm的区域内，重建的温度结果

能很好地贴合假设结果，但是在 X位于-5~5mm的中

心区域，CT重建的温度结果低于假设值，存在一定的

误差。这是因为中心区域的温度变化复杂，而测量

光路在中心处的布置数量不够导致的。

4.3 带压燃烧场2D温度测量

本文对三组不同压力条件下的燃烧过程进行了

实验测量。压力随时间变化曲线如图 6所示。可以发

现在 Test 2（初始压力 0.3MPa）和 Test 3（初始压力

0.4MPa），在反应 116ms的时间内，燃烧腔内的压力急

剧增加并达到最值，而 Test 1（初始压力 0.2MPa）则在

83ms的时间内，燃烧腔内压力就已经到达最值。这

是因为第一组实验的初始压力较小，说明反应燃气

的含量也更少，反应的时间更短。在三组实验的燃

烧过程前半段，由于燃烧反应产生大量热量，根据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体积不变温度升高会导致压力

增加。在后半段主要由于壁面导热等原因，腔内

温 度 下 降 ，导 致 腔 内 压 力 逐 渐 降 低 。 本 文 使 用

CCD 相 机 对 三 组 燃 烧 实 验 的 火 焰 变 化 过 程 进 行

了记录。如图 7所示，在照片记录中，火焰先迅速

变亮，再缓慢变暗，其变化趋势与压力变化趋势相

符合。

对三组实验的燃烧过程使用 CT算法重建时间分

辨的二维温度分布。图 8~图 10展示了三组实验中测

量截面在 39ms，90ms和 213ms三个时刻的温度分布。

结果表明，CT-TDLAS可以实时重构定容燃烧腔内时

间分辨火焰二维温度分布的变化。腔内的测量截面

的位置距火花塞 32.5mm，根据火焰的传播过程，测量

截面处温度先升高后降低。在火焰点燃初期，测量

截面的温度上升主要通过气体的传热以及热气体的

膨胀。当火焰传过测量截面时，测量截面的温度达

到最高。由于带压燃烧过程复杂，温度变化与压力

变化、燃烧反应过程等都密切相关。

在 CT-TDLAS的重构结果中，图 8（a），图 9（a），

图 10（a）结果显示，39ms时刻 Test 1的测量截面温度

远高于同时刻实验 2和实验 3测量截面温度。对该

温度变化进行初步分析，在 39ms时刻，根据图 6所

示压力变化曲线，Test 1，Test 2和 Test 3中的腔内压

力分别为 0.59MPa，0.57MPa和 0.78MPa。由于三组

实验的初始压力不同及考虑到甲烷 /空气当量比为 1
的燃烧总包反应过程，可以得知在 39ms时刻腔内所

Fig. 4 Measurement results comparison between

CT-TDLAS using corrected spectra data and

temperature-corrected thermocouple

Fig. 5 Comparison between assumed and CT reconstruction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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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气体的总摩尔分数比为 2：3：4。腔内燃烧时间为

ms量级，该过程可认为绝热燃烧条件，同时假设腔

内气体不可压缩，通过理想气体状态方程的近似计

算，Test 1中腔内平均温度大约为 Test 3中腔内平

均温度的 1.5倍，Test 2和 Test 3中腔内平均温度非

常接近。该结果与 CT-TDLAS重构温度分布结果基

本一致。

参考 CCD相机拍摄的火焰熄灭照片，其亮度变

化趋势与 CT-TDLAS重建的温度分布变化趋势一致，

均表现为中间近似竖直狭长的较高温度区域，而左

右两侧的温度率先下降。

对比 CT重建的温度变化、腔内压力变化和 CCD
相机记录的火焰燃烧过程变化，三者变化趋势保持

一致。实验结果表明，CT-TDLAS可以精准地定量描

Fig. 6 Pressure changing curve in chamber

Fig. 7 Flame pictures changing using CCD camera

Fig. 8 Time-resolved 2D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in test 1 with initial pressure of 0.2MPa using CT-TDLAS

Fig. 9 Time-resolved 2D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in test 2 with initial pressure of 0.3MPa using CT-TD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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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高压条件下，燃烧过程中温度场的实时动态变化。

同时 CT-TDLAS具有信号采集频率高达 kHz的优势，

可以实现 1ms间隔的时间分辨测量。因此，针对发动

机内出现的燃烧脉动等火焰燃烧动态变化，也可以

实现温度信息变化重构［17］，满足实时测量的要求。

这说明使用 1335~1375nm波段处的水蒸汽吸收光

谱，在重建带压燃烧流场温度分布方面具有较高的

应用价值。

5 结 论

本文搭建了带压燃烧腔温度测量实验系统，并

在燃烧腔内进行了初始压力分别为 0.2MPa，0.3MPa，
0.4MPa，燃气当量比为 1的燃烧实验。实验过程中使

用 CCD相机、CT-TDLAS测量系统和压力传感器记录

了燃烧腔内的燃烧信息。结果表明：

（1）使用修正后的 1335~1375nm的宽波段水蒸

汽吸收光谱数据库，CT-TDLAS能够较好地对带压燃

烧流场实现间隔 1ms的时间分辨二维温度分布重构。

（2）燃烧过程中，CCD相机拍摄的火焰燃烧过

程、CT-TDLAS重建的时间分辨二维温度分布结果和

压力传感器记录的压力变化过程，三者变化趋势保

持一致。从而可以对火焰传播的时间过程做出初步

判断。

（3）不同时刻三组初始压力下实验的温度分布

对比结果和压力对比结果符合理想气体状态方程的

近似计算，说明 CT-TDLAS对带压燃烧场时间分辨的

二维温度分布结果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根据上述结果可知，CT-TDLAS对带压条件下的

燃烧过程有较好的温度还原能力。在后续研究中，

可以通过增加 CT测量组件中激光路径布置数量，提

高 CT-TDLAS二维温度重建的准确度；设计 CT测量

组件结构，实现燃烧场的三维温度分布重建。利用

CT-TDLAS其 kHz频率量级的信号采集优势，实现对

复杂火焰及燃烧脉动的时间分辨重建，为冲压发动

机等的高温高压燃烧过程及燃烧效率优化，提供新

的测量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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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平纹编织陶瓷基复合材料 （CMCs） 梁受损伤影响的非线性振动特性，分别开展了

拉伸试验和振动试验。拉伸试验用于获得平纹编织CMCs受损伤影响的变刚度行为，多次正弦扫频试验

用于获得振动载荷下平纹编织CMCs梁受损伤影响的非线性行为。拉伸试验得到的非线性应力-应变曲

线表明材料受损伤影响变刚度行为明显。梁初始固有频率的试验值与理论值相比，相对误差<1%。振动

试验结果从两方面表明了损伤对梁振动特性的影响：（1） 模态参数的变化，固有频率从初始值

（256.44Hz） 不断减小，阻尼比呈现增大趋势，而共振位移幅值受固有频率和阻尼比的耦合作用发生非

线性且非单调变化。固有频率的变化造成位移幅频特性曲线的左移现象；（2）位移幅频特性曲线的多峰

现象，在多处载荷频率下产生了位移峰值点。

关键词：平纹编织CMCs梁；损伤；非线性振动特性；变刚度；模态参数；位移幅频特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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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nonlinear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lain woven ceramic matrix com‐
posites（CMCs）beam affected by damage，the tensile test and vibration tests were carried out. The tensile test
was used to obtain the variable stiffness behavior of plain woven CMCs affected by damage，and the multiple sine
sweep tests were used to obtain the nonlinear behavior of the plain woven CMCs beam affected by damage under
vibration load. The nonlinear stress-strain curve obtained from the tensile test indicated that the material had an
obvious behavior of variable stiffness due to damage. The relative error of initial natural frequency of the beam
between the results of test and theory was less than 1%. The results of the vibration tests showed the effects of
damage on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eam from two aspects. The first was the change of modal parameters.
The natural frequency decreased from the initial value（256.44Hz）and the damping ratio increased. The reso‐
nance displacement amplitude was nonlinear and non-monotone due to the coupling of natural frequency and
damping ratio. The change of the natural frequency caused the left shift phenomenon of displacement amplitude-
frequency curves. The second was the multi-peak phenomenon of displacement amplitude-frequency curves. Dis‐
placement peak points were generated under multiple load frequencie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can be used to
guid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ynamic calculation theoretical model for the structures of plain woven CMCs.

Key words：Plain woven CMCs beam；Damage；Nonlinear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Variable stiffness；
Modal parameters；Displacement amplitude-frequency curves

1 引 言

航空发动机被誉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是集气体动力学、结构力学、控制系统科学、传热学

等复杂科学于一身的高科技产品。航空发动机不仅

用于各种飞行器的动力系统，而且改型后可用于装

甲车辆和船舶的动力系统、燃机发电系统、石油和天

然气的运输等［1］。寻求质轻、耐温且可靠性高的航空

材料，是实现航空发动机高推重比、低耗油率、高可

靠性等目标的重要途径［2-3］。陶瓷基复合材料具有高

熔点、高硬度、高断裂韧性、低密度等优点，是提高航

空发动机性能的关键材料之一［4］。目前，CMCs已在

多种型号发动机上有了实际运用，主要集中在燃烧

室、尾喷管、涡轮导向叶片等热端部件上［5-7］。发动机

工作时，CMCs结构往往处于恶劣的工作条件下，除

了长时间的高温、高压环境，还受到复杂振动应力的

反复作用。振动载荷会给 CMCs结构造成损伤，引起

材料的非线性本构行为，进一步造成结构固有模态

的变化。振动过程中 CMCs结构的固有频率偏离理

论共振频率，易造成意外事故。

CMCs是典型的多相材料，其本构模型具有明显

的非线性特征，和传统的金属材料相比变形有显著

的过程性。国内外针对 CMCs的基本失效模式进行

了大量试验研究，通过分析材料失效过程研究基本

的失效机理［8-11］。赵龙等［12］基于 Weibull分布假设，

得到单向 CMCs的单轴拉伸本构曲线，并预测了其

失效强度。方光武等［13］建立了分析单向 CMCs力学

特性的界面摩擦模型，可实现基体损伤状态的预测。

Gao等［14］于 2013年提出用代表体元来模拟不同损伤

机制对应的微观结构，建立的模型可实现拉伸载荷

作用下 CMCs的非线性本构曲线预测。以上研究得

到的非线性本构曲线，体现出了 CMCs的变刚度行

为。而材料的变刚度行为会给结构的振动响应带来

特殊的现象。Capecchi等［15］讨论了三种滞回本构模

型，结果表明，双线性模型和 Ramberg-Osgood模型

的响应曲线是单值且稳定的，而刚度退化模型和刚

度 -强度退化模型在一定频率范围内呈现多值曲

线。胡海岩［16］也指出变刚度与迟滞行为对振动影

响显著，会造成幅频曲线的弯曲、多值性等现象。

CMCs作为一种刚度退化材料，模态响应同样具有非

线性特征，受材料损伤影响。Birman等［17］讨论了基

体裂纹对 CMCs梁刚度和固有频率的影响，结果表

明，基体开裂对刚度和固有频率的影响程度很大程

度取决于材料的损坏程度。随着裂纹传播直至材料

最终破坏，刚度和固有频率的变化越来越明显。

Kıral等［18］建立了基于损伤的复合材料梁模型，结合

APDL语言确定了结构模态，结果表明，阻尼比与固

有频率相比对损伤更为敏感。Gao等［19］在对单向

CMCs梁的振动试验研究中，也发现了幅频特性曲线

会随载荷增大向低频方向移动。胡殿印等［20］使用

柔性细棉线悬挂 CMCs平板件，通过锤击法开展了模

态试验，实验结果验证了理论模型的准确性。漆文

凯等［21］采用逐点激励单点测试法研究开孔损伤的位

置及大小对复合材料层合板振动模态的影响。结果

表明，开孔损伤位置和大小对复合材料层合板的振

动特性有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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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 伤 作 用 下 ，CMCs 具 有 非 线 性 本 构 行 为 ，

CMCs结构振动响应也具有强非线性。而目前对

CMCs振动特性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研究模态参数的

变化趋势上，缺乏受损伤影响的非线性振动特性的

全面表征。为此本文分别开展拉伸试验和振动试

验，通过单向拉伸试验研究平纹编织 CMCs受损伤

影响的变刚度行为，对平纹编织 CMCs悬臂梁进行

多次正弦扫频振动试验，获得位移幅频特性曲线及

模 态 参 数 ，并 研 究 梁 受 损 伤 影 响 的 非 线 性 振 动

行为。

2 试验介绍

2.1 拉伸试验

针对平纹编织 CMCs进行单向拉伸试验，该材料

是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提供的平纹编织

SiC/SiC复合材料，通过化学气相渗透（Chemical Vapor
Infiltration，CVI）法制备得到。材料组分包括 SiC纤维

和 SiC基体，热解碳为界面层。材料密度通过排水法

测得为 1604.8kg/m3。水切割得到狗骨状试验件，图 1
和图 2分别给出了试件的尺寸图和实物图。在试件两

端粘贴加强片，以防止实验过程中发生打滑。

采用 MTS试验机进行单向拉伸试验，试验装置

如图 3所示。装夹试件并安装引伸计，引伸计被用来

测量线变形。设置加载方式为力控制，逐渐增大载

荷直至试件断裂。

2.2 振动试验

同样采用水切割获得平纹编织 CMCs的梁试

件，梁的尺寸为：长 l=180mm、宽 b=10.15mm、高 h=
5.16mm，如图 4所示。对梁的夹持端做适当加宽处

理，使得夹持端在振动过程中受力均匀。同样在梁

与夹具接触的两表面粘贴加强片，此处选用铜制加

强片。铜制加强片除了能防止打滑，还可以很好地

吸收振动过程中产生的大位移和噪声，并起到辅助

散热的作用。

采用 DC600振动台进行平纹编织 CMCs梁的正

弦扫频试验，试验装置如图 5所示。CMCs悬臂梁通

过 夹 具 安 装 在 振 动 台 上 。 本 试 验 采 用 灵 敏 度 为

3.03pC/（m·s2）的压电式加速度计以测量加速度大

小。激光位移传感器用于获得悬臂梁自由端测点的

位移响应。在控制软件中设置加速度载荷的幅值、

扫频区间、扫频方向和扫频速率，即可进行正弦扫频

试验。

试验过程中，首先在较宽频率范围内快速扫频，

获得无损伤状态下结构的固有频率。进一步，在固

Fig. 2 Picture of the dog bone specimen of plain weave

CMCs

Fig. 3 Picture of the tensile test device

Fig. 1 Dimensional drawing of the dog bone specimen of

plain weave CMCs (mm)

Fig. 5 Picture of the vibration test device

Fig. 4 Pictures of the plain weave CMCs b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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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频率附近的窄频区间内缓慢地进行多次扫频。逐

渐增大振动载荷，研究扫频次数和载荷大小对 CMCs
悬臂梁振动特性的影响。

3 试验结果分析

3.1 拉伸试验结果及分析

拉伸试验测得的应力-应变曲线如图 6所示，图

中横坐标 εx表示材料拉伸方向的应变，纵坐标 σx表

示材料拉伸方向的应力。由图可知，平纹编织 CMCs
的单向拉伸应力-应变曲线呈现三段式。在初始加

载段，材料表现线弹性行为，弹性模量为 162GPa，此
为第一线性段。此时材料整体性能完好，未出现明

显的损伤。载荷进一步增大后，材料由线性系统转

化成模量退化系统，此为典型的非线性段。此时材

料的损伤较为明显，并对应力-应变曲线直接造成

影响。当载荷大到一定程度后损伤饱和，从而使得

应力-应变曲线出现第二线性段。平纹编织 CMCs
的单向拉伸应力-应变曲线体现了材料在损伤作用

下的软化，变刚度行为明显。材料本构的非线性将

会对平纹编织 CMCs梁的振动特性产生影响。

3.2 振动试验结果及分析

首先，给定正弦加速度载荷幅值 a为 0.5m/s2，在
一阶固有频率附近的宽频范围内（100~300Hz）进行

快速扫频，设置扫频速度为 1Hz/s。得到的位移幅频

特性曲线如图 7所示，图中横坐标 f表示正弦加速度

载荷频率，纵坐标 u表示激光位移传感器测得的悬臂

梁自由端测点位移。由图可知，f为 256.44Hz时，悬

臂梁自由端位移达到最大值，此时激发了第一阶固

有频率下的共振。由此可知，该平纹编织 CMCs悬臂

梁的初始一阶固有频率为 256.44Hz。此时作用的载

荷较小，可近似认为是结构的无损伤状态。该梁长

细比>10，满足欧拉-伯努利梁关于几何尺寸的假设，

因此可以利用欧拉-伯努利梁理论模型来进行固有

频率的近似估算。采用图 6中第一线性段对应的无

损伤状态下的弹性参数，可计算得到第一阶固有频

率为 258.48Hz。理论值与试验值的相对误差<1%，验

证了用本试验来获取模态参数的可行性。

在确定好初始固有频率后，进一步减小扫频区

间，减慢扫频速度（设置扫频速率为 0.025Hz/s）来研

究损伤的影响。在同一加速度幅值下设置进行 3次
正向扫频试验。加速度载荷幅值从 5m/s2依次递增到

90m/s2，得到的位移幅频特性曲线如图 8所示。

在同一载荷下的多次扫频会加剧结构损伤，位

移幅频特性曲线随扫频次数的变化即体现了损伤的

影响。由 3.1节可知损伤会造成材料刚度下降，从而

使得 CMCs悬臂梁的固有频率降低，所以可以看到图

8中的位移幅频特性曲线在多次扫频时在逐渐往低

频方向移动。进一步从幅频特性曲线中提取出第一

阶模态参数（第一阶固有频率 ω1和第一阶阻尼比 ζ1），

其中 ζ1通过半功率带宽法计算得到。分别绘制 ω1，ζ1
与扫频次数及载荷大小的关系曲线，如图 9所示。由

图 9（a）可知，ω1随着扫频次数的增加而降低，且 ω1下

降的程度受载荷大小的影响。在 a=5m/s2时，第三次

扫频测得的 ω1值较初始值下降 0.034%，ω1几乎不发生

变化，表明小载荷造成的材料损伤较小；在 a=90m/s2
时，第三次扫频测得的 ω1值较初始值下降 2.9%，此时

扫频次数对固有频率的显著影响凸显了材料损伤的

作用。同时，ω1与 a成反比，载荷逐渐增大，代表损伤

逐渐加剧，从而固有频率逐渐下降。由图 9（b）中 ζ1
的非线性变化曲线可知，随着载荷的增大、扫频次数

的增加，阻尼比总体呈现增大趋势，但是与固有频率

相比曲线具有更强的非线性。

Fig. 7 Amplitude-frequency curve of the CMCs cantilever

beam under low load

Fig. 6 Unidirectional tensile stress-strain curve of plain

weave CM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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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加速度幅值下，刚度降低引起的材料软

化会使得位移增大，但材料阻尼的增大又对位移的

增大起抑制作用，CMCs悬臂梁的位移响应受这两

个因素的耦合作用。所以共振时达到的位移峰值

umax与扫频次数的关系是非线性且非单调变化的，

如图 10所示。

平纹编织 CMCs悬臂梁振动响应的非线性不仅

体现在位移幅频特性曲线的偏移及模态参数的变化

上，还体现在位移幅频特性曲线的多峰现象。图 11
中给出了典型的多峰值位移幅频特性曲线，a=5m/s2
时位移幅频特性曲线出现了三个位移峰值点，a=
20m/s2时位移幅频特性曲线出现了四个位移峰值点。

Fig. 8 Amplitude-frequency curves of the CMCs cantilever b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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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系统的幅频特性曲线是单峰且连续的，位移幅

频特性曲线的多峰现象是非线性系统的特有现象。

这是因为在振动过程中，平纹编织 CMCs悬臂梁受损

伤影响固有频率相对初始值 256.44Hz有了不同程度

的降低。某些加速度载荷的频率与梁受损伤影响后

的固有频率相同，从而产生不同的位移峰值，也就出

现了图中的多峰现象。幅频特性曲线的多峰现象体

现了平纹编织 CMCs悬臂梁在振动过程中受损伤影

响的强非线性。

4 结 论

通过本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单向拉伸试验获得了平纹编织 CMCs的应

力-应变曲线。非线性应力-应变曲线体现了材料受

损伤影响变刚度行为明显。材料本构的非线性将会

对平纹编织 CMCs梁的振动特性产生影响。

（2）平纹编织 CMCs悬臂梁的扫频振动试验得到

了位移幅频特性曲线及模态参数。无损伤状态下的

固有频率与理论值相比，相对误差<1%，验证了试验

方法的可行性。模态参数受损伤影响显著，随着损

伤的加剧固有频率从初始值（256.44Hz）不断减小，阻

尼比也呈现出了增长的趋势，而共振位移幅值受这

两个因素的耦合作用发生非线性且非单调变化。固

有 频 率 的 衰 减 造 成 了 位 移 幅 频 特 性 曲 线 的 左 移

现象。

（3）振动试验中还发现了位移幅频特性曲线的

多峰现象。某些载荷的频率与梁受损伤影响后的固

有频率相同，从而产生了不同的位移峰值。该现象

同样体现了平纹编织 CMCs悬臂梁在振动过程中受

损伤影响的非线性振动特性。

材料的非线性本构行为及非线性振动特性要求

Fig. 11 Typical amplitude-frequency curves with multiple

peaks

Fig. 9 Relation curves of modal parameters with the

number of sweeps

Fig. 10 Relation curves of umax with the number of swe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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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力学分析中考虑损伤的影响。后续可基于本文

的试验结果建立平纹编织 CMCs结构的动力学计算

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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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探究端板对尾流收缩叶梢负载（CLT）桨空化性能的影响，基于Star-ccm+软件对CLT
（Contracted and loaded tip）桨P1727的端板变参数模型进行了空化计算，计算采用DDES湍流模型和Sch‐
nerr-Sauer空化模型，通过对E779A标准模型桨进行计算，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研究表明：桨叶表

面空化区域与低压区域基本一致，空化区域的范围与推力损失程度呈正相关变化趋势；在端板有效抑制

梢部绕流的情况下，端板长度和宽度对CLT桨的敞水性能和空化特性影响微弱；端板倾角对敞水性能和

空化特性影响较大，倾角越大，推力和扭矩越大，空化发生时推力衰减程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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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the end plate on the cavit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acted
and loaded tip（CLT）propeller，the cavit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d plate variable parameter model of the
CLT propeller P1727 based on the commercial fluid software Star-ccm+ were calculated. Using the DDES turbu‐
lence model and the Schnerr-Sauer cavitation model，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thod is verified by the cavitation
calculation of standard model propeller E779A.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cavitation area on the blade surface is
basically the same as the low pressure area，and the range of the cavitation area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gree of thrust loss. When the end plate effectively suppresses the flow around the tip，the length and width of
the end plate make little difference on the open water performance and cavit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LT propeller.
The end plate inclination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open water performance and cavit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greater the inclination angle，the greater the thrust and torque，and the greater the thrust attenuation when cav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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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提升船舶推进效率有助于降低船舶的航运成

本。常规螺旋桨为减弱梢涡空化的影响，通常在桨

叶梢部进行卸载，并因梢部绕流和周向诱导速度等

因素导致螺旋桨推进效率降低，为改善螺旋桨梢部

做功情况，尾流收缩叶梢负载（CLT）螺旋桨应运

而生。

CLT桨的端部较常规桨多出一个偏向桨叶压力

面的端板，隔开了桨叶两面的压力场，减弱了梢部绕

流，增加了吸力面与压力面之间的压差，同时减小了

水动力螺距角，从而使 CLT桨具有推力大、效率高以

及空化特性良好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船舶推进领

域。国内外已有众多学者针对 CLT桨展开研究，Dan‐
iele等［1］运用试验和数值模拟结合的方法，对 CLT桨

的敞水性能、空化特性和尾流场进行了分析研究，运

用 LDV技术发现了 CLT桨端板和随边会卸出螺距不

同的两股梢涡。Stefano等［2］运用不同的数值方法并

结合空泡试验对 CLT桨的空化特性展开研究，指出

CLT桨两股梢涡的互感效应可能对螺旋桨的噪声和

脉动压力特性造成影响。随后 Stefano 等［3-5］运用

BEM方法和 RANS方法针对 CLT桨的优化设计展开

研究，提出了光滑端板的新型 CLT桨，并对端板的几

何形状进行分析。Dong等［6］采用 RANS方法对 CLT
桨的尺度效应展开了研究，发现常规桨尺度修正方

法不完全适用于 CLT桨。Amadeo等［7］对 CLT桨叶表

面的层流到湍流过渡现象进行了数值研究，提出了

新的转捩模型用于 CLT桨表面流场预报，其效果通过

试验验证。国内亦有众多学者针对 CLT桨展开研究，

罗奕鑫等［8］运用势流方法基于升力线理论和动量定

理对 CLT桨的设计方法展开研究，并根据设计工况提

出了相应的修正方法。张睿［9］对 CLT桨的实船试验

展开分析，并对采集的试验数据进行修正。

综上所述，国内外针对 CLT桨的水动力性能、空

化特性和尾流场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但就端板

对 CLT桨性能的影响机理研究较少。为探讨端板对

CLT桨空化性能影响规律，本文基于 DES湍流模型针

对 P1727桨的变参数模型展开计算分析，总结端板参

数对 CLT桨空化性能影响规律，以辅助 CLT桨的设计

优化。

2 计算方法

2.1 DDES方法

计算流体力学方法已广泛应用于螺旋桨性能求

解问题，在网格精炼细化之后，湍流模型的选择直接

影响数值模拟结果的准确性［10］。分离涡模拟（DES）
是一种对湍流进行混合建模的方法，通过壁面距离

与网格间距的大小关系进行区域划分，在边界层和

非稳态分离区域分别运用 RANS模拟和 LES模拟，能

够有效地捕捉流体流经固体表面时的分离现象。本

研究采用更为精确的 DDES方法。DDES模型引入了

延迟因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空间加密导致的

边界模糊影响，提升计算精度［11］。针对螺旋桨空化

预报这种大雷诺数下的流体模拟问题（模型桨雷诺

数约 106，实桨雷诺数约 107），相较 LES方法而言，采

用 DDES方法能够有效减少边界层的网格数量，节省

计算时间，提升计算效率，同时比 RANS方法更好地

捕捉流体中的涡结构，模拟湍流能力更强［12］。DDES
方法运用各向异性线性力算法（ALF）生成流场中的

湍流波动，采用 SST k-ω湍流模型来封闭 N-S方程进

行求解。

2.2 Schnerr-Sauer空化模型

采用 Schnerr-Sauer空化模型［13］对气泡增长率

（半径变化率）进行建模，该空化模型基于气泡动力

学 Rayleigh-Plesset简化方程并忽略气泡增长加速、

粘性效应和表面张力效应的影响，模型可对气泡增

长率和塌陷率进行比例缩放。其中，气泡增长速度

可由式（1）得到。

v r = 2
3 ( )p sat - p

ρ l
（1）

式中 vr为气泡增长速度，psat为饱和压力，p为周围

液体压力，ρl为液体密度。

2.3 几何模型及数值模拟设置

CLT桨和常规桨的几何差异主要体现在桨叶梢

部，与常规桨不同，CLT桨在梢部存在一个偏向叶面

的端板（叶梢后倾值剧烈变化），本文计算采用的 CLT
桨为 ITTC推荐的国际标模 P1727桨，桨模直径 D=
0.2386m，桨 叶 数 Z=4，毂 径 比 为 0.154，盘 面 比 为

0.442，几何模型如图 1所示［13］。

为 探 究 端 板 对 CLT 桨 空 化 性 能 的 影 响 ，在

P1727桨的基础上对端板进行变参数建模，形成 9个
模型并进行相应标注，如图 2所示，图中 L，θ和 B分

别对应变长度、倾角和宽度，且编号越大对应变化程

度越大。

本文对不同 CLT桨模型空化计算工况均是相同

的，螺旋桨的转速为 n=18r/min，进速系数 J=0.65，进
口来流速度为 v=2.79162m/s，水的密度 997.561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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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泡数 1.06，时间步为 308.64μs，对应螺旋桨旋转 2°，
每个时间步内迭代 5次。

参照文献［14］进行计算域划分和网格生成，计

算域由流体域和旋转域两部分组成，进口边界为速

度进口，距离桨中心 3D，出口边界为压力出口，距离

桨中心 5D，旋转域直径 1.2D，螺旋桨旋转采用滑移网

格，旋转域与流体域之间创建交界面来传递数值信

息，计算域的划分如图 3所示。

网格划分采用 Star-CCM+嵌入的网格生成器，边

界层为棱柱层网格，旋转域和流体域为六面体网格，

Y+为 0.8~1，满足 DDES方法的要求。X=0与 Y=0网格

截面如图 4所示。

2.4 有效性验证

为了验证本文计算方法的有效性，需将本文空

化计算结果与试验值进行对比，考虑到 P1727桨的空

化试验数据较少，比对验证存在困难，便选用与

P1727直径大小相近的 E799A（D=0.227m）螺旋桨进

行验证，该桨为空化计算标准螺旋桨，试验数据丰富

可靠。

对于 E779A的空化预报，国际上已经有较多的

数值模拟［15-17］试验，本文在计算前做了调研，发现

DDES湍流模型和 Schnerr-Sauer空化模型较为通用，

且已经有了精确的计算结果作为支撑，因此本文同

样采取此两种模型作为计算模型。

对于网格的选取，Rijpkema等［18］在对 E779A桨

的水动力性能及空泡预报中，选取了 5套网格进行了

不确定性分析，得出在 Y+<1和网格数量为 860万时，

可以获取准确的敞水性能和与试验一致的空泡分

布。因而，本文选用类似的网格开展空泡计算，网格

数量为 867万，Y+为 0.8~1，网格划分如图 5所示。计

算结果和试验结果如图 6所示，由图 6可知，本文方

法计算得到的空泡分布与试验结果基本一致，验证

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Fig. 6 E779A calculation model

Fig. 5 Meshing

Fig. 1 P1727 model

Fig. 2 End plate changing models

Fig. 3 Calculating region divided

Fig. 4 Me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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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端板对CLT桨空化特性影响

3.1 端板长度对CLT桨空化特性的影响

螺旋桨的负荷与空化特性密切相关，进行空化

计算之前，首先对 P1727桨与 E779A桨进行对比，发

现两桨 0.7R（R表示半径）处的等尺度叶剖面相似，螺

距角 β径向分布趋势相同，如图 7所示，而后采用文

献［14］中的方法对 CLT桨的敞水性能进行计算，经验

证该计算方法准确有效，计算结果如图 8所示。之后

运用本文方法分别对桨 L1，L2和 L3进行空化计算，

如图 9所示，图 9（a）和图 9（b）分别为桨叶表面压力分

布云图和桨叶表面空化等值面图。

从图 8可以看出，端板长度对 CLT桨敞水性能的

影响微弱，推力和扭矩并未随端板长度的增加而增

加，端板增长部分未产生升力，可以认为 3个桨叶不

同径向位置的叶剖面做功和负载情况是一致的，同

时考虑到 3个桨叶的剖面形式是相同的，由此可推测

不同端板长度的 CLT桨在空化特性方面是相似的，图

9（b）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从图 9（b）中可以看出

（汽体体积分数 α=0.3），三个桨叶的空化区域基本是

一致的，主要集中在桨叶外半径靠近随边的 3/4区域

内。与图 6对比，CLT桨的空化区域与 E799A的空化

区域有所区别，E799A的空化起始发生在导边，在假

设排除运转环境影响因素前提下，这种区别可能是

由于螺旋桨几何形状不同造成的。图 7（a）为两桨

0.7R处的等尺度叶剖面，图 7（b）为两桨螺距角径向

分布，由图 7 可知，E779A 叶剖面导边更显钝厚，

P1727桨叶剖面拱度和厚度分布更为平缓，且在相同

径向位置 E779A的螺距角大于 P1727桨的螺距角，来

流攻角较大，导致 E779A桨的导边附近负压很高，空

泡急剧产生，相应的 P1727桨叶剖面攻角较小，导边

未出现负压峰（图 9（a）所示），压力最低处大致出现

在最大厚度附近并产生空泡。对比图 9（b）和图 9
（a），可以发现桨叶叶背低压区域（约-9kPa）与叶背

空化区域的分布是一致的，并且随着端板长度变短

低压区域有发展的趋势，端板最短的 L1桨其空化区

域较其它两桨稍大，L2和 L3两桨空化区域基本一致，

端板对于改变梢部绕流有着极为明显的影响，在端

板有效抑制梢部绕流的情况下，端板长度对 CLT桨的

空化性能影响微弱。

尽管在敞水条件下端板长度对 CLT桨的水动力

性能影响较小，但在空化条件下，这种影响会增加。

表 1为桨 L1，L2和 L3在进速系数 J=0.65条件下有无

Fig. 7 Parameters comparing of P1727 and E799A

Fig. 8 Open-water charts of length changing end plate

Fig. 9 Calculation model of length changing end 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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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化时的推力系数 KT对比。由表 1可知，随着螺旋桨

空化发生，其推力系数明显下降，但不同端板长度的

螺旋桨推力下降程度不同，随着端板长度减少，推力

损失程度呈增加趋势。特别的，空化区域较大的 L1
桨推力损失接近 10%，约为其余两桨的 2倍，这可能

是因为当空化发生时，桨叶梢部的流场波动更为剧

烈，较短的端板不能有效地阻挡桨叶两侧的流场进

行能量交换，导致推力损失更大，而 L2和 L3两桨的

推力损失相差不大，这表明 CLT桨的端板长度不应过

短，防止空化发生时造成较大的推力损失。

3.2 端板倾角对CLT桨空化分布的影响

与端板长度计算情形类似，图 10为不同端板倾

角 CLT桨 θ1，θ2和 θ3敞水性能计算结果，图 11（a）和

11（b）分别为叶背压力分布云图和空化分布云图。

由图 10可知，端板倾角对 CLT 桨的敞水性能影

响很大，尽管敞水效率在最佳效率点附近变化不大，

但随着倾角的增大，CLT桨的推力和扭矩增加明显。

这是因为增加端板倾角的同时会增大螺旋桨的直

径，导致螺旋桨的做功范围增大，桨叶梢部载荷发生

变化，由此可能导致螺旋桨的空化特性产生改变，从

图 11（b）的空化计算结果来看，叶背空化区域范围随

着端板倾角增加有着明显扩大，倾角最大的 θ3空化

面积超过 θ1空化面积 2/3，对比图 11（a）可以发现，叶

背低压区随着倾角增大有着明显的发展趋势，空化

分布情况与低压区的分布基本一致，造成这种现象

的原因是桨叶梢部的负载增加，低压区扩展，并且随

着端板倾角增加，端板对桨叶两侧的绕流抑制作用

减弱，梢涡增强，导致桨叶空化区域扩大。

与表 1类似，表 2为 θ1，θ2和 θ3在有无空化时推

力系数对比，显然，空化降低了螺旋桨的推力系数。

对比表 1和表 2可以看出，空化范围越大，推力损失

越大，叶背空化特性较端板倾角变化更为敏感，θ2和
θ3在空化条件下的推力损失都超过了 10%，尽管从

推力角度而言，增大端板倾角有利于提升推力，但端

板倾角的增加容易导致梢部绕流的不稳定，在空化

发生时造成较大的推力损失。

3.3 端板宽度对CLT桨空化分布的影响

图 12和图 13分别为不同端板宽度 CLT桨 B1，B2
和 B3的敞水性能曲线和空化状况图，与端板长度变

化情形类似，对比图 12和图 8可以发现，端板宽度的

变化同样对 CLT桨的敞水性能影响微弱，并基于同样

的原因可以推测不同端板宽度的 CLT桨空化特性是

相似的。由图 13可以发现，改变端板的宽度对 CLT
桨叶背的空化区域影响不大。

表 3为不同端板宽度 CLT桨 B1，B2和 B3在有空

Fig. 11 Calculation model of inclination changing end plate

Table 2 Thrust comparing of rake changing end plate

Propeller
type
θ1
θ2
θ3

Cavitation
KT

0.1154
0.1171
0.1181

Non-cavitation
KT

0.1194
0.1313
0.1351

Thrust
loss/%
3.38
10.81
12.58

Fig. 10 Open-water charts of inclination changing end plate

Table 1 Thrust comparing of length changing end plate

Propeller
type
L1
L2
L3

Cavitation
KT

0.1121
0.1192
0.1205

Non-cavitation
KT

0.1240
0.1253
0.1258

Thrust
loss/%
9.59
4.89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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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无空化时的推力系数对比。表 3的结果表明，三

者的推力损失相差不大，证实了端板宽度对空化特

性影响较小这一结论。

4 结 论

本文基于 DDES方法和 Schnerr-Sauer 空化模型

对 CLT桨进行空化特性研究，得到了一套可靠的 CLT
桨空化计算方法，通过对 CLT桨端板变参数模型进行

空化计算，得到了以下结论：

（1）桨叶表面空化发生区域与低压区域基本一

致，表明低压是造成空化的主要原因，空化区域的范

围与推力损失程度呈正相关变化趋势。

（2）在端板能够有效抑制梢部绕流的情况下，端

板长度和宽度的改变对 CLT桨敞水性能以及空化特

性的影响较小，若端板长度过小，端板的抑制作用减

弱，则在桨叶发生空化时会造成较大程度的推力

损失。

（3）端板倾角对 CLT桨的敞水和空化特性有着较

大的影响，随着端板倾角的增大，CLT桨的推力和扭

矩增加明显，并且桨叶低压区域与空化区域逐渐向

端板发展趋势，推力损失程度增加。

致 谢：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装备预研重点实验室

基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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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零点及通道宽度对霍尔推力器
性能影响的数值研究 *

段 萍，姜博瑞，孙少娟，陈 龙，胡 翔，宋继磊，李文庆

（大连海事大学 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摘 要：磁场位形和通道尺度会改变霍尔推力器等离子体放电过程，影响推力器的宏观放电特性。

为分析磁场和通道宽度对推力器放电性能的影响规律，针对霍尔推力器轴对称通道结构和放电物理过程

建立了2D3V物理模型，采用粒子模拟方法研究了霍尔推力器磁零点磁场位形不同通道宽度的电势、粒

子数密度、电子温度、电离速率、比冲及推功比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在具有磁零点磁场位形下，随

着通道宽度增加，通道出口处电势降增加，加速区缩短，离子径向速度减少，壁面腐蚀降低；当磁零点

位置在内壁面，推力器通道宽度由 14mm增加到 16mm时，推力器比冲和推功比增大，推力器放电效率

提高；当磁零点位置在通道中轴线或外壁面，且通道宽度>14mm时，推力器比冲增大，推功比减小，推

力器效率下降。

关键词：霍尔推力器；粒子；磁场；放电特性；数值模拟

中图分类号：O5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055（2021） 09-21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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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tudy on Effects of Zero Magnetic Region and
Channel Width on Hall Thruster Performance

DUAN Ping，JIANG Bo-rui，SUN Shao-juan，CHEN Long，HU Xiang，SONG Ji-lei，LI Wen-qing
（School of Science，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Dalian 116026，China）

Abstract：The magnetic field configuration and channel size can change the plasma discharge process of
Hall thruster and affect the macro dischar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uster.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mag‐
netic field and channel width on the discharge performance of thruster，a 2D3V model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axisymmetric channel structure and discharge physical process of Hall thruster. By using particle-in-cell simula‐
tion，the variation of potential，particle number density，electron temperature，ionization rate，specific impulse
and thrust to power ratio in different channel widths in Hall thruster with zero magnetic field region a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zero magnetic field region exists，with the increasing channel width，the potential
drop at the exit grows，acceleration zone shortens，ion velocity on the radial direction reduces along with the cor‐
rosion. When the zero magnetic field region is located near the inner wall，with the increase of channel width from
14mm to 16mm，the specific impulse and thrust to power ratio of the thruster increase by a certain amount，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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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harging efficiency of the thruster is enhanced. When the zero magnetic field region is located near the central
axis or the outer wall，while the channel width exceeds 14mm，the specific impulse increases，but the thrust to
power ratio of the thruster decreases along with the efficiency.

Key words：Hall thruster；Particle；Magnetic field；Discharge characteristics；Numerical simulation

1 引 言

霍尔推力器又称稳态等离子体推力器，其具有

质量轻、体积小、比冲高、寿命长和控制精度高等特

点，现已广泛应用于航天器姿态控制、位置保持和轨

道转移等需要高精度控制的空间推进任务［1-4］。霍尔

推力器具有轴对称结构（图 1），主要由三部分构成：

环状阳极和置于推力器外侧适当位置的阴极；内外

磁极等导磁材料组成的磁路；位于阳极下游的通道

放电区域［5］。霍尔推力器的工作原理为：电子从外置

空心阴极发射而出，被交叉的电磁场捕获后在推力

器放电通道内做霍尔漂移运动，与从阳极进入的推

进剂分子发生碰撞电离后形成等离子体，其中的离

子在轴向电场作用下加速喷出并产生推力［6-7］。影响

推力器性能的主要有阳极电压［8］、磁场位形［9］、通道

壁面材料及通道尺寸等因素［10］。

霍尔推力器的通道尺寸会显著影响其放电特性

和性能参数。2002年，Bugrova等［11］首次提出了推力

器 放 电 通 道 宽 度 参 数 设 计 要 求 的 相 似 准 则 数

α ≡ ṁb/S，其中 ṁ是质量流量，S是通道横截面积，b是

通道宽度。2005年，Raitses等［12-13］利用嵌套陶瓷套

筒的方法设计了不同通道宽度的推力器，实验测量

了两种通道宽度等离子体电势分布，发现电势分布

影响离子加速区的位置。霍尔推力器数值模拟方

面 ，PIC（Particle-in-cell）粒 子 模 拟 得 到 广 泛 的 应

用［14-15］。Sydorenko等［16-17］利用粒子模拟方法研究了

壁面二次电子发射效应，发现当通道宽度连续变化

时，二次电子发射系数和电子温度等参数的变化都

是非单调的。李杰等［18］研究了霍尔推力器不同的通

道宽度对等离子体电离特性的影响，发现当宽度增

加到一倍以后，电离主要发生在放电通道的中部区

域。目前，为减少推力器自身体积，提高推功比及航

天器的有效载荷和机动灵活性，研究推力器不同通

道 宽 度 对 等 离 子 体 放 电 特 性 的 影 响 是 十 分 必 要

的［19-21］。此外，霍尔推力器中磁场对放电过程具有主

导作用，磁场通过约束放电通道中的电子分布影响

电导率，进而控制电场分布和离子运动轨迹及加速

效果。在对磁场位形的研究中，Garrigues等［22］通过

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不同磁场位形下推力器的放电

特性，结果表明，放电通道的磁场位形具有零磁场区

时，放电电流更加稳定，离子对壁面轰击作用更小。

Fruchtman等［23］研究了磁场曲率与羽流发散角的关

系，研究表明，当电离区位于磁零点附近时，羽流发

散角显著减小。日本大阪工业大学针对 THT-IV型

霍尔推力器的研究发现，在磁场形状固定条件下，通

道长度对放电特性影响显著，当通道长度为 20mm，

通道出口处的磁场强度为 0.015T时，放电通道中的

离子加速效果好，推力器性能最优［24］。综上所知，

目前针对霍尔推力器通道宽度的模拟研究主要是

探索其电离和二次电子发射特性的影响，而对于

通道磁零点不同磁场位形下通道宽度与推力器放

电 特 性 关 系 的 研 究 也 相 对 集 中 于 实 验 研 究 。 因

此，本文针对 ATON-P70霍尔推力器通道不同宽度

和不同磁零点位置的磁场位形，采用粒子模拟方

法研究推力器等离子体放电过程及其性能参数变化

规律。

ATON-P70霍尔推力器采用三个励磁线圈共同产

生磁场，在阳极附近形成带有磁零点的磁场位形，这

种凸向阳极的磁场具有很大的磁场梯度和曲率半径，

有利于离子向通道中心线聚集。本文针对 ATON-
P70推力器放电通道宽度和磁场磁零点位置进行优

化设计，根据推力器实际尺寸及通道等离子体放电

物理过程建立 2D3V轴对称物理模型，研究不同磁零

点位置推力器不同通道宽度的电势、粒子数密度、电

Fig. 1 Two-dimensional profile and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Hall thr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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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温度、电离速率、比冲及推功比的变化规律，分析

不同通道宽度对推力器放电特性的影响。

2 物理模型和磁场位形

2.1 模拟区域和磁零点磁场

根据霍尔推力器放电通道的轴对称结构特点，

建立二维空间坐标（z，r）和三维速度坐标（vr，vθ，vz）的

物理模型，z和 r 分别代表通道轴向和径向位置，vr，vθ
和 vz分别代表径向、角向和轴向速度。图 2表示推力

器不同放电通道宽度模拟区域示意图，其中 rn为内壁

面半径，rw为外壁面半径，Δr为通道宽度，即Δr = rw-rn。
P70霍尔推力器放电通道宽度通常为 14mm，内外铁磁

材料构成的磁极距离为 21.5mm［25］。在保持通道中轴

线 位 置 不 变 情 况 下 ，取 五 种 不 同 通 道 宽 度

Δr1 = 10 mm，Δr2 = 12 mm，Δr3 = 14 mm，Δr4 = 16 mm，
Δr5 = 18 mm。考虑内外陶瓷壁面本身具有宽度，故

最大通道宽度取 18mm。在数值模拟中，采用了增大

真空介电常数的方法来加快收敛速度，通过增加介

电常数，选取小于德拜长度的 0.5mm作为轴向和径

向的空间步长，时间步长取 0.1ω -1
p ，ω p 为等离子体回

旋频率，阳极电压 U d = 400 V，通道长度 z = 30 mm。

当模拟结果达到稳定后，通过对最后一千个步长的

数据进行平均，得到推力器的推力、比冲和阳极效率

等参数值。推力 F可通过统计一定时间内通道出

口喷出离子的轴向动量（根据牛顿动量定理）得到。

比冲 I sp = F/ ( ṁg )，其中 ṁ代表放电工质质量流量，g

代表重力加速度。阳极效率 η d = F 2 / (2ṁU d Id )，U d 和

Id分别代表放电电压和电流。

表 1表示推力器不同通道宽度氮化硼壁面内外径

及氙工质的流量。实验中，推力器通道宽度为 14mm
时，工质流量 1.56~5.47mg/s，因为当流量<1.56mg/s时
推力器不能点火，流量>5.47mg/s时通道陶瓷壁面变

红，推力器过热［25］。在此范围内选取工质流量 2.5mg/

s，并通过计算得到了稳定放电。由表 1可知当通道

宽度增加时工质流量也相应增加，以保持通道工质

密度相同。

图 3表示推力器不同通道宽度的三种磁场分布，

通过仿真软件 FEMM改变推力器励磁线圈的安匝数、

调节磁场的磁零点位置得到。图 3中三种磁场位形

分布的磁零点位置分别靠近推力器通道内壁面、中

轴线及外壁面，依次设为磁场 I，磁场 II及磁场 III。
表 2表示推力器不同磁场分布励磁线圈匝数和

电流参数。在表 2中，N n，Nw及 N f分别表示内线圈匝

数、外线圈匝数及辅助线圈匝数。In，Iw及 I f分别表示

内线圈电流大小、外线圈电流大小及辅助线圈电流

大小。由表 2可知，可通过调节内外线圈安匝数使电

流 In 增大，Iw 减小，辅助线圈匝数使电流 I f 先减小再

增大，依次得到不同磁零点位置的磁场分布磁场 I，磁
场 II和磁场 III。三种磁场分布通道出口中轴线处磁

场强度均为 280G。
2.2 物理模型及边界条件

在霍尔推力器放电通道内，等离子体自洽产生

的磁场远小于外加磁场，可以忽略。静电模型粒子

满足泊松方程

∇2Φ = - ρ
ε0

（1）
式中 ρ和 ε0分别表示电荷密度和真空介电常数，

Table 1 Inner and outer diameters and propellant mass

flow rate of the thruster

Δr/ mm
10
12
14
16
18

rn / mm
23.5
22.5
21.5
20.5
19.5

rw / mm
33.5
34.5
35.5
36.5
37.5

ṁ/（mg/s）
1.79
2.14
2.50
2.86
3.21

Fig. 2 Diagram of simulation area with different discharge channel widths

2154



磁零点及通道宽度对霍尔推力器性能影响的数值研究第 42 卷 第 9 期

Φ表示电势。由于霍尔推力器放电通道为轴对称结

构，故采用二维柱坐标系表示，包含轴向 z和径向 r的

二维泊松方程为

1
r
∂
∂r ( r ∂Φ∂r ) + ∂

2Φ
∂z2 = -

e
ε0
(n i - n e) （2）

式中 n i和 n e分别表示离子和电子数密度，e表示

单位电荷。在平行于 z和 r方向上分别以等空间步长

划分网格，用 i，j分别表示 z和 r方向上的网格计数，对

式（2）采用中心差分法化简，可得

( )Δr 2

( )Δz 2 (Φi + 1,j + Φi - 1,j) - 2 (1 + ( )Δr 2

( )Δz 2 )Φi,j +

( ri,j + 12ri,j
Φ i,j + 1 +

r
i,j - 12
ri,j

Φ i,j - 1) = - ( )n i - n e
i,j

ε0
(Δr) 2

（3）

式（3）求解较为困难，因此引入虚拟时间 t′，将式

（2）变为抛物形方程［26］为
∂Φ
∂t′ = ∇

2Φ - s （4）
式中 s为方程（3）中右端的源项，式（4）通过空间

差分后采用 DADI（Dynamic alternating direct implicit）
方法求解。当 t′ → ∞，

∂Φ
∂t′ = 0时，求得电势 Φ，进而

求得电场。粒子运动采用 Boris算法计算。对中性粒

子的分布采用流体模拟方法描述，即在假定通入的

气体速度后，使用连续性方程描述中性粒子的运动，

其中源项考虑电离和复合的动态过程，求得原子在

通道内的粒子密度分布。模拟中考虑了电子与原子

的一价电离、激发和弹性碰撞，以及原子间的碰撞。

采用蒙特卡洛（Monte Carlo collision，MCC）方法处理

电子与原子的碰撞，采用直接蒙特卡洛（Direct simu‐
lation of Monte Carlo，DSMC）方法处理原子间的碰撞。

模拟中阳极为导体边界，使用第一类边界条件，

电势固定为 400V，从阳极表面发射的所有粒子均服

从半麦克斯韦分布。电子与阳极发生碰撞，认为其

进入外部回路；离子与阳极碰撞，则被电子复合成原

子。出口处使用第一类边界条件，电势取 0，所有粒

子到达出口视为喷出。

推力器通道壁面的电势满足第二类边界条件，

是通过表面电荷密度求解垂直于壁面电场，边界条

件可以表示为

∂Φ
∂z = -

σ
ε0

（5）
式中 σ为电荷密度。推力器通道壁面为氮化硼

绝缘材料，采用改进后的 Morozov二次电子发射模

型［26-30］，能量为 ε的入射电子打到绝缘壁面时可能出

现壁面沉积、弹性反射、打出一个二次电子、打出两

个二次电子四种情况。

电子在壁面沉积的概率为

W 0 (ε) = P 0 exp ( - ε2

α 0 ) （6）
电子发生弹性反射的概率为

W r (ε) = P r exp ( - ε2

α r 2 ) （7）

Fig. 3 Magnetic field configurations in the channel with

different channel widths

Table 2 Excitation coil turns and current parameters of the

different magnetic field configurations

Magnetic
field
I
II
III

Nn

250

In /A
1.65
1.90
2.25

Nw

65

Iw /A
5.60
3.95
2.80

N f

16

I f /A
4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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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出两个二次电子的概率为

W 2 (ε) = 1 - exp ( - ε2

α 2 2 ) （8）
打出一个二次电子的概率为

W 1 (ε) = 1 - W 0 (ε) - W r (ε) - W 2 (ε) （9）
氮化硼材料二次电子发射参数为 P 0 = 0.5，α 0 =

43.5，P r = 0.5，α r = 30，α 2 = 127.9。
3 模拟结果与讨论

3.1 电势、电子温度及电离率分布

推力器放电通道中的正交电磁场将电子约束在

通道出口附近区域做周向的电漂移运动，电子向阳

极方向的传导过程决定了通道内的电势分布。图 4
表示三种磁场位形不同通道宽度情况中轴线电势分

布，由图可知，随着通道宽度的增加，电势峰值呈逐

渐升高的趋势，离子在加速电场中获得更高能量；电

势峰值位置随着通道宽度增加向通道出口处移动，

加速区逐渐缩短。这是因为当推力器通道宽度增加

时，壁面附近的磁感应强度增大，对电子的束缚变

强，电子做周向霍尔漂移运动的区域更靠近出口处；

同时推力器面容比减小，电子与壁面相互作用减弱，

降低了近壁电导率，导致电势降区域向通道出口移

动，离子束流聚焦效果好，羽流发散角减小。在三种

磁场位形下，电势分布规律基本相同，表明磁零点位

置对电势轴向分布的影响较小。

图 5所示为三种磁场位形下不同通道宽度的电

子温度分布。由图可知，三种磁场位形下，随放电通

道宽度增加，电子温度峰值大小呈现非单调变化，而

峰值位置随通道宽度增加均向出口处移动。当磁零

点位于轴线上时，通道中心位置两侧壁面二次电子

发射减少，低能量电子数量减少，导致电子温度较

高。电子温度峰值位置直接影响原子电离过程，使

电离区向通道出口移动。由图 4电势分布可知随通

道宽度增加，出口附近电势梯度增加，电子获得能量

更快，故电子温度峰值位置更靠近出口。电子温度

峰 值 大 小 出 现 非 线 性 变 化 趋 势 ，这 与 Sydorenko
等［16-17］关于通道宽度连续变化时电子温度非单调变

化的实验结果相一致。

推力器放电通道氙原子的电离率主要受电子温

度及电子数密度的影响，电离率的分布状态反映了

电离区的长度和位置，图 6所示为三种磁场位形下不

同推力器通道宽度的电离率分布。由图可知，在三

种磁场位形下，随放电通道宽度增加，电离率峰值区

域变窄且向通道出口方向移动，峰值大小仍呈现非

线性变化。主要原因为一方面通道宽度增加后面容

比减小，电子与壁面间作用减弱，二次电子数量减

少，通道整体电子温度升高，与原子碰撞电离截面变

大，碰撞平均自由程变短，离子加速区被压缩，电离

Fig. 5 Electron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n the central axis with different magnetic fields and channel widths

Fig. 4 Potential distribution on the central axis with different magnetic fields and channel wid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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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峰值变窄；另一方面电子温度峰值的非线性变化

引起了电离率峰值非线性变化。由于离子主要从加

速区获得能量，加速区越短，则更有效减少离子在加

速过程中在径向上的能量损耗，可有效降低壁面腐

蚀，延长推力器寿命。

3.2 离子数密度、径向速度及粒子与壁面碰撞频率

霍尔推力器放电通道内等离子体会与壁面产生

相互作用，不同通道宽度会导致电子与壁面碰撞损

耗的能量发生变化，进而影响通道等离子体的放电

特性。图 7表示推力器不同磁场位形和通道宽度中

轴线上离子数密度分布。由图 7可知，随通道宽度增

加，离子在通道轴线上聚集效果明显，数密度峰值逐

渐增大且向通道出口方向移动。这是由于当通道宽

度增加时，电离区变窄且向通道出口方向移动，导致

离子数密度较高区域在通道中心线处向通道出口处

偏移，使得推力器通道出口处离子聚焦明显，羽流发

散角减小。

离子径向速度直接影响推力器壁面腐蚀速度，

特别是通道出口附近腐蚀达到一定程度时，推力器

通道电磁场位形发生变化，放电过程均会受到较大

影响，导致推力器不能正常工作。图 8表示三种磁场

位形不同通道宽度在通道出口处离子径向速度分

布。由图 8可知，在通道近出口处（z = 25~30mm），随

通道宽度增加，磁场 I，磁场 II和磁场 III的离子径向

速度都显著下降，这意味着通道内径向离子流入射

速度显著下降，通道壁面腐蚀显著减小。三种磁场

位形下径向离子速度对比发现：当磁零点位于通道

中心位置时，通道内外壁上离子径向速度均较大，腐

Fig. 8 Radial velocity distribution of ions near the exit with different magnetic fields and channel widths

Fig. 6 Ionization rate distribution on the central axis with different magnetic fields and channel widths

Fig. 7 Distribution of ion density on the central axis with different magnetic fields and channel wid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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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偏高，当磁零点偏向内或外壁面时，离子径向速度

降低，其中磁零点靠近内壁面情况下腐蚀最小。

图 9表示推力器不同磁场和通道宽度对粒子与

壁面碰撞频率的影响。由图 9（a）可知，在三种磁场

分布情况下，随通道宽度增大，离子与壁面碰撞频率

显著降低，这是因为通道宽度增加时出口附近的离

子径向速度减小，离子在通道轴线上聚集明显，位于

壁面附近的离子显著变少，使得离子径向束流减小，

离子与壁面碰撞频率下降。由图 9（b）可知，三种磁

场分布的电子与壁面碰撞频率也随通道宽度增加而

下降，这是由于通道宽度增加，导致推力器面容比变

小，电子与壁面间相互作用降低，这表明在通道宽度

增加的情况下，可以有效减少壁面二次电子数量，通

道电子温度升高，工质电离率增大，推力器放电效率

提升。通过不同磁场位形下碰撞频率的纵向对比可

知，磁零点位置对离子与壁面碰撞频率的影响较小，

而对电子壁面碰撞频率有影响。当磁零点靠近外壁

面时，电子与壁面碰撞最剧烈，故在磁场 III情况下壁

面二次电子发射较高，导致通道内部电子温度降低，

这与图 5中磁场 III情况下电子温度较低的结果相

吻合。

3.3 比冲、推功比及阳极效率

图 10表示推力器不同磁场和通道宽度对比冲和

推功比的影响。由图 10（a）可知，在三种磁场分布情

况下，比冲随放电通道宽度增加而增大，这是由于宽

度增加时通道内电势峰值升高，离子在加速区获得

更大能量，通道出口处推力增大，使比冲增加。由图

10（b）可知，在磁场 I位形分布中，当推力器通道宽度

由 14mm增加至 16mm时，推功比增大，与传统霍尔推

力器的通道宽度（14mm）相比，比冲提高 5.03%，推功

比提高 1.77%，推力器性能提高。而在磁场 II和磁场

III位形分布中，随通道宽度增加推功比减小，推力器

消耗单位功率电能产生的推力减小。可见，在磁场 I
位形时（磁零点位置靠近内壁面），增加通道宽度至

16mm处，推力器比冲和推功比增加，离子与壁面碰

撞频率降低，寿命延长。在磁场 II及 III位形时（磁零

点位置分别靠近推力器通道中轴线和外壁面），虽然

离子与壁面碰撞频率降低，壁面腐蚀减小，但由于推

Fig. 9 Effects of different magnetic fields and channel widths on particle-wall collision frequency

Fig. 10 Effects of different magnetic fields and channel widths on specific impulse and thrust to power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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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比减小，导致推力器性能降低。

图 11表示推力器不同磁场和通道宽度对阳极效

率 η d 的影响。由图 11可知，当通道宽度 Δr>14mm
时，推力器的效率在 Δr = 16mm有最大值 61.1%。在

磁场 I中，Δr = 16mm时，相对于 ATON型 P70推力器

正 常 的 通 道 宽 度（Δr = 14mm），推 力 器 比 冲 提 高

5.03%，推功比提高 1.77%，离子与壁面碰撞频率降低

10.2%。因此在本文设定的参数条件下，16mm为通

道宽度的最优值。

4 结 论

通过本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当推力器通道宽度增加时，通道电势轴向峰

值增大，且峰值位置向出口方向移动，加速区逐渐缩

短。电子温度峰值位置也呈现与电势峰值分布相同

的变化规律。当通道宽度增加时，壁面附近的磁感

应强度增大，对电子的束缚变强，电导率较低的位置

向通道出口处靠近，出口附近电势梯度增加使得电

子获得能量更快，磁零点位置对电势分布影响较小。

（2）随着推力器通道宽度增加，通道内部离子数

密度增大，位于壁面附近离子的径向速度逐渐减小。

通道宽度较大时壁面附近离子密度和径向速度均较

小，离子与壁面碰撞频率减小，壁面腐蚀降低。磁零

点位于中轴线上时，壁面电子碰撞频率较低，通道电

子温度较高。

（3）在磁零点位置位于内壁面情况下，当推力器

通道宽度由 14mm增加至 16mm时，推力器比冲和推

功比增大，推力器放电效率提高。而当磁零点位置

位于通道中轴线时，离子径向速度较大，与壁面碰撞

频率较高，壁面腐蚀加重。在磁零点位于外壁面附

近，推力器通道宽度>14mm时，推功比和阳极效率均

较低，推力器性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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