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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目　　次

燃烧、传热、传质

燃油温度对离心式喷嘴雾化性能影响 刘爱虢，王　栋，于浩洋，刘　凯，陈　雷 （１７９３）!!!!!

点燃式航空活塞发动机汽油航空煤油燃烧特性

王　蕾，赵振峰，俞春存，崔华盛，张付军 （１８０１）!!!!!!!!!!!!!!!!!!!

旋流杯近场液雾ＳＭＤ的空间分布模型 高　昭，刘玉英，顾鹏程 （１８１２）!!!!!!!!!!!!

基于脉冲数字全息的甩油盘雾化特性

薛志亮，蒋　志，李　峰，施子福，周永刚，吴学成 （１８２２）!!!!!!!!!!!!!!!

燃气热力参数计算方法及在涡轮叶栅对流换热中的应用 薛　钰，刘景源 （１８３１）!!!!!!!!!

基于ＰＩＶ技术的单圆孔脉冲射流流场特征 沈鑫篧，毛军逵，刘方圆，范　俊，韩省思 （１８４５）!!

飞机燃油箱惰化中氧体积分数控制指标分析 周鹏鹤，刘文怡，刘卫华 （１８５６）!!!!!!!!!!

含湿量对蒸发式火焰稳定器贫油熄火性能的影响 冯玉桦，刘玉英，邓远灏，黄义勇 （１８６６）!!!!

燃料分配方式对微燃机燃烧室燃烧性能影响

陈炫任，刘爱虢，胡　建，杨宇东，王成军，曾　文，毛晓东 （１８７５）!!!!!!!!!!!

封严间隙对盘缘密封性能影响的数值研究 张庆才，谭晓茗，罗擎阳，张靖周 （１８８４）!!!!!!!

气动热力学与总体设计

凝结相变对低温风洞雷诺数试验的影响 孙　皖，徐　涛，刘秀芳，侯　予 （１８９３）!!!!!!!!

“蚌式”进气道附面层扫除特性风洞试验 赵海刚，刘　雨，任丁丁，丁凯峰，史建邦 （１９００）!!!

基于深度学习的翼型反设计方法 何　磊，钱炜祺，刘　滔，张显才，董康生 （１９０９）!!!!!!!

基于能量平衡的平流层飞艇推进系统建模与优化设计 王冬晨，宋笔锋，王海峰，焦　俊 （１９１８）!!

叶轮机械

叶尖单侧倒圆对扩压叶栅叶顶间隙流动的影响 高丽敏，王浩浩，赵　磊，李永增 （１９２７）!!!!!

双齿气体循环泵基本几何理论和容积计算 冯诗愚，周利彪，朱珍昱，高秀峰 （１９３６）!!!!!!!

边界层吸入对方转圆进气道、风扇耦合影响 魏　巍，任思源，达兴亚 （１９４３）!!!!!!!!!!



结构、强度、振动

基于叶尖定时的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振动测量

刘美茹，滕光蓉，肖　潇，张震相，乔百杰，陈雪峰 （１９５４）!!!!!!!!!!!!!!!

含中介轴承内圈局部缺陷的双转子系统的组合共振特性

伊海铭，侯　磊，高　朋，韩清扬 （１９６４）!!!!!!!!!!!!!!!!!!!!!!!

退化量有缺失的无失效小样本轴承可靠性评估 许凌天，沈雪瑾，蒋　爽，陈晓阳 （１９７７）!!!!!

火箭发动机

基于粒子模拟的舱内布局对霍尔推进器真空羽流的影响

王军伟，张　磊，龚　洁，韩　潇，刘　然 （１９８８）!!!!!!!!!!!!!!!!!!!

推进剂组分对固体燃料冲压发动机性能的影响

邱　爽，苏莹莉，杨海涛，陈　雄，周长省 （１９９５）!!!!!!!!!!!!!!!!!!!

自动控制

基于改进ＫＳＶＤ字典训练的涡扇发动机气路突变故障稀疏诊断方法

李　魁，胡　宇，孙振生，张　寅，周　伟 （２００６）!!!!!!!!!!!!!!!!!!!

期刊基本参数：ＣＮ１１－２２９７／Ｖ１９８６ｍＡ４２２４ｚｈＰ￥６０．００１０００２３２０２０－０９

（本期责任编辑　陈　越）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犲狉狅狊狆犪犮犲犘狅狑犲狉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９ （犕狅狀狋犺犾狔） Ｓｅｐ．２０２０

犆狅狀狋犲狀狋狊

犆狅犿犫狌狊狋犻狅狀，犎犲犪狋犪狀犱犕犪狊狊犜狉犪狀狊犳犲狉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ｕｅ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ｎｏｚｚｌｅ

ＬＩＵＡｉｇｕｏ，ＷＡＮＧＤｏｎｇ，ＹＵＨａｏｙａｎｇ，ＬＩＵＫａｉ，ＣＨＥＮＬｅｉ（１７９３）!!!!!!!!!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ｇａｓｏｌｉｎｅ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ｋｅｒｏｓｅｎｅｉｎｓｐａｒｋ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ｐｉｓｔ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 ＷＡＮＧＬｅｉ，ＺＨＡＯＺｈｅｎｆｅｎｇ，ＹＵＣｈｕｎｃｕｎ，　　　!!!!!!!!!!!!!!

ＣＵＩＨｕａｓ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Ｆｕｊｕｎ （１８０１）

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Ｍ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ｒａｙａｔｔｈｅｎｅａｒｆｉｅｌｄｏｆｓｗｉｒｌｃｕｐ

ＧＡＯＺｈａｏ，ＬＩＵＹｕｙｉｎｇ，ＧＵＰｅｎｇｃｈｅｎｇ （１８１２）!!!!!!!!!!!!!!!!!!!

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ｎｆｕｅｌｓｌｉｎｇｅｒｗｉｔｈｐｕｌｓｅ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ｙ

ＸＵＥＺｈｉｌ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Ｚｈｉ，ＬＩＦｅｎｇ，ＳＨＩＺｉｆｕ，　　　!!!!!!!!!!!!!!!!

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ｇａｎｇ，ＷＵＸｕｅｃｈｅｎｇ （１８２２）

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ｇａｓ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ｖｅｒｔｕｒｂｉｎｅｃａｓｃａｄｅ ＸＵＥＹｕ，ＬＩＵＪｉｎｇｙｕａｎ （１８３１）!!!!!!!!!!!!!!

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ｒｏｕｎｄｈｏｌｅｐｕｌｓｅｄｊｅ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ＩＶ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ＨＥＮＸｉｎｙａｏ，ＭＡＯＪｕｎｋｕｉ，ＬＩＵＦａｎｇｙｕａｎ，ＦＡＮＪｕｎ，ＨＡＮＸｉｎｇｓｉ（１８４５）!!!!!!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ｏｘｙｇｅｎ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ｄｅｘｉｎ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ｆｕｅｌｔａｎｋｉｎｅｒｔｉｎｇ

ＺＨＯＵＰｅｎｇｈｅ，ＬＩＵ Ｗｅｎｙｉ，ＬＩＵ Ｗｅｉｈｕａ（１８５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ｒａｔｉｏｏｎｌｅａｎｂｌｏｗｏｕ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ｐｉｌｏｔｅｄｖａｐ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ｌａｍｅｈｏｌｄｅｒ

ＦＥＮＧＹｕｈｕａ，ＬＩＵＹｕｙｉｎｇ，ＤＥＮＧＹｕａｎｈａｏ，ＨＵＡＮＧＹｉｙｏｎｇ （１８６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ｕｅ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ｆｏｒｍｉｃｒｏｇａｓｔｕｒｂｉｎ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

ＣＨＥＮＸｕａｎｒｅｎ，ＬＩＵＡｉｇｕｏ，ＨＵＪｉａｎ，ＹＡＮＧＹｕｄｏｎｇ，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ｊｕｎ，　　　!!!

ＺＥＮＧＷｅｎ，ＭＡＯＸｉａｏｄｏｎｇ （１８７５）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ｅａｌｉｎｇ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ｎｓｅａｌ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ＺＨＡＮＧＱｉｎｇｃａｉ，ＴＡＮ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ＬＵＯＱｉｎｇｙ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ｇｚｈｏｕ （１８８４）!!!!!!

犃犲狉狅狋犺犲狉犿狅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犪狀犱犃犲狉狅犲狀犵犻狀犲犇犲狊犻犵狀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ｏｎＲｅｙｎｏｌｄｎｕｍｂｅｒｔｅｓｔｆｏｒｃｒｙｏｇｅｎｉｃｗｉｎｄｔｕｎｎｅｌ

ＳＵＮＷａｎ，ＸＵＴａｏ，ＬＩＵＸｉｕｆａｎｇ，ＨＯＵＹｕ （１８９３）!!!!!!!!!!!!!!!!!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ｂｌｏｗ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ｂｕｍｐｉｎｌｅｔｂｙｗｉ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ｔｅｓｔ

ＺＨＡＯＨａｉｇａｎｇ，ＬＩＵＹｕ，ＲＥＮＤｉｎｇｄｉｎｇ，ＤＩＮＧＫａｉｆｅｎｇ，ＳＨＩＪｉａｎｂａｎｇ （１９００）!!!!!

Ｉｎｖｅｒｓｅｄｅｓｉｇ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ａｉｒｆｏｉ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ＨＥＬｅｉ，ＱＩＡＮＷｅｉｑｉ，ＬＩＵＴａｏ，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ｃａｉ，ＤＯＮＧＫａｎｇｓｈｅｎｇ （１９０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ｓｔｒａｔ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ｉｒｓｈｉｐ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ｎｅｒｇ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Ｗ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ｅｎ，ＳＯＮＧＢｉｆｅｎｇ，ＷＡＮＧＨａｉｆｅｎｇ，ＪＩＡＯＪｕｎ （１９１８）!!!!!!

犜狌狉犫狅犿犪犮犺犻狀犲狉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ｂｌａｄｅｔｉｐｆｉｌｌｅ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ｎｂｌａｄｅｔｉｐ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ｆｌｏｗ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ｃａｓｃａｄｅ

ＧＡＯＬｉｍｉｎ，ＷＡＮＧＨａｏｈａｏ，ＺＨＡＯＬｅｉ，ＬＩＹｏｎｇｚｅｎｇ （１９２７）!!!!!!!!!!!!

Ｂａｓｉｃ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ｖｏｌｕｍ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ｔｏｏｔｈｇａｓ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ｕｍｐ

ＦＥＮＧＳｈｉｙｕ，ＺＨＯＵＬｉｂｉａｏ，ＺＨＵＺｈｅｎｙｕ，ＧＡＯＸｉｕｆｅｎｇ （１９３６）!!!!!!!!!!!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ｏｎ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ｔｏ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ｉｎｔａｋｅａｎｄｆａｎ

ＷＥＩＷｅｉ，ＲＥＮＳｉｙｕａｎ，ＤＡＸｉｎｇｙａ（１９４３）!!!!!!!!!!!!!!!!!!!!!

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犛狋狉犲狀犵狋犺犪狀犱犞犻犫狉犪狋犻狅狀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ｕｒｂｉｎｅｒｏｔｏｒｂｌａｄｅｓｏｆ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ｌａｄｅｔｉｐｔｉｍｉｎｇ

ＬＩＵＭｅｉｒｕ，ＴＥＮＧＧｕａｎｇｒｏｎｇ，ＸＩＡＯＸｉａｏ，ＺＨＡＮＧＺｈｅｎｘｉａｎｇ，　　　!!!!!!!!

ＱＩＡＯＢａｉｊｉｅ，ＣＨＥＮＸｕｅｆｅｎｇ （１９５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ｄｕａｌｒｏ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ａｌｏｃａｌｄｅ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ｈａｆｔ

ｂｅａｒｉｎｇｉｎｎｅｒｒｉｎｇ ＹＩＨａｉｍｉｎｇ，ＨＯＵＬｅｉ，ＧＡＯＰｅｎｇ，ＨＡＮＱｉｎｇｙａｎｇ （１９６４）!!!!!!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ｗｉｔｈ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ｕｎｄｅｒ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ｎｏｎｆａｉｌｕｒｅｓａｍｐｌｅｓ ＸＵＬｉｎｇｔｉａｎ，ＳＨＥＮＸｕｅｊｉｎ，　　　!!!!!!!!!!!!!!

ＪＩＡＮＧＳｈｕａｎｇ，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ｙａｎｇ （１９７７）

犚狅犮犽犲狋犈狀犵犻狀犲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ａｂｉｎｌａｙｏｕｔｏｎｖａｃｕｕｍｐｌｕｍｅｏｆＨａｌｌｔｈｒｕｓｔ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ＡＮＧＪｕｎｗｅｉ，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ＧＯＮＧＪｉｅ，ＨＡＮＸｉａｏ，ＬＩＵＲａｎ （１９８８）!!!!!!!!!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ｐｒｏｐｅｌｌａｎ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ｓｏｌｉｄｆｕｅｌｒａｍｊｅｔ

ＱＩＵＳｈｕａｎｇ，ＳＵＹｉｎｇｌｉ，ＹＡＮＧＨａｉｔａｏ，ＣＨＥＮＸｉｏｎｇ，ＺＨＯＵＣ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 （１９９５）!!!

犃狌狋狅犮狅狀狋狉狅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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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温度对离心式喷嘴雾化性能影响

刘爱虢，王　栋，于浩洋，刘　凯，陈　雷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发动机学院

辽宁省航空推进系统先进测试技术重点实验室，沈阳１１０１３６）

摘　　　要：以离心式压力雾化喷嘴为研究对象，对不同压力下燃油温度对航空煤油雾化特性的影响进行了

实验测试和数值模拟研究，获得了燃油在喷嘴内的流动特性及温度、压力对燃油雾化特性参数的影响规律。

实验研究了燃油温度变化范围在－２０℃至５０℃的雾化特性，数值模拟对燃油温度在－５０℃至５０℃范围内喷

嘴内燃油的流动特性及燃油的雾化特性进行了数值模拟。结果表明：燃油压力对雾化特性影响不大；在所研

究的温度范围内，温度增加会导致雾化角增大、索太尔平均直径（ＳＭＤ）减小、周向分布不均匀性增大，在

－２０℃升至５０℃时ＳＭＤ由４５μｍ降低到３０μｍ；油膜厚度会随燃油温度的降低而增厚，有利于提高燃油周向

分布均匀性，但会导致雾化液滴直径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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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心式喷嘴目前在航空燃气轮机、地面燃气

轮机及其他燃烧设备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类

喷嘴具有宽的燃油流量调节范围和良好的雾化质

量，保证了燃烧室具有较好的点火性能和宽广的

贫油熄火范围［１］。由离心式喷嘴喷出的燃油，在

其所喷入介质的外阻力及在射流流动时出现在射

流本身内部的紊流所产生的内力的共同作用下破

碎成为油滴［２］。因此，液滴破碎过程受气动阻力、

黏性力、液体的表面张力和惯性力４种力的控制，

雾化过程是雾化介质克服表面张力及黏性力的阻

尼作用离散化为液滴的过程［３］。

对离心式燃油喷嘴，影响燃油雾化特性的除

了喷嘴的结构参数外，供油压力、燃油本身的物理

化学特性及喷嘴的工作环境等外部参数也会对雾

化特性产生较大的影响［４］。国内对外部参数对离

心喷嘴雾化特性影响开展较多的是供油压力的影

响。已有的研究表明，随着喷油压力的增加，由于

液膜破碎距离减小，表面波的扰动变大，在喷嘴雾

化角充分展开后，会使雾化角和雾化粒度逐渐变

小，但当压力达到一定后，雾化粒度保持不变［５７］。

陈俊等［８］发现随着供油压力增加，油滴平均速度

增加而湍流度减小。成丁南等［９］发现双油路供油

时，随供油压力的增大，油膜开始破碎位置距离喷

口长度逐渐缩短，雾化锥角逐渐增大。张弛、霍伟

业等［１０１１］对正癸烷、含氧生物燃料和航空煤油的

雾化过程进行了对比性研究，获得了空气压降和

供油压力对生物燃料雾化特性的影响规律，并与

航空煤油进行了对比。

在燃气轮机工作过程中，外部环境温度变化

较大，尤其是航空发动机的飞行高度和飞行速度

都会影响到燃油的温度，同时还有来自于滑油、压

缩空气和火焰热辐射传递的热量，这些都会影响

到燃油的温度。燃油温度的变化会引起包括密

度、动力黏度、表面张力等燃油物理参数的变化，

进而影响到燃油的雾化特性。目前国内外对离心

式喷嘴雾化特性研究虽较多，但针对航空煤油不

同温度下的燃油物性参数对离心式喷嘴雾化特性

影响的研究较少。梁兵［１２］测量发现，在不同温度

下油的表面张力系数及其黏滞系数随着温度的升

高而降低。闵爱琳等［１３］发现随着液体温度的升

高，液体的密度减小，表面张力减小。Ｌａｍａｎｎａ

等［１４］研究了燃料温度对喷雾破碎过程的影响，发

现提高燃料温度会导致雾化角增加和喷雾扩散的

增强。Ｗａｎｇ等
［１５］对燃料温度对雾化特性的影响

进行了实验研究，发现燃油温度对航空柴油的影

响要比航空汽油的影响明显。Ｆａｊｇｅｎｂａｕｍ等
［１６］

通过实验研究了汽油和乙醇在使用压力雾化喷嘴

时温度变化对雾化特性的影响，发现在１６～５５℃

温度变化范围内，增加燃油温度降低了液滴尺寸，

但变化范围不大。

燃油温度的变化会影响燃油的雾化特性，进

而影响燃烧室的燃烧特性，掌握不同温度条件下

燃油雾化特性，对于预测燃烧室的燃烧特性具有

重要作用。为获得航空煤油温度变化对雾化特性

的影响规律及影响因素，本文通过实验与数值模

拟结合的方法，得到使用离心式雾化喷嘴时在不

同燃油温度下燃油的压力分布、速度分布、相分

布、雾化锥角、雾化粒度和液膜厚度等喷雾特性

参数。

１　雾化特性实验

１１　实验系统

为获得不同燃油温度下的雾化特性，采用了

图１所示的激光燃油测试系统对不同燃油温度下

燃油的雾化细度和雾化角进行了实验测试。激光

燃油测试系统包括燃油供应系统、激光相位多普

勒粒子分析仪（ＰＤＰＡ／ＬＤＶ）、数据采集系统和燃

油温度控制系统。

图１　激光燃油测试系统

Ｆｉｇ．１　Ｌａｓｅｒｆｕｅｌｔｅｓ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其中，ＰＤＰＡ／ＬＤＶ主要包括激光发射器、激

光接收器、信号处理器、光栅转动电动机控制器、

微型计算机以及传输电缆等，用于燃油雾化细度

指标（索太尔平均直径，ＳＭＤ）的测量。雾滴尺寸

测量范围为０～５００μｍ。发射器包括标准的２Ｗ

４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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氦氖激光光源，接收器由５个１０８ｍｍ直径的聚

集透镜组成，用于收集散射光，并精确地提供频移

和相移信号。燃油温度控制系统用于调节所测燃

油的温度，其中常温至５０℃范围采用了位于阀门

和喷嘴之间的功率为３ｋＷ 防爆型电加热器来加

热燃油，常温至－２０℃范围采用了将待测燃油放

入冷却装置中降至所需温度，再采用保温装置保

存并输送燃油至燃油喷嘴。在距燃油喷嘴入口

１００ｍｍ处安装热电偶，用于测试燃油温度。

实验所测喷嘴为某型航空发动机的离心式雾

化喷嘴，所使用的燃油为该型号航空发动机所使

用的航空煤油，测试过程中燃油喷入环境为大气

环境，即压力为０．１１ＭＰａ，实际测量室温为２２℃。

可以通过调节燃油泵的转速调节燃油压力，使燃

油压力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压差Δ狆在０．３～１．２

ＭＰａ范围内。在燃油喷嘴上游布置压力传感器，

测量燃油喷嘴前压力用于计算燃油压差，压力传

感器的测量误差为±０．５％。燃油温度采用Ｋ型

热电偶测量，测量误差为±１．０％。

１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不同温度、压力下喷嘴雾化角２β的实验测试

结果如图２所示。雾化角的测量采用了对喷雾进

行拍照，然后用软件识别角度。考虑到液雾射流

对周围空气的卷吸作用，在计算雾化角时采用了

以喷口为中心，取１２０ｍｍ半径的圆弧和外包络

线交点与喷口中心连线之间夹角作为雾化角的计

算办法［１７］。由测试结果可以看出，温度对雾化角

有较大的影响，温度在－２０～５０℃范围内变化

时，雾化角的变化范围为９０°～１０５°，并随着温度

的升高雾化角增大。温度变化会影响到燃油的密

度和黏度，文献［１８］中给出了温度对航空煤油黏

度和密度的测试结果，可以看出温度由０℃升高

图２　温度对雾化角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ｓｐｒａｙｃｏｎｅａｎｇｌｅ

至５０℃的范围内，航空煤油的黏度由４ＭＰａ·ｓ

下降至１．５ＭＰａ·ｓ，温度由０℃升高至３０℃的范

围内密度由８４０ｋｇ／ｓ降低至８１０ｋｇ／ｓ。因此，燃

油黏度和密度下降导致雾化角增大。由实验结果

还可以发现，在温度高于３０℃后，油锥边界清晰

度下降，导致测试的雾化角的数值有一定的变化，

但不影响总的变化趋势。在相同温度下，燃油压

差Δ狆对雾化角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不大。

在进行燃油温度对雾化粒度影响的实验测试

时，测试点取在离喷嘴出口轴向距离为１００ｍｍ

处，雾化粒径犇ｓｍｄ随温度和压力的测试结果如

图３所示。

图３　温度对ＳＭＤ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ＳＭＤ

燃油的雾化过程是表面张力和气动力相互作

用的过程，因此表面张力系数、黏度都会影响到燃

油的雾化特性，随着温度的增加，燃油表面张力系

数和黏度都会下降。由图３所示的实验结果可以

看出，随着燃油温度的增加，对于降低雾化粒度是

有利的，随着温度由－２０℃升高到５０℃，燃油的

ＳＭＤ由４５μｍ降低到了３０μｍ。在相同温度下，

随着压差的升高ＳＭＤ变小，这是由压力升高导

致燃油与空气的相对速度增加所导致的。与燃油

温度对ＳＭＤ的影响相比，压力的影响不明显。

图４为温度和燃油喷射压差对燃油周向分布

不均匀性的影响。采用周向分为１２个扇形区的

容器来测量雾锥相对于其轴线的周向分布，不均

匀性通过式（１）计算出的标准差σ来表示。

σ＝
犿
·

ｍａｘ－犿
·

ｍｉｎ

犿
·

（１）

式中犿
·

ｍａｘ和犿
·

ｍｉｎ分别为某个工况下１２个扇形区

中燃油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犿
·
为１２个扇形区燃

油量的平均值。

由实验结果可以看出，随着燃油温度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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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温度对周向不均匀性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ｎｏｎ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和喷射压差的增大，σ值变小，即燃油周向分布更

加均匀。这是由于随着随着燃油温度的降低，燃

油的黏性系数增加，黏性增加会使喷喷口内油膜

厚度增加，使燃油对喷孔表面的瑕疵不敏感。而

随着燃油喷射压差的增加，会促进湍流发展，使燃

油在旋流室内掺混效果得到改善［１９］。

由实验结果可以发现，燃油温度增加对于燃

油的雾化特性有一定的影响，随着温度的增加使

雾化角增大、ＳＭＤ减小、σ增大。为深入研究燃

油温度变化对离心喷嘴内部流动特性及雾化特性

的影响因素，将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燃油温度

在－５０～５０℃范围内的流动及雾化特性开展

研究。

２　数值计算

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可以定性地分析不同

燃油温度下，喷嘴内速度、压力、两相分布以及喷

口处油膜和锥角的变化规律。

２１　计算域及网格

所研究的离心式喷嘴油路有３个旋流槽，旋

流槽深为０．５１ｍｍ，槽宽为０．８ｍｍ，槽与喷嘴轴

方向的夹角为６５°，旋流室直径为５．２ｍｍ，粗糙度

为３．２；喷口直径为１．０２ｍｍ，喷口外流场取喷口

下方圆柱形区域作为出口流域。图５是建立的

１∶１真实模型的流体域，取离心式喷嘴下游喷口

与圆柱形出口区域相交的截面圆心为直角坐标系

原点，离心式喷嘴轴线方向为狔轴，喷嘴入口方

向与狔轴方向平行。

进行数值计算时，采用基于压力求解器进行

稳态求解，选取ｖｏｌｕｍｎｏｆｆｌｕｉｄ（ＶＯＦ）方法，开启

能量方程，湍流模型采用ｒｅａｌｉｚａｂｌｅ犽ε模型对湍

流特性进行模拟。

图５　离心式喷嘴流体域网格

Ｆｉｇ．５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ｎｏｚｚｌｅｆｌｕｉｄｄｏｍａｉｎｍｅｓｈ

２２　边界条件设置

在流体域燃油入口边界设置不同工况的燃油

的喷注压力以及燃油温度，喷嘴入口压力从低到

高分别取为０．３、０．６、０．９、１．２、１．５ＭＰａ，燃油相

体积分数设置为１，入口温度从低到高分别取为

－５０、－２０、０、２２、３０、４０、５０℃。在空气进出口边

界设置不同工况的外界空气的压力以及温度，燃

油相体积分数设置为０。空气入口和出口压力取

为０．１ＭＰａ，温度取为２２℃。

３　数值模拟结果与分析

３１　雾化角

引用文献［２０２１］的方法获得喷雾半锥角值，

函数定义如下：

β＝ ａｒｃｔａｎ
狏２ｒ＋狏

２
ｔａ

狏２ｃ槡（ ）
ｉｒ

１８０°

π
（２）

其中狏ｒ、狏ｔａ、狏ｃｉｒ分别为轴向速度、切向速度和周向

速度。将油膜区节点的速度值代入式（２）后取平

均值，得到模拟的喷雾半锥角值，最后将模拟和实

验的雾化角值结果做对比见图６。

从图６中可以看出，模拟雾化角与实验雾化

角值的变化趋势一致，都是随着温度的增加，雾化

角增大。但在较低温度时模拟结果高于实验测试

结果，在高温时整好相反，也就是实验测试的雾化

角变化范围要大于数值计算的范围。产生这种差

异的原因来源于测试过程中由于仪表误差、温度

稳定性以及在用软件识别雾化角时的边界不准确

导致的。尤其是在高温区，由于雾锥附近有大量

油雾，导致测量值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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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实验和模拟的雾化角值对比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ｏｆｓｐｒａｙｃｏｎｅａｎｇｌ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ｅｓｔ

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３２　速度矢量分布

对于离心式喷嘴来说，液体自身流动的绝对

速度利于液体流场内部湍流和不稳定的产生；

液体与空气的相对流动速度，使液体表面产生

雾化必需的突起，并提供将突起转换为线条及

液滴的能量。因此，对喷嘴内速度的研究显得

尤为重要。

对３５个工况进行了数值模拟，但从各个模拟

工况的喷嘴内部速度矢量变化趋势发现燃油的压

力和温度对喷嘴内速度矢量分布的变化影响不

大，所以本文仅对供油压力为１．５ＭＰａ、燃油温度

为５０℃时的速度矢量进行分析。图７是模拟得

到的喷嘴内部燃油的三维速度矢量图，从图中可

以看出，燃油自旋流槽开始速度矢量分布比较密

集，意味着旋流强度增大，并一直延续到喷嘴出

口。从旋流槽放大图可以看到燃油在旋流槽中有

向喷注内部流动的速度存在，可见因旋流槽小尺

寸因素的作用，燃油通过此处受到阻碍，产生有漩

涡，从而有燃油回流。

图７　速度矢量图

Ｆｉｇ．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ｅｃｔｏｒｄｉａｇｒａｍ

３３　压力分布

各个模拟工况的流体域的压力分布相似，所

以此处仅对常温环境条件下燃油压差为１．５

ＭＰａ、喷油温度为５０℃时的压力分布进行分析。

图８所示为流体域轴截面的压力分布云图，可以

看出，当流体从前腔流道流经旋流槽进入旋流室

后，在喷嘴轴线附近形成低压区，从喷嘴喷出后液

膜伸长变薄，最后分裂成小雾滴［２２２３］。从局部放

大图可以看到，燃油在此处有较大的压力损失，其

中有因燃油黏性而产生的沿程压力损失，还有因

燃油突然流入小截面旋流槽造成通流截面急剧变

化以及喷嘴外部较低的环境空气压力等综合作用

下产生的局部压力损失，流速的大小和方向发生

剧烈变化，燃油摩擦碰撞加剧，最后有接近１ＭＰａ

的压力梯度。

图８　轴截面的压力分布云图

Ｆｉｇ．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ａｘｉ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４　速度分布

图９取供油压力为１．５ＭＰａ、燃油温度为

５０℃时的轴向截面速度分布图，从左到右依次为

径向速度、轴向速度和切向速度。

图９　轴截面速度分布图

Ｆｉｇ．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ａｘｉ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

从图９中可以看出，径向速度从喷嘴出口流

出后明显增大，即形成雾化锥角；轴向速度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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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有明显的空气向喷嘴内部流动现象，可见气液

两相相互作用增强，液滴进一步破碎；切向速度在

收缩段和平直段比较大，从喷嘴出口流出后明显

降低，说明旋流室和收缩段液相受离心力作用大，

从喷口喷出后，径向速度和轴向速度则占主导。

图１０是距离出口截面下游０．５ｍｍ截面处

的液相体积和速度沿半径分布曲线。从图中可看

到，燃油受喷嘴内部旋流部件的影响，从喷口旋转

喷出，因此径向速度与切向速度沿半径均有正负

值的变化。轴向速度在半径０．８ｍｍ的位置值最

大，两侧速度急剧减小，在截面中心处，因气流被

卷吸进入喷嘴，因而有小于零的速度存在。总速

度与轴向速度变化趋势类似，说明燃油是沿轴向

正方向旋转喷出。中心处的燃油体积分数值为

０，说明中心处为空气，此截面燃油体积分数沿半

径分向的分布与雾化锥角有关。

图１０　出口下游０．５ｍｍ处速度和液相体积分数的分布

Ｆｉｇ．１０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ｅｌ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０．５ｍｍ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ｏｆｏｕｔｌｅｔ

图１１是喷油压差为１．５ＭＰａ时，距离出口截

面下游０．５ｍｍ处截面的速度沿半径随燃油温度

的变化曲线。从图中可看出，离心喷嘴的速度分

布表现出了明显的双峰值分布特点。从不同温度

对速度的影响可以看出，随着燃油温度的提高，燃

油速度增大。燃油的雾化粒径在一定程度上取决

于燃油与周围空气的速度差，随着温度的升高，燃

油喷射速度增加，对于降低雾化粒径是有利的。

３５　液相体积分布

图１２为供油压差１．５ＭＰａ、燃油温度为５０℃

时的轴向截面气液两相分布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燃油流出出口后以气相形

式存在为主，跟燃油通过细小尺寸的旋流槽需要

图１１　出口下游０．５ｍｍ处温度对速度的影响

Ｆｉｇ．１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ｔ０．５ｍｍ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ｏｆｏｕｔｌｅｔ

图１２　轴截面气液两相分布图

Ｆｉｇ．１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ｚｚｌｅｇａｓｌｉｑｕｉｄｔｗｏｐｈａｓｅ

ｆｌｏｗｉｎｔｈｅａｘｉ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

很高的油压有关。

图１３是距离出口截面下游０．５ｍｍ处截面

的液相体积分数沿半径随燃油温度变化的曲线。

在不同燃油温度下，液相体积分数会有所变化，尤

其是燃油温度降低至０℃以下后，随着温度的降

低液相体积分数明显增加，这也是低温下燃油雾

化特性变差的一个主要原因。

图１３　出口下游０．５ｍｍ处温度对液相体积分数的影响

Ｆｉｇ．１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ｆｕｅｌ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０．５ｍｍ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ｏｆｏｕｔｌ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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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液膜厚度

图１４为不同供油工况时喷嘴出口处油膜厚

度随燃油温度和压力变化的特性曲线。从图中可

看出，在相同喷油压力下喷嘴出口处油膜厚度随

着燃油温度的降低而增厚。油膜厚度增加，对于

提高燃油的周向分布均匀性有利，但会导致燃油

液滴ＳＭＤ增大。这是由于在离心式喷嘴中燃油

是以薄锥膜形式从喷嘴喷出，并在放射状向外传

播的过程中迅速减薄，最终破碎为线条及液滴。

油膜较厚使燃油对喷孔表面的瑕疵不敏感，利于

提高轴向分布均匀性，但较厚的油膜不利于燃油

雾化粒度的降低。在相同温度下，压力的升高有

利于油膜厚度的降低。伴随着喷嘴压力提高的雾

化质量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是与相应的油膜厚

度相应减小是有关的。这些结果在实验测试中也

得到了验证。

图１４　温度对油膜厚度的影响

Ｆｉｇ．１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ｆｉｌｍ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４　结　论

１）温度的变化会引起航空煤油密度、黏度和

表面张力的变化，进而对雾化特性产生影响。燃

油温度升高可以增加雾化角和降低ＳＭＤ。当燃

油温度从－２０℃升高至５０℃时，雾化角由９０°升

高至１０５°，燃油的ＳＭＤ由４５μｍ降低到了３０μｍ。

温度升高对燃油的周向分布均匀性是不利的，会

导致燃油周向分布标准差σ升高；

２）燃油压差的增加会使雾化角增大、ＳＭＤ

变小，但与温度的影响相比，压力对雾化特性的影

响不明显。压力变化会引起燃油周向分布均匀性

的较大变化，尤其是在高温区，压力对周向分布均

匀性的影响更大；

３）燃油在旋流槽内流动时有径向、轴向和切

向３个分速度，切向速度使燃油做旋转运动，产生

漩涡，并在喷嘴轴线附近形成低压区，燃油从喷嘴

喷出后液膜伸长变薄，最后分裂成小雾滴；径向速

度从喷嘴出口流出后明显增大，即形成雾化锥角。

切向速度在收缩段和平直段比较大，从喷嘴出口

流出后明显降低，从喷口喷出后，径向速度和轴向

速度则占主导。

４）在相同喷油压力下喷嘴出口处油膜厚度

随着燃油温度的降低而增厚。油膜厚度增加，对

于提高燃油的周向分布均匀性有利，但会导致燃

油液滴ＳＭＤ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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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航空煤油在点燃式航空活塞发动机上的燃烧特性，改造并搭建了一台可以同时燃烧汽油

和航空煤油的航空活塞发动机试验台架，并建立了发动机燃烧室的三维仿真模型，采用试验与三维仿真相结

合的手段，研究了汽油与航空煤油燃烧特性的差异，结果表明：在低转速、小负荷工况下，平均指示有效压力

（ＩＭＥＰ）小于０．５ＭＰａ范围内，通过调整点火正时等运行参数即可使航空煤油达到与汽油相近的燃烧特征；随

着发动机转速和负荷增加，航空煤油燃烧特性表现为滞燃期延长、燃烧持续期增加、最大缸内压力降低、燃烧

重心后移，并且伴随明显爆震发生。在高转速工况下，航空煤油燃烧受爆震影响，负荷最高只能提升至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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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技的发展，无人机作为一种空中平台

用处越来越广泛［１］，然而，无人机优势的发挥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无人机动力的综合性能［２］，活塞发

动机以其体积小、质量轻、成本低、功质比高、维护

简单等优点成为中、小型无人机的主要动力形

式［３］。由于技术条件限制，无人机用的活塞发动

机大多数是航空汽油活塞发动机。但是，众所周

知，汽油的闪点低、挥发性好，和空气混合易爆炸，

安全性较差，对其运输、储备和使用都造成了很大

的安全隐患［４］。因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出于对

后勤保障和安全性等方面的考虑，提出在战场上

消除汽油［５］。为减轻军队燃料的保障压力，美国

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正式制定了战场燃料单一化的

政策，将航空煤油ＪＰ８燃料作为单一化燃料
［６］。

基于综合机场燃料保障情况、运输安全性、使用经

济性等诸多因素考虑，航空煤油是无人机较好的

燃料选择，如ＪＰ８（ＪｅｔＡ／ＪｅｔＡ１）、ＪＰ５等
［７］。

航空煤油具有较低的挥发温度和较高的闪点，在

发生意外时，航空煤油发生爆炸的几率较低，这样

使得它更易储存和使用。因此，针对活塞发动机

使用航空煤油的研究成为了当前的无人机动力行

业的研究热点之一［８］。

国产３号航空煤油是我国比较常用的喷气燃

料。其闪点高、蒸发性差、使用安全性高，与美国

ＪＰ８燃料性能相似
［９］，且与汽油具有相似的低热

值，汽油与航空煤油相关理化特性的对比如表１

所示［１０］。目前限制航空煤油在活塞发动机上高

效利用的技术难题主要有如下两方面：一方面是

航空煤油的运动黏度较大，表面张力高，这会导致

航空煤油蒸发雾化困难，从而导致发动机起动困

难、燃烧稳定性变差等［１１１２］；另一方面就是航空煤

油辛烷值低、自燃温度低，这就会导致航空煤油火

焰传播速度慢，燃烧过程粗暴、抗爆震性能差，就会

进一步限制发动机有效功的输出，影响其经济性和

动力性［１３］。辛烷值是表征燃油抗爆性能好坏的一

项重要指标，燃油的辛烷值越高，抗爆性越好［１４］，

发动机就可以有更高的压缩比，具有更好的动力

性，而航空煤油的辛烷值为４８，约为９５号汽油的一

半，所以航空煤油的抗爆性极差。因此，解决航空

表１　汽油与航空煤油理化特性对比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狆犺狔狊犻犮狅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

犫犲狋狑犲犲狀犵犪狊狅犾犻狀犲犪狀犱犪狏犻犪狋犻狅狀犽犲狉狅狊犲狀犲

理化特性 汽油 航空煤油

成分组成 Ｃ５～Ｃ１１ Ｃ７～Ｃ１６

低热值／（ＭＪ／ｋｇ） ４４ ４３．５

辛烷值 ９５ ４８

闪点／Ｋ ２２８．１５ ３０８．１５～３２４．１５

自燃温度／Ｋ ５３３．１５～６４３．１５ ４８２．１５～５０２．１５

运动黏度／（ｍｍ２／ｓ） ０．８ １．２５

饱和蒸气压／ｋＰａ ４８～８３ ６

煤油在活塞发动机上的爆震问题极为关键［１５］。

燃烧性能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发动机的动力输

出性能［１６１７］，针对点燃式航空活塞发动机燃烧航

空煤油时的问题，本文改造并搭建了一台可以同

时燃烧汽油和航空煤油的点燃式航空活塞发动

机，对比研究点燃式航空活塞发动机分别使用汽

油和航空煤油的燃烧特性。

１　发动机的改装与设计

本研究中使用的发动机是Ｒｏｔａｘ９１４航空汽

油活塞发动机。世界上超过８０％的轻型飞机使

用的发动机都是Ｒｏｔａｘ系列
［１８］。Ｒｏｔａｘ９１４为一

台水平对置四冲程四缸点燃式汽油活塞发动机，

为研究航空煤油在点燃式航空活塞发动机（下文

简称为发动机）上的燃烧特性，在Ｒｏｔａｘ９１４的基

础上设计改造了一台可同时燃用汽油和航空煤油

的发动机样机，改造原理图如图１所示，为达到同

工况下对比汽油和航空煤油的燃烧特性的目的，

主要针对发动机的供油系统进行了改造设计，左

排１、３缸改造为电控气道空气辅助喷射煤油供给

系统，右排２、４缸保持原机化油器供给方式，整机

燃油系统为双燃料供给，即煤油供给系统供给左

排气缸，汽油供给系统供给右排气缸。这样可以

达到左右两排分别采用不同燃料同时工作的目

的。样机主要技术参数如表２所示。在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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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搭建了试验测试平台，试验台架如图２所示，

台架主要包括试验样机、数据采集系统、燃油供给

系统、上位机标定系统及测功监控系统，试验台相

关设备参数如表３所示。

图１　发动机改造原理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表２　发动机技术参数

犜犪犫犾犲２　犈狀犵犻狀犲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狊

参数 数值

缸径／ｍｍ ７９．５

行程／ｍｍ ６１

排量／Ｌ １．２１

压缩比 ９

标定转速／（ｒ／ｍｉｎ） ５５００

图２　试验台架实物图

Ｆｉｇ．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ｄｒａｗｉｎｇｏｆｔｅｓｔｂｅｎｃｈ

表３　试验台相关设备参数

犜犪犫犾犲３　犕犪犻狀犳犪犮犻犾犻狋犻犲狊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狋犲狊狋犫犲狀犮犺

设备 型号 精度／％

测功机 ＣｈｉｎａＫａｉｍａｉＣＷ１６０ ＜±０．５

油耗仪 ＪａｐａｎＯｎｏＭＦ２２００ ＜１

缸内压力传感器 Ｋｉｓｔｌｅｒ６１１５ ＜±０．５

燃烧分析仪 Ｋｉｂｏｘ２８９３Ａ１２１ ＜１

进气压力传感器 ＢｏｓｃｈＬＳＵ４．９ ＜１

排气温度传感器 ＰＴＷＤ０６ ＜１

２　燃料特性仿真研究

图３　仿真模型网格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ｇｒｉｄ

２１　三维仿真平台的搭建

为研究汽油和航空煤油两种燃料燃烧特性的

差异，利用三维计算流体力学软件 ＡＶＬＦｉｒｅ对

发动机的燃烧过程进行仿真分析，模型建立参数

与试验样机相同。发动机的工作过程包括进气、

压缩、膨胀、排气，本文仅针对发动机的燃烧过程

进行数值模拟，因此只模拟发动机从进气门关闭

到排气门开启的工作过程。该发动机为四冲程发

动机，一个完整的工作循环对应的曲轴转角为

７２０°（文中的角度均指曲轴转角），定义压缩上止

点为０°，所以模型的计算过程为进气门关闭时刻

的上止点前１３２°到排气门开启时刻的上止点后

１０４°。

模型全部采用六面体网格，为了保证计算精

度，建模过程中最大体网格尺寸为１．５ｍｍ，下止

点处网格数为４９８５４５个，上止点重构后的网格

数为３３３１９０个。图３为模型网格示意图，湍流、

燃烧和爆震模型分别选择犽ε双方程模型、ＥＣＦＭ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ｃｏｈｅｒｅｎｔｆｌａｍｅｌｅｔｍｏｄｅｌ）和 ＡｎＢＫｎｏ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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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１９］。

图４为仿真与试验的校核结果，缸内压力和

瞬时放热率的仿真值与试验值均有着较好的一致

性，误差在５％以内，所以此模型可用于下一步的

仿真计算。

图４　缸内压力和瞬时放热率的校核结果

Ｆｉｇ．４　Ｃｈｅｃｋ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ｈｅａｔｒｅｌｅａｓｅｒａｔｅ

２２　低转速两种燃料的燃烧特性

为研究汽油和航空煤油燃烧特性的差异，通

过仿真手段分别对比汽油与航空煤油在不同转速

和负荷工况下燃烧特性的差异。

点火正时的大小不仅直接影响着发动机的动

力性和经济性［２０２１］，还对发动机爆震有着重要的

影响。减小点火提前角，即推迟点火，可以使缸内

燃烧最大压力减小，最大压力对应的曲轴转角推

迟，从而达到降低缸内燃烧温度，延长末端终燃混

合气的滞燃期，最终达到抑制爆震的目的。但同

时会带来降低发动机功率和热效率的问题。本文

首先通过仿真研究低转速、小负荷工况下汽油与

航空煤油燃烧特性的差异，并通过增大煤油的点

火提前角研究是否可以使航空煤油与汽油达到相

同的燃烧特性以及各工况下爆震的强度。

本文研究的发动机原机是双火花塞异步点

火，如图５所示的火花塞１和火花塞２，点火正时

分别为上止点前２６°、２２°。

选择转速为２５００ｒ／ｍｉｎ，初始压力为０．０６

ＭＰａ，工况参数设置如表４所示，对比研究汽油、

航空煤油相同工况及航空煤油提前点火三种工况

下燃烧特性的差异。

图６所示为三种工况下缸内压力及瞬时放热

率随曲轴转角的变化曲线。在相同点火正时工况

下，汽油与航空煤油的燃烧特性区别较大，航空煤

图５　原机火花塞布置图

Ｆｉｇ．５　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ｐａｒｋｐｌｕｇ

表４　工况参数设置

犜犪犫犾犲４　犠狅狉犽犻狀犵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犲狋狋犻狀犵

工况参数 工况１ 工况２ 工况３

燃油 汽油 航空煤油 航空煤油

点火提前角／（°） ２６，２２ ２６，２２ ３０，２６

图６　低转速下缸内压力及瞬时放热率的仿真结果对比

Ｆｉｇ．６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ｈｅａｔｒｅｌｅａｓｅｒａｔｅａｔｌｏｗｓｐｅｅｄ

油燃烧滞后，燃烧持续期长。对于点燃式发动机

来说，为了保证发动机工作柔和，动力性能良好，

一般使最大缸内压力出现在上止点后１２°～１５°。

将航空煤油的两个火花塞各提前４°点火，其缸内

压力曲线已和汽油机的缸内压力曲线相差不多，

最大缸内压力对应的曲轴转角也出现在最优范围

内，说明此时燃烧良好。

图７为三种工况下累计放热率及燃烧相位

（ＣＡ１０为１０％质量分数燃料燃烧对应的曲轴转

角、ＣＡ５０为５０％质量分数燃料燃烧对应的曲轴

转角、ＣＡ９０为９０％质量分数燃料燃烧对应的曲

轴转角）的对比图，通过调整点火正时，航空煤油

的累计放热率向汽油靠近，滞燃期和燃烧持续期

也有所减小，且ＣＡ５０与汽油基本相同，说明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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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煤油的燃烧过程已和汽油十分接近。综上所

述，在低转速、小负荷工况下，将航空煤油的点火

正时做适当的提前，最大缸内压力有可能与汽油

出现在同一曲轴转角处，航空煤油的燃烧过程可

以达到与汽油相近的状态，从而可以降低因航空

煤油的着火延迟期长，火焰传播速度慢而带来的

功率和效率的损失，使航空煤油发动机可以正常

输出有效功。

图７　低转速下累计放热及燃烧相位的仿真结果对比

Ｆｉｇ．７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ｈｅａｔｒｅｌｅａｓｅ

ａｎｄ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ａｔｌｏｗｓｐｅｅｄ

表５为上述三种工况缸内燃烧过程仿真计算

结果。适当地提前点火可以抵消使用航空煤油而

造成的着火延迟期变长的现象，使得燃烧重心前

移。缸内的爆发压力和温度均有所上升，也由此

缩短了航空煤油的燃烧持续期，从而达到与汽油

相近的燃烧特征。同时提前点火也使得缸内等容

燃烧的比例上升，有利于提升功率和降低燃油消

耗。因此通过调整点火正时等运行参数在低转

速、小负荷工况下是可以使航空煤油与汽油达到

相近的燃烧特征的。

表５　低转速下点火正时对缸内燃烧过程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５　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犻犵狀犻狋犻狅狀狋犻犿犻狀犵狅狀犮狅犿犫狌狊狋犻狅狀

狆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犮狔犾犻狀犱犲狉犪狋犾狅狑狊狆犲犲犱

参数
数值

工况１ 工况２ 工况３

最大缸内压力／ＭＰａ ３．７３ ３．４７ ３．８２

最大缸内压力对应曲轴转角／（°） １３ １８ １４

最大压升率／（ＭＰａ／（°）） ０．２４ ０．１８ ０．２２

最大压升率对应曲轴转角／（°） ５．５ ８．０ ５．０

最高燃烧温度／Ｋ ２５７９ ２６０３ ２６３６

最高燃烧温度对应曲轴转角／（°）１７．５ ２１．０ １７．０

放热率峰值／（Ｊ／（°）） ３９．０ ３４．０ ３６．４

放热率峰值对应曲轴转角／（°） ６ １１ ６

燃烧持续期／（°） １７ ２１ １６

　　图８所示为三种工况下缸内火焰锋面密度云

图的对比。图中火焰锋面从两个火花塞向四周转

播，并在气缸中心处交汇，继续向四周传播。在化

学当量比和缸内初始流动状况相同的条件下，随

着航空煤油点火正时的提前，航空煤油缸内燃烧

相位整体提前，可以达到与汽油相近的燃烧过程。

另外，三者火焰锋面密度在缸内的扩散分布位置

基本相同。

图８　低转速下缸内火焰锋面密度云图

Ｆｉｇ．８　Ｃｌｏｕｄｍａｐｏｆ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ｆｌａｍｅｆｒｏｎｔ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ｔｌｏｗｓｐｅ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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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所示为三种工况下缸内温度云图的对

比。缸内温度的变化同火焰锋面扩散相关。高温

区从两极火花塞处扩散，在火焰锋面扫过的区域

呈现高温区。相比于汽油，航空煤油高温区扩散

滞后，后燃较为严重。三个工况的温度场分布无

明显差异，且燃烧前期的局部温度分布都相似，到

燃烧后期，通过提前点火可以明显提升航空煤油

的燃烧速度，使其缸内整体温度提升。

图９　低转速下缸内温度云图

Ｆｉｇ．９　Ｃｌｏｕｄｍａｐｏｆ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ｔｌｏｗｓｐｅｅｄ

由于航空煤油的辛烷值远远低于汽油，所以

以航空煤油作为燃料的发动机，点火正时的选

择还需要关注爆震问题，点火正时对爆震有非

常重要的影响。从图６所示的瞬时放热率曲线

中的放大部分可以发现在膨胀行程中煤油缸内

产生了爆震现象，且随着点火提前角的增大，发

生爆震时所对应的曲轴转角提前。图１０所示

为燃烧煤油时发动机缸内爆震反应率云图的对

比。在原机点火正时下，最大爆震反应率为

６．９，在上止点后１６°时出现，点火提前４°后，最

大爆震反应率为１３．１，在上止点后１１°时出现。

而且提前点火不仅使得爆震程度加剧，在缸内

发生爆震的区域也扩大了。这是由于点火提前

后，燃烧重心提前，缸内的温度和压力变高，使

煤油缸内更容易发生爆震且爆震强度更大。所

以由此也可得知，推迟点火确实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抑制航空煤油的爆震现象。

图１０　低转速下爆震反应率云图

Ｆｉｇ．１０　Ｃｌｏｕｄｍａｐｏｆｋｎｏｃｋ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ｔｌｏｗｓｐｅｅｄ

图１１　高转速下缸内压力及瞬时放热率的仿真结果对比

Ｆｉｇ．１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ｈｅａｔｒｅｌｅａｓｅｒａｔｅａｔ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２３　高转速两种燃料的燃烧特性

在高转速、大负荷（转速为５５００ｒ／ｍｉｎ，初始

压力为０．１２ＭＰａ）工况下，初始时（上止点前

１３２°）缸内气体为均质混和气，其余参数设置均相

同时，汽油与航空煤油缸内压力及瞬时放热率在

燃烧过程中随曲轴转角的变化如图１１所示。由

图可知，此工况与低转速、小负荷工况相比，航空

煤油与汽油的燃烧特性差异更大，在提升转速和负

荷后，航空煤油的做功能力并没有明显增强，且在

火花塞点火之后，汽油的缸内瞬时放热率急剧增

加，而相比之下，煤油缸内瞬时放热率上升较为缓

慢，且其峰值滞后。由于后燃的增加，航空煤油的

缸内爆发压力也明显低于汽油，这会导致输出功率

的下降，燃油消耗率上升。同时，可以在２３．５°时发

现航空煤油的瞬时放热率突然上升，这是由于航空

煤油的辛烷值较低，在缸内压力温度较高时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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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震现象。图１２所示为两种燃料在相同工况下累

计放热率及燃烧相位的对比，航空煤油的放热速度

明显小于汽油，且ＣＡ５０滞后汽油１０°。

表６为两种燃料在相同工况下缸内燃烧仿真

图１２　高转速下累计放热及燃烧相位的仿真结果对比

Ｆｉｇ．１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ｈｅａｔ

ｒｅｌｅａｓｅａｎｄ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ａｔ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表６　高转速下点火正时对缸内燃烧过程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６　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犻犵狀犻狋犻狅狀狋犻犿犻狀犵狅狀犮狅犿犫狌狊狋犻狅狀

狆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犮狔犾犻狀犱犲狉犪狋犺犻犵犺狊狆犲犲犱

参数 工况１ 工况２

燃料 汽油 航空煤油

最大缸内压力／ＭＰａ ６．０４ ４．５１

最大缸内压力对应曲轴转角／（°） １３．５ ２５．０

最大压升率／（ＭＰａ／（°）） ０．４０ ０．１８

最大压升率对应曲轴转角／（°） ５．５ １４．０

最高燃烧温度／Ｋ ２７５４ ２６７４

最高燃烧温度对应曲轴转角／（°） １６．５ ２９．０

放热率峰值／（Ｊ／（°）） ６８．８ ４５．２

放热率峰值对应曲轴转角／（°） ７．０ １６．５

燃烧持续期／（°） １７ ２４

计算结果。在点火正时、当量比等参数相同的条

件下，提升转速和负荷后，相比于低转速、小负荷

工况，航空煤油的燃烧更加明显地表现为滞燃期

较长导致其燃烧重心靠后，最大缸内压力对应的

曲轴转角后延，比汽油延后了１１．５°，且相比于低

转速、小负荷工况，航空煤油的最大压力仅提升了

０．８ＭＰａ，汽油的最大压力提升了２．３ＭＰａ，说明

此工况下航空煤油的做功能力并没有明显增强。

此外，航空煤油的燃烧持续期也比汽油长，大多数

热量在上止点之后放出，降低了发动机效率。

图１３为相同工况下燃烧汽油和航空煤油时缸

内火焰锋面密度的云图。航空煤油的着火延迟期

明显长于汽油，导致航空煤油的燃烧滞后于汽油

１０°左右，但两者火焰前锋面在缸内的传播分布情

况相差不大。

图１４为相同工况下燃烧汽油和航空煤油时

图１３　高转速下缸内火焰锋面密度云图

Ｆｉｇ．１３　Ｃｌｏｕｄｍａｐｏｆ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ｆｌａｍｅｆｒｏｎｔ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ｔ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图１４　高转速下缸内温度云图

Ｆｉｇ．１４　Ｃｌｏｕｄｍａｐｏｆ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ｔ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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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内温度的分布的云图，缸内温度的变化同火焰

锋面扩散相关。相比于汽油，航空煤油高温区扩

散滞后，后燃较为严重。

图１５为相同工况下燃烧两种燃料的爆震反

应率云图，汽油的爆震反应率为０，即没有发生爆

震；而航空煤油在２５°时，在远离火花塞的上下两

边缘处的爆震反应率为１９．８５，即发生了爆震。

持续至３０°时，正常火焰锋面到达边缘处，爆震随

即消失。

图１５　高转速下爆震反应率云图

Ｆｉｇ．１５　Ｃｌｏｕｄｍａｐｏｆｋｎｏｃｋ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ｔ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３　试验结果及分析

经文中第２节的仿真研究，在低转速、小负荷

工况下，通过调整点火正时等运行参数，在发动机

上航空煤油可以和汽油达到相近的燃烧特征，在

低转速、小负荷（转速为３０００ｒ／ｍｉｎ，节气门开度

为１５％）的工况下，通过调整点火正时及喷油参

数等运行参数，可以使汽油和航空煤油达到相近

的燃烧特征，如图１６和图１７所示，两者缸内压

力、放热率曲线都比较接近，虽然航空煤油的滞燃

期仍比汽油长约３°，但此时航空煤油和汽油的平

均有效指示压力（ＩＭＥＰ）均为０．４８ＭＰａ，两者燃

烧输出的有效功是相同的。所以在航空煤油输出

ＩＭＥＰ小于０．５ＭＰａ的范围内，不采取其他特殊

手段，单纯通过调整运行参数便可以使航空煤油

达到与汽油相近的燃烧特征及效果。

在此基础上，将发动机调整至中等转速、中等

负荷（转速为４０００ｒ／ｍｉｎ，节气门开度为２５％）工

况时，航空煤油燃烧即会出现爆震现象，此工况下

数据采集点的缸内压力和放热率曲线如图１８和

图１６　低转速下缸内压力及瞬时放热率试验结果对比

Ｆｉｇ．１６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ｈｅａｔｒｅｌｅａｓｅｒａｔｅａｔｌｏｗｓｐｅｅｄ

图１７　低转速下累计放热及燃烧相位试验结果对比

Ｆｉｇ．１７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ｈｅａｔ

ｒｅｌｅａｓｅａｎｄ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ａｔｌｏｗｓｐｅｅｄ

图１９所示，从缸内压力曲线上可以看出，燃烧航

空煤油的缸内压力出现了很多毛刺，瞬时放热率

也是抖动异常剧烈，均说明此时煤油缸内压力燃

烧极为不稳定，出现了爆震现象。此时，航空煤油

ＩＭＥＰ为０．５６ＭＰａ，汽油ＩＭＥＰ为０．５８ＭＰ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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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　中等转速下缸内压力及瞬时放热率的试验结果对比

Ｆｉｇ．１８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ｈｅａｔｒｅｌｅａｓｅｒａｔｅａｔｍｅｄｉｕｍｓｐｅｅｄ

图１９　中等转速下累计放热及燃烧相位的试验结果对比

Ｆｉｇ．１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ｈｅａｔ

ｒｅｌｅａｓｅａｎｄ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ａｔｍｅｄｉｕｍｓｐｅｅｄ

此当ＩＭＥＰ大于０．５ＭＰａ时，航空煤油燃烧就会

出现爆震，且通过调整运行参数也无法消除爆

震，应采取其他特殊手段来抑制爆震，保证发动

机平稳运转。

在此基础上，继续提升发动机转速至５５００

ｒ／ｍｉｎ，在确保发动机不发生爆震的情况下，发现

无论如何调整运行参数，最多只能将负荷提升至

２１％，说明在不采取任何特殊措施的情况下是无

法使航空煤油发动机在高转速、中大负荷工况下

正常运转的。转速为５５００ｒ／ｍｉｎ，节气门开度为

２１％工况下，汽油、航空煤油的缸内压力和放热率

对比如图２０和图２１所示，此时，航空煤油ＩＭＥＰ

为０．６８ＭＰａ，汽油ＩＭＥＰ为０．７８ＭＰａ，可以明显

看出航空煤油最大爆发压力低。从燃烧相位来

看，航空煤油的燃烧持续期明显长于汽油，且燃烧

滞后。

综上所述，在完全相同的工况下，航空煤油燃

烧的最大缸内压力低，滞燃期较长，燃烧持续期较

长，这就会导致航空煤油发动机做功能力差，后燃

严重，从而严重影响发动机的动力性和经济性。

在不发生爆震的情况下，不采取任何辅助措施，发

动机分别燃烧汽油和航空煤油，在不同转速下，

ＩＭＥＰ和负荷的最大值如图２２和图２３所示。由

图可知，燃烧汽油时，发动机节气门开度可达到

１００％，最大ＩＭＥＰ为１．４ＭＰａ，而燃烧航空煤油

图２０　高转速下缸内压力及瞬时放热率试验结果对比

Ｆｉｇ．２０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ｈｅａｔｒｅｌｅａｓｅｒａｔｅａｔ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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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　高转速下累计放热及燃烧相位的试验结果对比

Ｆｉｇ．２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ｈｅａｔ

ｒｅｌｅａｓｅａｎｄ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ａｔ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图２２　ＩＭＥＰ对比

Ｆｉｇ．２２　ＩＭＥＰ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图２３　节气门开度对比

Ｆｉｇ．２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ｏｔｔｌｅｏｐｅｎｉｎｇ

时，发动机最大ＩＭＥＰ仅能达到０．６３ＭＰａ，节气

门开度也仅能提升至２１％。若要在此基础上继

续提升发动机燃烧航空煤油时的性能，需采取其

他优化燃烧、抑制爆震的相关措施。

４　结　论

本文通过搭建可同时燃烧汽油和航空煤油的

点燃式航空活塞发动机试验台架，结合三维仿真

手段，针对发动机分别燃烧汽油和航空煤油的燃

烧特性进行了仿真和试验研究。

１）仿真研究了低转速、小负荷工况下（转速

为２５００ｒ／ｍｉｎ、初始压力为０．０６ＭＰａ）汽油与航

空煤油的燃烧特性，结果显示：在低转速、小负荷

工况下，通过调整点火正时等运行参数即可使航

空煤油达到与汽油相近的燃烧效果。但在航空煤

油提前点火的工况下，易发生爆震现象。

２）仿真研究了在高转速、大负荷工况下（转

速５５００ｒ／ｍｉｎ，初始压力０．１２ＭＰａ）汽油与航空

煤油的燃烧特性，结果显示：航空煤油的滞燃期

长、燃烧持续期长、最大缸内压力低、后燃严重且

易发生爆震，在此工况下，通过调整点火正时等运

行参数已不能实现航空煤油达到与汽油相近的燃

烧特征。

３）针对汽油和航空煤油燃烧特性的差异进

行了试验验证研究，证实了在低转速、小负荷工况

下，ＩＭＥＰ小于０．５ＭＰａ的范围内，不采取其他特

殊手段，单纯通过调整运行参数便可以使航空煤

油达到与汽油相近的燃烧效果。在此基础上提升

转速和负荷，当ＩＭＥＰ大于０．５ＭＰａ时，航空煤油

燃烧就会出现爆震，且通过调整运行参数也无法

消除爆震，应采取其他特殊手段来抑制爆震，保证

发动机平稳运转。在高转速（５５００ｒ／ｍｉｎ）工况

下，受航空煤油爆震的限制，负荷最多只能提升至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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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ＩＪｕ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ｐ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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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流杯近场液雾犛犕犇的空间分布模型

高　昭，刘玉英，顾鹏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１００１９１）

摘　　　要：旋流杯液雾的空间分布特性对航空发动机燃烧室燃烧性能至关重要。基于旋流杯燃油雾化的

物理过程及其近场液雾索太尔平均直径（ＳＭＤ）空间分布呈“双峰”或“三峰”分布的基本特点，建立了旋流杯

近场液雾ＳＭＤ空间分布的半经验模型。该模型将旋流杯近场液雾分为中心区和边界区，其中中心区液雾采

用离心喷嘴与内旋流的混合型雾化模型，边界区液雾采用文氏管液膜的气动雾化模型，同时将液雾ＳＭＤ及

ＳＭＤ空间分布与正态分布函数相结合。根据空气压降不同，分别对压力雾化主导及气动雾化主导两种形式

的旋流杯液雾ＳＭＤ空间分布模型进行了验证，并对供液压力及空气压降的影响规律进行了预测分析，预测

结果表明：随着供液压力和空气压降的增大，旋流杯液雾ＳＭＤ呈现整体降低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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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ｗｉｒｌｗｉｔｈ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ｉｒｂｌａｓｔａｔｏｍｉｚｅｒｗａｓｕｓ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ｚｏ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ｆｉｌｍｉｎｇａｉｒ

ｂｌａｓｔ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Ｖｅｎｔｒｕｒｉｔｕｂｅｗａｓｕｓ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ｂｏｒｄｅｒｚｏｎｅｓｐｒａｙ．ＴｈｅＳＭＤａｎｄ

ＳＭ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ｐｒａｙｗｅ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

ｏｕｓｌ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ａｉ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ｒｏｐ，ｔｗｏｔｙｐｅｓｏｆｓｅｍｉ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ｗｉｒｌ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ａｉｒｂｌａｓｔ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ｍｏｄｅｌ，ｗｅｒｅ

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ｄ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ａｉ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ｒｏｐ

ｏｎ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Ｍ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Ｐ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ＭＤ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ｒａｉ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ｒｏｐ．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ｓｗｉｒｌｃｕｐ；ｎｅａｒｆｉｅｌ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ａｕｔｅｒｍｅａｎ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ｉ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ｒｏｐ；ｓｅｍｉ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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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表

犝 速度

μ 动力黏度

σ 表面张力

狆 压力

犖ｆ 流量数

犠犲 韦伯数

犚犲 雷诺数

狋 液膜厚度

ρ 密度

ω 方差

犚 质量比

狉 径向位置

犇 直径

下标

ａ 空气

ｌ 液体工质

０ 标准工况，峰值位置

ｃ 中心区

ｂ 边界区

ｈ 外旋流器

ｐ 液膜，瞬时雾化机制

ｗ 经典波动雾化机制

ｍ 混合型雾化

ｍａｘ 峰值

　　燃烧室头部的燃油雾化特性对航空发动机燃

烧性能具有关键性作用［１］，早期燃烧室多采用压

力雾化喷嘴供油，燃油雾化特性受工况影响较大，

燃烧区域靠近喷嘴，喷嘴易积炭，冒烟现象严

重［２］，后来随着对气动雾化喷嘴和混合型雾化喷

嘴的研究，ＧＥ公司（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设计了由燃

油喷嘴、文氏管和多级旋流器相匹配构成的旋流

杯雾化装置，具有稳定优良的雾化特性，被广泛应

用于新一代航空发动机燃烧室［３］。在旋流杯喷雾

的众多雾化特性中，其近场液雾索太尔平均直径

（ＳＭＤ，记为犇３２）空间分布直接影响着整个喷雾

场液滴尺寸的空间分布，与燃烧室点火性能以及

燃烧场温度分布、燃烧效率等燃烧性能密切相

关［４］，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对于旋流杯近场液雾ＳＭＤ空间分布形态，

国内外学者采用激光测试技术进行了大量的试验

研究。Ｊｅｎｇ、Ｆｌｏｈｒｅ和Ｇｉｒｉｄｈａｒａｎ等
［５９］采用二维

ＰＤＰＡ（ｐｈａｓｅＤｏｐｐｌｅｒ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ｒ）技术研究

了ＣＦＭ５６旋流杯近场液雾尺寸的空间分布情

况，并研究了空气温度、燃料性质的影响，空气压

降为４％，试验结果表明液雾上游区域ＳＭＤ空间

分布沿径向呈现双峰分布形态，两个ＳＭＤ峰值

出现在锥形喷雾边界处，最小值出现在中心回流

区 处。Ｓｈａｎｍｕｇａｄａｓ 等［１０］ 采 用 ＰＤＩ（ｐｈａｓｅ

Ｄｏｐｐｌｅ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ｅｒ）测试技术对旋流杯出口

ＳＭＤ空间分布进行了测量，空气压降为４％，试

验结果同样表明液雾上游区域ＳＭＤ沿径向呈现

双峰分布形态，且ＳＭＤ峰值位置与体积流量空

间分布的峰值位置基本一致。Ｗａｎｇ等
［１１］采用

ＰＤＰＡ技术测量了ＣＦＭ５６旋流杯出口液雾ＳＭＤ

空间分布，空气压降为３％左右，结果显示在中心

轴线区域ＳＭＤ也有一个较小的峰值，液雾上游

区域ＳＭＤ空间分布沿径向呈现三峰分布形态。

同样地，黄勇等［１２］采用ＰＤＡ（ｐａｔｉｃ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

ａｌｙｓｅｒ）测量方法研究了空气压降、燃料压降对某

型旋流杯出口液雾ＳＭＤ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

ＳＭＤ分布曲线随燃料压降的增大呈现整体降低

的趋势。同时，当空气压降较高时，液雾上游区域

ＳＭＤ分布呈现双峰分布形态；空气压降较低时，

ＳＭＤ空间分布出现三峰分布形态。郭新华等
［１３］

对某型旋流杯出口液雾ＳＭＤ的研究表明当头部压

降大于３％时，旋流杯以气动雾化为主，雾化效果

较好；而当头部压降低于３％时，气动雾化效果很

差，旋流杯以离心喷嘴的压力雾化为主。上述研究

结果表明，旋流杯近场液雾ＳＭＤ分布形态的变化

与旋流杯不同空气压降下的雾化机制变化有关。

此外，研究者们也针对旋流杯结构参数对其

出口液雾ＳＭＤ的影响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例

如，Ｈａｎ等
［１４］研究了不同离心喷嘴位置对旋流杯

出口ＳＭＤ空间分布的影响，得到离心喷嘴的位

置变化会改变打在文氏管上的液体量，从而改变

液膜厚度，进而影响出口ＳＭＤ空间分布。Ｗａｎｇ

等［１５］和 Ａｔｅｓｈｋａｄｉ等
［１６］分别就旋流杯离心喷嘴

流量数和喷雾锥角对旋流杯出口液雾ＳＭＤ的影

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文氏管的存在，离心

喷嘴流量数和喷雾锥角对旋流杯出口液雾ＳＭＤ

分布几乎没有影响。Ｗａｎｇ等
［１７］采用ＰＤＡ等测

试方法研究了文氏管张角对旋流杯出口ＳＭＤ分

布的影响，结果表明文氏管张角改变，ＳＭＤ空间

分布会发生较大变化。Ｃｈｉｎ等
［１８］研究了内外旋

流器旋向对旋流杯出口液雾ＳＭＤ的影响，试验

结果表明内外旋流方向相反有利于雾化性能的提

升。但是由于旋流杯结构复杂，结构参数众多，其

雾化过程受压力雾化和气动雾化耦合共同作用，

３１８１



航　空　动　力　学　报 第３５卷

因此，将液雾ＳＭＤ空间分布与气动、结构参数进

行关联并建模预测具有很大的挑战。

目前，有关旋流杯液雾ＳＭＤ的模型研究主

要围绕旋流杯或预膜式喷嘴液雾 ＳＭＤ 的经

验［１９２２］、半经验［２３２６］公式的建立上，对于旋流杯

近场液雾ＳＭＤ的空间分布建模研究几乎是空

白。由于数理分析上的困难以及旋流杯结构、工

况的复杂多变，通过纯理论推导对旋流杯近场液

雾ＳＭＤ空间分布进行建模难度极大。因此，以

物理过程为基础，利用已知的雾化理论建立合理

的ＳＭＤ空间分布半经验模型就显得十分必要。

本文即是基于旋流杯雾化的物理过程，采用

雾化分区方法，结合正态分布函数对旋流杯近场

液雾ＳＭＤ空间分布进行了半经验建模，以实现

对旋流杯近场液雾ＳＭＤ空间分布的预测。

１　旋流杯犛犕犇空间分布模型简介

１１　旋流杯犛犕犇空间分布特点分析

旋流杯属于组合式雾化装置，燃油雾化通过

气动雾化和压力雾化共同完成，图１给出了旋流

杯雾化物理过程示意图。①燃油从离心喷嘴喷出

后，在主旋流器（内旋流器）空气作用下，发生混合

型雾化过程；②大部分液滴冲击至文氏管表面，在

气动力作用下形成液膜，液膜在文氏管出口受到

次旋流器（外旋流器）空气的强力剪切作用，气动

雾化成小液滴，并在气动力作用下向外喷出形成

旋流杯锥形喷雾；③部分未打到文氏管表面的燃

油液滴在内旋流作用下直接排出旋流杯。

图１　旋流杯雾化物理过程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ｓｗｉｒｌｃｕｐ

基于上述旋流杯雾化物理过程，旋流杯出口

液雾可根据其来源分为如图２所示的中心区和边

界区两部分。其中中心区液雾主要来自未打到文

氏管上的液滴，其液滴ＳＭＤ主要受内旋流器和

离心喷嘴混合型雾化机制的影响；边界区液雾主

要来自文氏管液膜气动雾化产生的液滴，其液滴

ＳＭＤ主要受气动雾化作用的影响。同时，旋流杯

液雾ＳＭＤ空间分布与燃烧室头部空气压降Δ狆ａ

密切相关。当Δ狆ａ较高时，旋流杯以气动雾化为

主导，雾化效果良好且中心区ＳＭＤ较为均匀，液

雾ＳＭＤ曲线呈“双峰”分布
［５６］；当Δ狆ａ 较低时，

旋流杯以离心喷嘴压力雾化为主，雾化效果较差，

中心区ＳＭＤ分布出现峰值，液雾ＳＭＤ曲线呈

“三峰”分布［１１１２］，单个峰型都与正态分布相类似。

“双峰”分布与“三峰”分布转变的临界空气压降与

旋流杯结构有关，例如文献［５９，１１］中ＣＦＭ５６旋

流杯临界空气压降在３％～４％之间，而文献［１２］

旋流杯临界空气压降在２０％左右。

图２　旋流杯雾化分区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ｗｉｒｌｃｕｐ

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１２　旋流杯犛犕犇空间分布模型构建

基于旋流杯雾化的物理过程和近场液雾

ＳＭＤ的空间分布特点，将旋流杯ＳＭＤ空间分布

模型分为压力雾化主导分布模型和气动雾化主导

分布模型，并假定：①空气压降较低时，为压力雾

化主导分布模型，液雾ＳＭＤ曲线为“三峰”分布，

空气压降较高时，为气动雾化主导分布模型，液雾

ＳＭＤ曲线为“双峰”分布；②旋流杯出口液雾分布

由中心区和边界区两部分组成；③液雾ＳＭＤ空

间分布峰型符合正态分布函数。

图３给出了旋流杯ＳＭＤ空间分布模型示意

图，图中犇３２ｃ为中心区液雾ＳＭＤ的平均值，犇３２ｃ，ｍａｘ

为中心区液雾ＳＭＤ的峰值，犇３２ｂ，ｍａｘ为边界区液雾

ＳＭＤ的峰值，狉为距中心轴线距离，狉０ 为边界区峰

值位置距中心轴线的距离。以旋流杯中心线为对

称轴，考虑对称性，构建其单侧的ＳＭＤ分布曲线。

１）气动雾化主导分布模型，ＳＭＤ空间分布

呈“双峰”分布，即近似满足

４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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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３２（狉）＝犇

︸

３２ｃ

中心区

＋（犇３２ｂ，ｍａｘ－犇３２ｃ）ｅｘｐ －０．５
狉－狉０

ω（ ）
ｂ

［ ］
烐烏 烑

２

边界区

（１）

　　２）压力雾化主导分布模型，ＳＭＤ空间分布呈“三峰”分布，即近似满足

犇３２（狉）＝ 犇３２ｃ，ｍａｘ－犇３２ｂ，ｍａｘｅｘｐ －０．５
－狉０

ω（ ）
ｂ

［ ］｛ ｝
２

ｅｘｐ －０．５
狉－狉０

ω（ ）
ｂ

［ ］
烐烏 烑

２

中心区

＋

犇３２ｂ，ｍａｘ－犇３２ｃ，ｍａｘｅｘｐ －０．５
狉０

ω（ ）
ｃ

［ ］｛ ｝
２

ｅｘｐ －０．５
狉－狉０

ω（ ）
ｂ

［ ］
烐烏 烑

２

边界区

（２）

式中ωｃ和ωｂ分别表示中心区和边界区液雾正态

分布的方差。

图３　旋流杯ＳＭＤ空间分布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Ｍ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ｗｉｒｌｃｕｐ

１３　犛犕犇空间分布模型的参数确定

由式（１）和式（２）可以看出，旋流杯液雾ＳＭＤ

空间分布建模的重点在于模型参数犇３２ｃ、犇３２ｃ，ｍａｘ、

ωｃ、犇３２ｂ，ｍａｘ、ωｂ和狉０ 的确定。

１．３．１　旋流杯ＳＭＤ峰值与ＳＭＤ平均值的关系

文献［１２，２７］的数据表明，ＳＭＤ空间分布曲

线随气动参数的变化呈现整体上下移动的趋势，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旋流杯ＳＭＤ峰值（犇３２ｍａｘ）

和旋流杯ＳＭＤ平均值（犇３２）随工况变化的趋势

是相似的，因此，模型假定旋流杯各部分的ＳＭＤ

峰值与其对应的ＳＭＤ平均值大小呈线性关系。

犇３２ｍａｘ＝α犇３２ （３）

式中α为比例系数。

１．３．２　中心区ＳＭＤ峰值和ＳＭＤ平均值的确定

中心区的液滴主要来自未打到文氏管上的液

滴，其液滴ＳＭＤ主要受内旋流器和离心喷嘴混

合型雾化机制的影响，根据文献［２８］，混合型雾化

机制下离心喷嘴ＳＭＤ的经验公式为

犇３２ｍ ＝

０．０６６
１

犚（ ）
ａｌ

犲

（μｌσｌ）
０．２５

犝ａ 犅＋
犃犝ｌ
犝（ ）
ａ

３

－
犃犝ｌ
犝（ ）
ａ

２

＋
犃犝ｌ
犝（ ）［ ］
ａ

０．５

ρ
０．１
ａ

（４）

其中犚ａｌ为气液比，μｌ为液体动力黏度，σｌ为液体

的表面张力，ρａ为空气密度，犝ｌ为液体喷射速度，

犝ａ为气流速度，犖ｆ为离心喷嘴流量数，犃、犅、犲的

求解如下：

犃＝２
２．６５

犖１．８６（ ）
ｆ

犅＝０．８７５（犖ｆ）
０．２５４

犲＝０．００７６犝ａ－０．００２２犝ａｅｘｐ
１．１２２

犖０．４（ ）
ｆ

－０．１

　　因此可将旋流杯中心区液雾平均直径犇３２ｃ表

征为

犇３２ｃ＝β犇３２ｍ （５）

其中β为由于旋流杯结构不同以及中心区液滴从

离心喷嘴近场运动至旋流杯近场的沿程变化而引

入的修正系数。

根据式（３）和式（５），得到中心区液滴ＳＭＤ

峰值犇３２ｃ，ｍａｘ表达式为

犇３２ｃ，ｍａｘ＝αｃβ犇３２ｍ （６）

式中αｃ为中心区比例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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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　边界区ＳＭＤ峰值的确定

边界区液滴主要来自文氏管液膜气动雾化产

生的液滴，其液滴ＳＭＤ主要受气动雾化作用的

影响。根据文献［１９２１］，随着来流速度增大，预

膜式气动雾化喷嘴的雾化机制由经典波动雾化机

制向瞬时雾化机制转变，其液雾的ＳＭＤ经验关

系式也不同。文氏管上液膜的气动雾化同样存在

这样的雾化机制转变，模型假定：

１）对于气动雾化主导分布模型，文氏管液膜

雾化为瞬时雾化机制，液滴ＳＭＤ经验公式
［１９２０］为

犇３２ｐ
狋
＝３１＋

０．００１７５犠犲ｐ
１＋犚

－１
ａｌ，

（ ）
ｐ

－１

（７）

　　２）对于压力雾化主导分布模型，文氏管液膜

雾化为经典波动雾化机制，液滴 ＳＭＤ 经验公

式［１，２１］为

犇３２ｐ
犇ｈ

＝ （１＋犚－
１
ａｌ，ｐ）·

０．３３
σ

ρａ犇ｐ犝
（ ）２

ａ

０．６
ρａ

ρ
（ ）
ｌ

０．１

＋０．０６８
μ
２
ｌ

σ犇ｐρ
（ ）

ｌ

０．

［ ］
５

（８）

其中犇ｐ是文氏管出口外缘直径；犇ｈ 是旋流杯外

旋流器出口直径；犠犲ｐ＝
ρｌ犝

２
ａ狋

σ
；犚ａｌ，ｐ为文氏管液膜

气动雾化的气液比，可采用文献［２９］中的预膜式

气动雾化喷嘴液膜厚度与液膜处气液比关系的半

经验公式求得，即

狋
犇ｈ

＝１３２
μｌ

ρｌ犇ｈ犝
（ ）

ａ

０．４

犚－０．８ａｌ，ｐ （９）

其中液膜厚度狋由Ｂａｔａｒｓｅｈ等
［２４２５］基于撞击理论

的旋流杯文氏管液膜厚度半经验式给出：

狋
犇３２ｍ

＝８．９５
犠犲ｍ（ ）犚犲

０．７５

（１０）

其中犠犲ｍ＝
ρｌ犝

２
ａ犇３２ｍ

σ
，犚犲＝

ρｌ犝ａ犇３２ｍ

μｌ
。

考虑到旋流杯结构不同，引入修正系数γ，得

到边界区ＳＭＤ平均值犇３２ｂ

犇３２ｂ＝γ犇３２ｐ （１１）

　　进一步地，根据式（３）和式（１１），可得边界区

ＳＭＤ峰值犇３２ｂ，ｍａｘ

犇３２ｂ，ｍａｘ＝αｂγ犇３２ｐ （１２）

其中对于经典波动雾化机制，系数为αｂ，ｗ和γｗ，对

于瞬时雾化机制，系数为αｂ，ｐ和γｐ。

１．３．４　中心区方差与边界区方差的确定

中心区方差ωｃ和边界区方差ωｂ反映了中心

区和边界区ＳＭＤ空间分布曲线的瘦高程度，当

ωｃ和ωｂ越小时，曲线越瘦高，而空气压降Δ狆ａ 和

供液压力Δ狆ｌ是旋流杯的两个重要可调工况参数，

文献［１２，２７］的试验数据表明液雾ＳＭＤ分布曲线

的瘦高程度随空气压降和供液压力整体上呈单调

变化，可采用幂函数拟合其定量变化，因此模型将

Δ狆ａ和Δ狆ｌ作为主要研究变量，将方差简化表示为

ωｃ＝犆
Δ狆ａ

狆（ ）
０

犪
Δ狆ｌ

狆（ ）
０

犫

（１３）

ωｂ＝犇
Δ狆ａ

狆（ ）
０

犮
Δ狆ｌ

狆（ ）
０

犱

（１４）

其中犆 和犇 为试验系数，犪、犫、犮、犱为压力项系

数，反映空气压降和供液压力变化对ＳＭＤ空间

分布曲线变化趋势的影响。

１．３．５　边界区峰值位置狉０ 的确定

文献［５，９］表示旋流杯出口ＳＭＤ峰值位于旋

流杯后方空心锥的边界处，其位置与文氏管和套筒

的位置、倾角以及两级旋流方向直接相关，对于同

一旋流杯，空气压降Δ狆ａ和供液压力Δ狆ｌ的变化对

近场边界区ＳＭＤ峰值位置影响很小。因此，模型

假定对于固定的旋流杯（结构和旋流方向不变），其

近场的ＳＭＤ峰值位置不随工况变化而变化

狉０ ＝犈 （１５）

其中犈为试验值，与旋流杯结构和旋流方向有

关，可通过一组标准工况试验确定。

１．３．６　模型参数分析及压力项指数的确定

根据对旋流杯近场ＳＭＤ空间分布模型相关

公式（式（３）～式（１５））的介绍，可以看出，该模型

包含九个试验系数αｃ、β、αｂ，ｗ、γｗ、αｂ，ｐ、γｐ、犆、犇、犈，

以及四个压力指数项犪、犫、犮、犱，其中九个试验系

数与旋流杯结构直接相关，对于不同的旋流杯结

构取值不同，需通过一组标准工况试验值进行确

定；四个压力指数反映了空气压降和供液压力变

化对ＳＭＤ空间分布曲线变化趋势的影响，在模

型中为不变量，需通过对大量试验数据的拟合得

到（由于试验数据相对较少，模型只给出了压力指

数的初步取值，后续可进行取值的优化）。

模型以ＳＭＤ呈典型“三峰分布”的旋流杯试

验数据［１２］（空气压降Δ狆ａ＝６～１４．４ｋＰａ，供液压

力Δ狆ｌ＝０．２～０．５５ＭＰａ）以及典型“双峰分布”旋

流杯试验数据［２７］（空气压降Δ狆ａ＝３０～１００ｋＰａ，

供液压力Δ狆ｌ＝０．０９ＭＰａ）来确定四个压力指数

项犪、犫、犮、犱的值。通过对试验数据的拟合得到方

差ωｃ和ωｂ的值，如表１、表２和表３所示，可以看

出供液压力变化对方差影响很小，采用式（１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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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对不同压降下的方差进行拟合，得到各压力

指数犪≈－０．１３５，犮≈－０．１３，犫≈犱≈０，因此得到

ωｃ≈犆
Δ狆ａ

狆（ ）
０

－０．１３５

（１６）

ωｂ≈犇
Δ狆ａ

狆（ ）
０

－０．１３

（１７）

表１　文献［１２］Δ狆１＝０５５犕犘犪工况下ω犮和ω犫随Δ狆犪

的变化

犜犪犫犾犲１　犞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狅犳ω犮犪狀犱ω犫狑犻狋犺Δ狆犪狌狀犱犲狉

Δ狆犾＝０５５犕犘犪犻狀犚犲犳［１２］

Δ狆ａ／ｋＰａ ωｃ ωｂ

６ ９ １０

１０ ８．５ ９

１４．４ ８ ９

表２　文献［１２］Δ狆犪＝１３．５犽犘犪工况下ω犮和ω犫随

Δ狆犾的变化

犜犪犫犾犲２　犞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狅犳ω犮犪狀犱ω犫狑犻狋犺Δ狆犾狌狀犱犲狉

Δ狆犪＝１３．５犽犘犪犻狀犚犲犳［１２］

Δ狆ｌ／ＭＰａ ωｃ ωｂ

０．２ ８．５ １０

０．３５ ８ １０

０．５５ ８．５ １０

表３　文献［２７］Δ狆犾＝０．０９犕犘犪工况下ω犫随

Δ狆犪的变化

犜犪犫犾犲３　犞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狅犳ω犫狑犻狋犺Δ狆犪狌狀犱犲狉

Δ狆犾＝０．０９犕犘犪犻狀犚犲犳［２７］

Δ狆ａ／ｋＰａ ωｂ

３０ ４．９

６０ ４．５

１００ ４．３

２　旋流杯犛犕犇空间分布模型的验证

模型选用文献［１２］和文献［２７］的试验数据对

旋流杯ＳＭＤ空间分布模型进行验证，所用的试

验数据如表４所示，环境工况均为常温常压，液体

温度均为常温。

２１　压力雾化主导分布模型的验证

压力雾化主导分布模型的验证选用 Ｄａｔａ１

作为基准，拟合得到该型旋流杯相关试验系数，拟

合效果如图４所示，决定系数犚２＝０．９，相应试验

系数如表５所示。

采用表５所示试验系数，根据压力雾化主导

分布模型，分别改变供液压力和空气压降，即对

Ｄａｔａ２和Ｄａｔａ３对应的两组工况进行ＳＭＤ空间

分布的预测，并与Ｄａｔａ２和Ｄａｔａ３进行对比，如

图５、图６所示。

从图５和图６中可以看出，对于旋流杯近场

ＳＭＤ的空间分布，模型的预测结果与试验结果整

体较为接近，降低空气压降，模型边界区ＳＭＤ峰

值的预测值比实际值增大的更加明显，这与模型

采用的式（８）有关，最大误差在２０％左右，在可接

受范围内，各峰值的变化趋势以及分布曲线形态

的变化与试验结果也较为相符，预测模型在一定

程度上得到了验证。

２２　气动雾化主导分布模型的验证

对于气动雾化主导分布模型的验证，模型选

用Ｄａｔａ４作为基准，拟合得到该型旋流杯相关试

验系数，拟合效果如图７所示，决定系数犚２＝

０．９７，相应试验系数如表６所示。

采用表６所示试验系数，改变空气压降，即对

Ｄａｔａ５对应工况进行ＳＭＤ空间分布的预测，并

与Ｄａｔａ５进行对比，如图８所示。

表４　模型验证及应用所用试验数据

犜犪犫犾犲４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犱犪狋犪狌狊犲犱犳狅狉犿狅犱犲犾狏犪犾犻犱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

试验数据编号 数据来源 Δ狆ａ／ｋＰａ Δ狆ｌ／ＭＰａ 狆０／ＭＰａ （Δ狆ａ／狆０）／％ 分布形态

Ｄａｔａ１ 文献［１２］ １４．４ ０．５５ ０．１ １４．２１ 三峰分布

Ｄａｔａ２ 文献［１２］ １３．５ ０．７５ ０．１ １３．３２ 三峰分布

Ｄａｔａ３ 文献［１２］ １０ ０．５５ ０．１ ９．８７ 三峰分布

Ｄａｔａ４ 文献［２７］ ６０ ０．０９ ０．１ ５９．２２ 双峰分布

Ｄａｔａ５ 文献［２７］ １００ ０．０９ ０．１ ９８．６９ 双峰分布

Ｄａｔａ６ 文献［１２］ ２８．６ ０．５５ ０．１ ２８．２２ 双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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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Ｄａｔａ１拟合图

Ｆｉｇ．４　Ｆ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Ｄａｔａ１

表５　文献［１２］旋流杯试验系数

犜犪犫犾犲５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狅犳狊狑犻狉犾犮狌狆犻狀犚犲犳．［１２］

αｃ β αｂ，ｗ γｗ 犆 犇 犈／ｍｍ

１．０３ １．０ １．２９ １．４９ ６．１６ ７ ２３．５

图５　Ｄａｔａ２工况ＳＭＤ空间分布预测

Ｆｉｇ．５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Ｍ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２

图６　Ｄａｔａ３工况ＳＭＤ空间分布预测

Ｆｉｇ．６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Ｍ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３

图７　Ｄａｔａ４拟合效果图

Ｆｉｇ．７　Ｆ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Ｄａｔａ４

表６　文献［２７］旋流杯试验系数

犜犪犫犾犲６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狅犳狊狑犻狉犾犮狌狆犻狀犚犲犳．［２７］

β αｂ，ｐ γｐ 犇 犈／ｍｍ

０．６９ １．２９ ５．５ ４．２ １２．５

图８　Ｄａｔａ５工况ＳＭＤ空间分布预测

Ｆｉｇ．８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Ｍ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５

　　从图８中可以看出，预测值与试验值较为接

近，空气压降的增大，使得ＳＭＤ整体降低，模型

预测曲线基本体现了ＳＭＤ沿径向的分布变化以

及空气压降增大带来的ＳＭＤ空间分布变化，最

大误差在２５％左右，在可接受范围内，预测模型

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验证。

３　旋流杯犛犕犇空间分布模型的应用

采用旋流杯液雾ＳＭＤ空间分布模型，对文

献［１２］旋流杯在更宽广工况范围下的液雾ＳＭＤ

空间分布进行预测。

３１　液体压力对旋流杯犛犕犇空间分布的影响

预测

　　选用Ｄａｔａ６作为基准，拟合边界区ＳＭＤ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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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到该旋流杯瞬时雾化机制下的边界区试验

系数，如表７所示，结合表５中该旋流杯的其他试

验系数，根据气动雾化主导分布模型，对不同供液

压力工况的ＳＭＤ空间分布进行预测，如图９所示。

表７　文献［１２］瞬时雾化机制边界区试验系数

犜犪犫犾犲７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狅犳犫狅狌狀犱犪狉狔狉犲犵犻狅狀

狌狀犱犲狉犪狋狅犿犻狕犪狋犻狅狀犿犲犮犺犪狀犻狊犿犻狀犚犲犳．［１２］

αｂ，ｐ γｐ

１．２９ ５．６

图９　供液压力对ＳＭＤ分布曲线的影响

（Ｄａｔａ６为基准）

Ｆｉｇ．９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Δ狆ｌ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Ｍ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ａｔａ６）

　　由图９可以看出，模型对供液压力 Δ狆ｌ＝

０．５５ＭＰａ工况下中心区液滴ＳＭＤ分布的预测较

为准确，同时，随着供液压力的增大，中心区与边

界区液滴ＳＭＤ均呈现减小趋势，分析其原因：供

液压力的增大增强了离心喷嘴的初始雾化效果，

使得中心区液滴ＳＭＤ降低，同时，供液压力的增

大虽然会使得总的气液比降低，但是模型计算的

文氏管液膜的气液比却是增大的，如图１０所示，

图１０　供液压力对犚ａｌ，ｐ的影响

Ｆｉｇ．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Δ狆ｌｏｎ犚ａｌ，ｐ

增大供液压力增强了离心喷嘴的一次雾化效果，

缩短了液膜破碎长度，同时产生了更多的小液滴，

小液滴穿透性较差，没有打到文氏管上，而直接排

出旋流杯，使得文氏管液膜上的液体流量降低，边

界区气液比增大，气动雾化作用增强，进而降低了

边界区的液滴ＳＭＤ。

选用Ｄａｔａ１作为基准，根据压力雾化主导分

布模型，对不同供液压力工况的ＳＭＤ空间分布

进行预测，如图１１所示。

图１１　供液压力对ＳＭＤ分布曲线的影响

（Ｄａｔａ１为基准）

Ｆｉｇ．１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Δ狆ｌ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Ｍ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ａｔａ１）

由图１１可以看出，随着供液压力的增大，中

心区和边界区液雾的ＳＭＤ均有下降的趋势，原

因同样与离心喷嘴初始雾化的增强以及文氏管液

膜气液比的增大有关。

３２　空气压降对旋流杯犛犕犇空间分布的影响

预测

　　选用Ｄａｔａ６作为基准，根据气动雾化主导分

布模型，对不同高空气压降工况的旋流杯ＳＭＤ

空间分布进行预测，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２　空气压降对ＳＭＤ空间分布曲线的影响

Ｆｉｇ．１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Δ狆ａ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Ｍ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由图１２可以看出，随着空气压降的增大，

９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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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ＭＤ的空间分布曲线呈现整体下移的趋势，中心

区及边界区液滴ＳＭＤ均降低，其原因在于空气

压降的增大，会导致气流速度的增大，中心区及边

界区液滴所受气动雾化作用增强，液滴ＳＭＤ因

而下降。

综上所述，模型的预测结果符合旋流杯雾化

的相关理论，可以提供变空气压降、变供液压力工

况的旋流杯液滴ＳＭＤ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工

程应用价值。

４　模型误差分析

本文所建立的旋流杯近场液雾ＳＭＤ空间分

布模型，可以较好的预测ＳＭＤ分布曲线随空气

压降和供液压力的变化趋势，存在的不足和误差

来源包括：

１）模型选用正态分布函数为建模函数基础，

正态分布函数虽可以体现旋流杯近场液雾ＳＭＤ

分布曲线的峰型特点，但仍只是一种函数近似，没

有从本质上反映分布曲线的形成原因，预测曲线

会与实际分布曲线有一定形态上的差别，对分布

曲线的形成原因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２）以已有半经验公式为基础，对各部分液滴

平均ＳＭＤ进行预测，由于模型所用雾化公式为

常温常压试验所得到，且没有考虑蒸发，因此，目

前模型所适用的环境工况为常温常压，且对较高

液体温度工况适用性存在问题。

３）模型通过对ＳＭＤ平均值的预测来模化分

布曲线的峰值，是一种简化的近似方法，在多工况

变化时，可能不能准确反映峰值的定量变化，造成

预测误差。

４）通过一组标准工况得到旋流杯试验系数

可能会由于试验测量等原因造成较大预测误差，

在模型的实际应用中，可利用旋流杯多组试验数

据结果，采用平均等方法得到模型的试验系数，降

低预测误差。

５　结论及展望

本文基于旋流杯雾化的物理过程和旋流杯近

场液雾ＳＭＤ的空间分布特点，结合正态分布函

数，根据空气压降的不同，分别建立了压力雾化主

导和气动雾化主导的旋流杯近场液雾ＳＭＤ空间

分布半经验模型，主要得到如下结论：

１）模型将旋流杯出口液雾根据其来源分为

中心区液雾和边界区液雾，并考虑了不同空气压

降下旋流杯的不同雾化机制，能够对不同空气压

降和不同供液压力工况下旋流杯近场液雾ＳＭＤ

空间分布做出较为良好的预测。

２）一定工况范围内，供液压力的增大增强了

离心喷嘴的初始雾化效果，使得中心区液滴ＳＭＤ

降低，同时也增大了边界区文氏管液膜气动雾化

的气液比，使得边界区液滴ＳＭＤ略有降低。

３）空气压降的增大会导致气流速度的增大，

中心区及边界区液滴所受气动雾化作用增强，液

滴ＳＭＤ降低。

液体温度、环境温度和环境压力对旋流杯雾

化具有着重要的影响，目前模型所适用的环境工

况为常温常压以及较低的液体温度，在下一步的

建模工作中可以进一步考虑环境温度、压力以及

液体温度的影响，从而为预测和改善旋流杯ＳＭＤ

空间分布提供较为全面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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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脉冲数字全息的甩油盘雾化特性

薛志亮１，蒋　志１，李　峰２，施子福１，周永刚１，吴学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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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动力机械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７４）

摘　　　要：设计搭建离心式甩油盘雾化场测量系统，提出多孔板式抽吸罩防止油雾外溢，仿真计算甩油盘

雾化实验器流场，采用脉冲数字全息技术测量了不同转速下甩油盘雾化场雾滴的空间分布，粒径分布及雾化

锥角，结果表明：多孔板式抽吸罩抽吸气流径向流速均匀，在甩油盘附近形成的流场速度比雾滴运动速度低一

个数量级，对雾化场影响较小；实验甩油盘雾化场雾滴的峰值粒径为２０μｍ，占比２０％～３０％，随着转速的升

高，雾化粒径索特尔平均直径（ＳＭＤ）减小，且雾化场沿轴向集中，雾化锥角减小。在同一转速下随着距离喷

嘴出口高度的增加，雾化粒径ＳＭＤ增大，且随着转速的升高，增大的幅度减小。

关　键　词：离心式甩油盘；脉冲数字全息；雾化场；索特尔平均直径 （ＳＭＤ）；雾化锥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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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ＩＡＮＧＺｈｉ，ＬＩ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ｎｆｕｅｌｓｌｉｎｇｅｒｗｉｔｈｐｕｌｓｅ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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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ｇａｎｇ
１，ＷＵＸｕｅｃｈｅｎｇ１

（１．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ＣｌｅａｎＥｎｅｒｇｙ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３１００２７，Ｃｈｉｎａ；

２．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ｈｉｎａ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Ｌｉｍｉｔｅ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７４，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ｗａｓｂｕｉｌｔｏｎａ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ｆｕｅｌ

ｓｌｉｎｇｅｒｔｅｓｔｂｅｎｃｈ．Ａｓｕｃｔｉｏｎｈｏｏｄ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ｗｅｌｌｐｌａｔｅ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ｔｈｅｏｉｌｍｉｓｔ

ｓｐｉｌｌ，ａｎｄｉｔｓ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ｗａ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ｆｕｅｌ

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ｐａｃ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ｅａｎｇｌｅｗｅ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ｙ

ｐｕｌｓｅ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ｙ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ｏｔａｒｙｓｐｅｅｄ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ａｄｉａｌｖｅ

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ｓｕｃｔｉｏｎｈｏｏｄｗａｓｕｎｉｆｏｒｍ，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ｎｅａｒｔｈｅｆｕｅｌｓｌｉｎｇｅｒｗａｓａｎｏｒｄｅｒｏｆ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ｄｒｏｐｌｅ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ｏ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ｗａｓ

ｓｍａｌｌ．Ｔｈｅ２０μｍｐｅａｋ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ｉｚｅｏｆ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ｏｒ２０％－３０％．Ｗｉｔｈ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ｒｏｔａｒｙｓｐｅｅｄ，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ｉｚｅＳａｕｔｅｒｍｅａｎ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ＭＤ）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ｗａｓ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ｔｏａｘｉ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ｅａｎｇｌｅｗａｓｒｅｄｕｃｅｄ．

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ｒｏｔａｒｙｓｐｅ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ｗａ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ｏｚｚｌｅｏｕｔｌｅｔ，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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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ｉｚｅＳＭＤｒｏｓｅ，ａｎｄ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ｐｅｅ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ｄｉｍｉｎｉｓｈｅ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ｆｕｅｌｓｌｉｎｇｅｒ；ｐｕｌｓｅ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

Ｓａｕｔｅｒｍｅａｎ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ＭＤ）；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ｅａｎｇｌｅ

　　离心式甩油盘利用高速旋转形成的离心力，

在甩油盘喷嘴出口处产生极高的压差，使燃油从

喷嘴高速流出形成液膜，在气流的剪切下雾化破

碎［１３］。一般离心式甩油盘直接安装在发动机转

子上，与转子一同转动，与常规的燃油雾化装置相

比，离心式甩油盘具有雾化粒径小、周向分布均

匀、供油压力低、不易堵塞、结构紧凑等优点，因而

广泛应用于各类中小型航空发动机上［４６］。测量

研究离心式甩油盘的雾化参数，定量分析甩油盘

的性能特征，对优化设计甩油盘结构，提高发动机

效率和寿命具有重要意义［７］。

为了探明甩油盘的雾化机理，获得表征甩油

盘雾化性能的参数，如索特尔平均直径（Ｓａｕｔｅｒ

ｍｅａｎ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ＭＤ，量符号记为犇Ｓｍ），雾化锥

角，液膜厚度，破碎长度等，学者们采用了多种测

量方法对甩油盘的雾化过程进行观测，主要有：相

位多普勒粒子分析仪（ｐｈａｓｅＤｏｐｐｌｅｒ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ｎ

ａｌｙｚｅｒ，ＰＤＰＡ）、马尔文粒度仪、高速摄影、振动频

谱分析等。熊纯、蔡文哲、李宏伟、高翔等［８１１］用

ＰＤＰＡ测量了不同转速下甩油盘的燃油雾化粒度

ＳＭＤ、雾化锥角等参数，并给出了其随转速的变

化规律。Ｓｅｏｎｇ、Ｈａｎ等
［１２１５］结合ＰＤＰＡ和高速

摄影，定量分析了雾化粒径、雾滴分布，速度等，对

甩油 盘 雾 化 过 程 进 行 可 视 化 研 究。Ｗｅｒｎｅｒ

等［１６１７］采用高速摄影在不同喷油孔形状、大小、液

体流量和甩油盘转速下进行了一系列雾化特性实

验，给出了丰富的可视化实验结果，并根据实验结

果对适用于小型燃气涡轮的圆孔甩油盘的设计和

性能准则进行了分析。Ｍｏｒｉｓｈｉｔａ等
［１８］改变甩油

盘直径、孔数量、孔尺寸、液体流量等，通过对喷雾

照片进行处理获得了各种工况下的ＳＭＤ，给出了

用水进行实验时索特尔平均直径的经验公式，并

分析了甩油盘结构等对雾化质量的影响。叶宇隆

等［１９］结合三维数值模拟和高速摄影研究了甩油

盘内外部的非均匀流动现象，发现甩油盘雾化场

的空间均匀性受到内部流动不均匀性的影响较

大。贾永忠［２０］采用振动频谱的分析方法开展了

系统性的实验，建立了甩油盘雾化粒径ＳＭＤ 和

燃油各物理参数以及甩油盘转速等重要参数之间

的关系式。

目前学者们对径向供油甩油盘研究较多，而

关于轴向供油甩油盘雾化特性的研究报道较少。

轴向供油甩油盘不仅结构更紧凑，而且可以对燃

油进行预热，有利于雾化和燃烧。高速摄影在燃

油雾化过程的可视化分析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但

是定性的分析，ＰＤＰＡ能够获得雾化液滴的粒径

和三维速度，但是点测量。数字全息技术具有三

维、非接触测量颗粒场的能力，被广泛应用在流体

力学、能源、环境等领域中颗粒物的三维测

量［２１２２］。本文设计搭建了甩油盘雾化场测量系

统，提出多孔板式抽吸罩防止油雾外溢，回收燃

油，并用数值仿真评估了抽吸对雾化场的影响；进

一步基于脉冲数字全息技术对不同转速下离心式

甩油盘的雾化场参数进行测量，获得了雾化场雾

滴的空间分布，粒径分布及雾化锥角，为实验甩油

盘的喷嘴设计及结构优化设计提供数据支持。

１　测量原理和实验系统

１１　测量原理

全息技术是利用参考光和目标物体衍射或散

射光干涉，以干涉条纹的形式记录物体的振幅和

相位信息，再通过相同的参考光照射记录的全息

图，可以重建出物光的波前，是一种典型的两步成

像技术，包括全息图记录与波前重建两个步

骤［２３］。数字全息采用数字相机代替传统化学银

盐干板作为记录介质，可实现全息图像传输和定

量计算处理。一般激光经过空间滤波后均匀光束

照射目标颗粒场，颗粒散射光与参考光干涉，干涉

条纹被数字相机记录，然后以标量衍射理论为基

础，模拟参考光照射全息图，采用重建算法对记录

图进行重建再现，从而获得颗粒场中颗粒的粒径、

三维位置和体积分数等信息［２４２６］。

平面激光照射下颗粒场全息图记录过程中对

于记录距离为狕０ 的颗粒，全息记录平面的干涉条

纹光强犐（α，β）为

犐（α，β，狕０）＝

１－
２

λ狕０
犗（狓，狔）ｓｉｎ

π

λ狕０
（狓２＋狔

２［ ］） （１）

其中犗（狓，狔）为物平面上颗粒光强函数，λ为入射

光波波长，是对函数作二维卷积运算。由于小

波变换算法具有重建图像信噪比高、图像背景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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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的优点，本文采用小波变换算法来对全息图进

行重建。波的传播以及衍射过程可以用小波来描

述，全息图的光学重建过程等同于全息图记录的

逆过程，则重建全息图像的光强犐（狓，狔）可以用

全息图犐（α，β）的小波变换表示为

犐（狓，狔，狕０）＝１－犐（α，β，狕０）ψα（狓，狔）＝

１－犐（α，β，狕０）

１

α
２ ｓｉｎ

狓２＋狔
２

α（ ）２ －犕［ ］｛ ψ ｅｘｐ －
狓２＋狔

２

α
２
σ（ ）｝２

（２）

其中ψα（狓，狔）为校正的小波函数，σ是宽度因子，

犕ψ 为引入的调零参数，使ψα（狓，狔）均值为零，它

可以表示为

犕ψ ＝
σ
２

１＋σ
４

（３）

其中σ代表窗口函数的宽度，它依赖于帧采集特

性，为

σ＝ｍｉｎ
犖δｃｃｄ
２

π

λ狕
ｌｎ（ε－

１

槡 ），１
２

πλ狕

ｌｎ（ε－
１槡［ ］）
（４）

　　在颗粒场全息图被数字相机记录后，选定图

像重建平面的位置狕，生成对应平面的小波函数，

对全息图和小波函数进行卷积，即得到该平面的

重建图像，再对重建图像进行景深扩展，识别、定

位颗粒，获得颗粒场信息。

１２　实验系统

搭建甩油盘雾化场测量系统，如图１所示，主

要包括：甩油盘雾化实验器和脉冲数字全息测量

系统。甩油盘雾化实验器示意图如图１（ａ）所示，

能够实现转速、燃油流量、供气压力的调节和数据

采集，以及燃油的回收。主要由以下部件组成：高

速电动机、甩油盘、抽吸罩、基座、供油供气装置和

数据采集系统。高速电动机型号１００ＥＳ４０Ｇ，采

用变频器调节电动机转速，电动机和甩油盘用柔

性联轴器连接，减少高转速引起的机械振动。采

用ＶＰ２０ＦＡ３液压油泵供油，金属管转子流量计

测量油量，防爆型压力变送器测量油压，通过调压

阀控制燃油流量。为了使供气压力稳定，采用高

压气瓶供气，减压阀调节供气压力。供油流量、压

力和供气压力数据用安捷伦数据采集仪记录，采

样频率为１Ｈｚ。实验燃油为ＲＰ３航空煤油，在

空气中弥散有爆炸危险，设计抽吸罩防止油雾外

溢，再用油雾分离器实现燃油的回收循环利用。

抽吸罩分为上部和下部，进气口为半圆弧形的多

孔板，孔径为３ｍｍ，上、下抽吸罩半圆弧的半径分

别为１２０ｍｍ和５０ｍｍ。下抽吸罩由于空间限制

进气口距离甩油盘喷嘴仅为２５ｍｍ，通过设置挡

油板，避免雾化油滴碰到进气口反溅到测量区及

甩油盘下部油雾逸散到测量区。实验用甩油盘轴

向供油，周向均布多个喷油孔组成的喷嘴。

图１　甩油盘雾化场测量系统图

Ｆｉｇ．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ｆｕｅｌｓｌｉｎｇｅｒ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

脉冲数字全息测量系统实物图如图１（ｂ）所

示，主要由脉冲激光器，光束滤波扩束和数字相机

组成。激光器出射光经过由显微物镜和针孔组成

的空间滤波器，滤掉光束中的高频噪声，提高光束

质量，然后经过透镜扩束成直径为５０ｍｍ的光束

照亮雾滴场，雾滴干涉信号光经分束镜被数字相

机记录。其中激光器为Ｂｒｉｇｈｔ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公司的

高功率亚纳秒激光器（ＷｅｄｇｅＨＦ５３２），波长为

５３２ｎｍ，脉宽为８００ｐｓ，频率为１～１０ｋＨｚ，光束直

径为４±０．５ｍｍ。雾滴全息图记录数字相机型号

为ＢａｓｌｅｒａｃＡ２０４０９０ｕｃ，分辨率为２０４０像素×

２０４６像素，像素尺寸为５．５μｍ，帧率为９０帧／ｓ。

高转速甩油盘雾化的油滴运动速度高，采用脉冲

４２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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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实现雾化场的“冻结”，避免拖影的产生，以提

高测量精度。激光器脉宽远小于相机的曝光时间

２０μｓ，为了精确捕捉雾滴全息图，采用数字延时

发生器（ＤＧ６４５）同步激光器和相机，每次相机开

始曝光５μｓ后激光器再出光。

２　抽吸罩流场仿真计算

设计抽吸罩捕集油雾防止油雾外溢不可避免

的改变甩油盘雾化场，为了评估抽吸罩对测量区

域雾化场的影响，采用ＡＮＳＹＳ软件对甩油盘雾

化实验器流场进行仿真计算分析。

２１　计算数模及网格划分

考虑抽吸罩，甩油盘支座及周围遮挡结构，仿

真计算模型如图２所示，在实验器周围设置长宽

高分别为１．５ｍ×１．２ｍ×１．５ｍ的大空间，模拟

实验器周围环境。由于计算区域大，而甩油盘周

围是要重点分析的区域，网格采用ＩＣＥＭ 软件进

行分块划分非结构化网格的方式，在甩油盘周围

及抽吸罩小孔处网格加密处理，网格总数为８４７

万。边界设置：大空间压力入口，抽吸罩出口为压

力出口，通过调节出口压力使上、下抽吸罩分别为

８８５Ｎｍ３／ｈ和１１５Ｎｍ３／ｈ。选用 ＲＮＧ（ｒｅｎｏｒ

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犽ε两方程湍流模型来计算流

场，压力速度耦合采用ＳＩＭＰＬＥＣ（ｓｅｍｉ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ｉｎｋｅｄ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算法进行求解。

图２　甩油盘雾化实验器流场仿真计算模型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ｆｕｅｌｓｌｉｎｇｅｒｔｅｓｔｂｅｎｃｈ

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

２２　仿真计算结果及分析

垂直旋转轴，经过喷嘴中心截面实验器速度

分布云图如图３所示，大空间的速度小，分布均

匀，在抽吸罩的作用下甩油盘周围速度增加，抽吸

罩出口速度最大。抽吸罩的进口为多孔板结构，

气流经过时先加速再减速，抽吸罩表面的高速气

流保证油雾被吸走不会逸散，而远离抽吸罩进口，

气流速度降低，以减弱对雾化场的影响。甩油盘

附近速度矢量图如图４所示，抽吸罩入口速度矢

量长度基本一致，明显大于其他位置，且气流沿径

向流入抽吸罩。而抽吸罩进口半圆弧面与甩油盘

同轴，使沿甩油盘切向雾化出的油雾被均匀吸走。

相比一般敞口式抽吸罩，进口处流场均匀，抽吸形

成的流场与雾化流场相似度高，能够减弱抽吸对

雾化场的影响。

图３　实验器速度分布云图

Ｆｉｇ．３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ｏｕｒｏｆｔｈｅｔｅｓｔｂｅｎｃｈ

图４　甩油盘附近速度矢量图

Ｆｉｇ．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ｅｃｔｏｒｄｉａｇｒａｍｎｅａｒｔｈｅｆｕｅｌｓｌｉｎｇｅｒ

读取甩油盘正上方２０、３０ｍｍ处测量光轴方

向两条线上的速度，如图５所示，随着距离喷嘴高

度的增加，速度增大，２０、３０ｍｍ 处速度分别为

０．８ｍ／ｓ和１．６ｍ／ｓ。在喷嘴两侧附近，速度分布

对称，随着距离增加，速度增大，然而在喷嘴两侧

较远处（雾化锥角外），受实验器结构影响速度分

布明显不对称，在右侧（电动机侧）２０ｍｍ处有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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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轴支座遮挡，但左侧（进油侧）轴支座距离喷嘴

中心达１００ｍｍ。在甩油盘高速旋转带动下，雾化

油滴运动速度达几十米每秒，比抽吸气流速度高一

个数量级，故抽吸对甩油盘雾化场的影响很小。

图５　甩油盘正上方光轴方向速度分布

Ｆｉｇ．５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ｏｐｔｉｃｓａｘｉｓ

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ｆｕｅｌｓｌｉｎｇｅｒ

３　实验和结果分析

利用已知直径和位置的标准丝分析测量系统

精度，标定喷嘴中心位置。采用脉冲数字全息测

量系统，控制测量时序，对不同转速下甩油盘雾化

场全息图进行记录，重建获得雾化场的粒径分布，

空间分布和雾化锥角参数。

３１　实验参数

实验供油流量为１０ｋｇ／ｈ，采用控制变量法调

整转速狀 分别为５０００、８０００ｒ／ｍｉｎ和１５０００

ｒ／ｍｉｎ，待工况稳定后进行全息图记录。实验时保

持燃油温度为２０～２５℃，燃油物性参数：密度为

７７９．５１ｋｇ／ｍ
３，黏度为７．９７１×１０－７ｍ２／ｓ，表面张力

为０．２４Ｎ／ｍ。测量系统视场大小为１１．２２ｍｍ×

１１．２５ｍｍ，有效曝光时间为８００ｐｓ。

３２　测量位置标定

实验前用铁丝悬挂标准丝放置在雾化场，其

中铁丝直径为０．８ｍｍ，竖直放在喷嘴中心正上

方，标准丝直径为０．１５ｍｍ，打结固定在铁丝上，

打结处距离喷嘴出口３０ｍｍ。铁丝和标准丝的全

息图如图６（ａ）所示，由于光路系统中存在多个光

学器件（透镜、分束镜等），不可避免的产生背景噪

声，如图中箭头处的干涉条纹。为了减弱背景对

测量的影响，提高信噪比，同时便于观察目标物体

的全息图，利用多张背景图合成一张背景，采用背

景相减法除去原始全息图像中的背景噪声。根据

小波重建算法，对去背景的全息图进行重建，景深

扩展后铁丝和标准丝的聚焦图像如图６（ｂ）所示，

铁丝和标准丝的重建图像都很清晰，可以看到局

部打结的细节。统计不同位置处标准丝占的像素

点数，实测标准丝直径为 ０．１５４ｍｍ，误差为

２．７％，满足测量要求。对铁丝和打结处进行定

位，得到记录平面距离喷嘴中心为１２５ｍｍ，视场

中心距离喷嘴出口高度为３１．４ｍｍ。

图６　标准丝全息图和重建图

Ｆｉｇ．６　Ｈｏｌｏｇｒａｍ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ｗｉｒｅ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３３　实验结果讨论

利用脉冲数字全息测量系统对不同转速下甩

油盘雾化场进行测量，图７是雾化场雾滴全息图

的重建，图７（ａ）是雾滴全息图，可以看出去背景

后的雾滴全息条纹清晰。采用小波算法重建全息

图，每隔０．５ｍｍ重建一个图层，重建全息图的景

深扩展图如图７（ｂ）所示，雾滴聚焦图像呈圆形，

与背景区别明显，具有很高的识别度。进一步采

用小波域内亮度梯度局部方差算法对雾滴进行定

位，以喷嘴中心为原点，旋转轴向为狓轴，水平方

向为狔轴，竖直方向为狕轴建立直角坐标系，雾滴

的三维空间分布如图７（ｃ）所示，图中犱表示雾滴

粒径，大小雾滴相间均匀分布，随着距离喷嘴出口

高度的增加，雾化场沿狓方向展开。

为了直观显示甩油盘雾化场雾滴粒径的空间

分布，每个工况统计约６０００个颗粒，分别计算不

同转速下距离甩油盘喷嘴出口高度为２６．５、

２９．５、３２．５ｍｍ和３５．５ｍｍ处雾滴的粒径分布，

如图８所示。雾化场雾滴的峰值粒径为２０μｍ，占

比２０％～３０％，距离甩油盘喷嘴出口不同高度处

雾滴的粒径分布曲线相似，随着高度的增加，小颗

粒的占比降低，如转速为５０００ｒ／ｍｉｎ时，高度为

２６．５、３５．５ｍｍ，粒径范围为１７．５～２２．５μｍ颗粒占

比分别为３７．７５％、３１．４５％。随着转速的升高，大

颗粒占比减少，峰值粒径对应的占比增加，转速为

５０００、８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ｒ／ｍｉｎ，高度为２９．５ｍｍ处峰值粒

径占比分别为２２．６０％、２６．１２％、２８．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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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雾滴场全息图重建

Ｆｉｇ．７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ｆｉｅｌｄｈｏｌｏｇｒａｍ

根据雾化场的空间粒径分布，统计计算喷嘴

出口不同高度处雾化粒径索特尔平均直径

（ＳＭＤ）随转速的变化，结果如图９所示。在相同

的转速下，随着距离喷嘴出口高度的增加，雾化粒

径ＳＭＤ增大，且随着转速的升高，增大的幅度减

小，如转速为５０００ｒ／ｍｉｎ，高度从２６．５ｍｍ 到

图８　不同转速下雾滴粒径分布

Ｆｉｇ．８　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ｏｔａｒｙｓｐｅｅｄｓ

图９　雾化粒径ＳＭＤ随转速的变化

Ｆｉｇ．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ｉｚｅＳＭＤｗｉｔｈｒｏｔａｒｙｓｐｅｅｄ

３５．５ｍｍ，ＳＭＤ从５９．８４μｍ增加到６９．３μｍ，而

转速为１５０００ｒ／ｍｉｎ，ＳＭＤ 从５２．２μｍ 增加到

５２．８２μｍ。燃油在雾化时，高转速甩油盘产生的

离心力使油膜从喷嘴高速喷出，油膜和空气间存

在较大的速度差，逐渐被撕裂成液丝，再破碎为小

雾滴。雾滴受空气阻力运动速度降低，小雾滴的

惯性小，穿透能力弱，而大雾滴具有较大动能，穿

透能力强，能够运动到距离喷嘴出口更远的地方，

因此距离喷嘴出口越远，ＳＭＤ越大。随着转速的

升高，喷嘴出口不同高度处ＳＭＤ都呈减小的趋

势，５０００、８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ｒ／ｍｉｎ转速下雾化粒径的

ＳＭＤ分别为６４．３１、５９．５０、５２．８５μｍ。甩油盘旋

转产生的当量供油压差Δ狆可以表示为

Δ狆＝ρｆ
ω犚（ ）犓

２

（５）

其中ρｆ 为燃油密度（ｋｇ／ｍ
３）；ω 为旋转速度

（ｒａｄ／ｓ）；犚为甩油盘直径（ｍ）；犓 为速度系数，取

值０．９５。

可以看出，当量供油压差与转速呈线性二次

方关系，当转速升高时，当量供油压差增大，使燃

油在甩油盘喷嘴出口的喷射速度增大，同时喷嘴

出口周向线速度也增大，燃油离开喷嘴的切向速

度增加，共同作用下燃油与空气的相对速度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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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对油膜的扰动大大增强，促进燃油的雾化。

不同转速下雾滴空间分布如图１０所示，分别

统计了喷嘴出口高度为２６．５、２９．５、３２．５ｍｍ和

３５．５ｍｍ处轴向的颗粒数分布。随着甩油盘转速

的升高，雾化场沿轴向越集中，也就是随着转速升

高图中颗粒数分布曲线由“胖矮”形变为“瘦高”

形。随着高度的增加，雾化场沿轴向越分散，在高

度为２６．５ｍｍ和２９．５ｍｍ处，喷嘴正上方（狓＝０

ｍｍ）出现颗粒数较少的区域，当高度进一步增加

时，雾滴分布趋向于均匀。这是由于实验甩油盘

喷嘴由周向均布的多个喷油孔组成，在喷嘴中心

存在一个空白区，而雾滴具有很大的径向速度，轴

向速度分量小，要一定的距离才能填充该空白

区域。

不同转速下喷嘴出口２９．５ｍｍ处雾滴轴向

图１０　不同转速下雾滴空间分布

Ｆｉｇ．１０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ｒａｔｙｓｐｅｅｄｓ

分布如图１１所示，距离喷嘴中心越远，雾滴数减

少，存在明显的边界。以颗粒数分布曲线的半峰

宽计算雾化锥角，５０００、８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ｒ／ｍｉｎ转速下

雾化锥角分别为４５．５５°、４３．９３°、４０．０４°，随着转

速的升高，喷嘴出口油膜径向速度在雾滴速度分

量中显著增大，从而使雾化锥角减小。同时高转

速下油膜在喷嘴出口较短的距离内完全破碎，雾

化粒径小，雾化场更均匀。

图１１　喷嘴出口２９．５ｍｍ处雾滴轴向分布

Ｆｉｇ．１１　Ａｘ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ａｔｎｏｚｚｌｅ

ｏｕｔｌｅｔ２９．５ｍｍ

４　结　论

利用数值仿真评估抽吸罩对实验器流场的影

响，基于脉冲数字全息对不同转速下甩油盘雾化

场参数进行测量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１）多孔板式抽吸罩抽吸气流径向流速均匀，

在甩油盘附近形成的流场速度比雾滴运动速度低

一个数量级，可以防止油雾外溢，且对雾化场影

响小。

２）脉冲数字全息测量系统能够实现高速运

动雾化场的“冻结”，记录的雾滴全息条纹清晰，重

建后雾滴聚焦图像与背景区别明显，具有很高的

识别度。

３）实验甩油盘雾化场雾滴的峰值粒径为２０

μｍ，占比为２０％～３０％，随着转速的升高，雾化

粒径ＳＭＤ减小；随着距离喷嘴出口高度的增加，

雾化粒径ＳＭＤ增大，且随着转速的升高，增大的

幅度减小。

４）甩油盘转速为５０００、８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ｒ／ｍｉｎ

时，雾化锥角分别为４５．５５°、４３．９３°、４０．０４°，随着

转速的升高，雾化场沿轴向集中，雾化锥角减小。

５）基于脉冲数字全息技术测量甩油盘雾化

场三维参数（雾滴空间分布、粒径分布、雾化锥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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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是可行的，为该技术在甩油盘高速运动雾化场

三维速度测量应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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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热力参数计算方法及在涡轮叶栅

对流换热中的应用

薛　钰，刘景源

（南昌航空大学 飞行器工程学院 江西省微小航空发动机重点实验室，南昌３３００６３）

摘　　　要：为了研究燃气热力参数对对流换热的影响，发展了一种计算航空发动机碳氢燃料与空气燃烧的

燃气热力参数计算方法。应用该方法给出的一部分燃气热力参数作为输入条件，对不同入口温度下的平板和

涡轮平面叶栅的对流换热进行了数值模拟，并与空气作为工质的对流换热数值模拟结果进行了对比。结果表

明：在其他定解条件相同时，对平板和涡轮平面叶栅的对流换热，工质为多组分燃气时的壁面当地努塞尔数均

大于入口工质为空气的努塞尔数，且随着入口温度的升高，空气与燃气的当地努塞尔数的差别变大；在给定的

入口温度范围内，与工质为空气相比，工质为燃气的平板当地努塞尔数从２．８％增大到３．０％，涡轮叶栅则从

７．２５％增大到９．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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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ｌｏｃａｌ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ｇａｓａｓ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ｓｕｂ

ｓｔａｎｃｅｗｅｒ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ａｉｒｆｏｒｔｈｅｆｌａｔｐｌａｔｅａｎｄｔｕｒｂｉｎｅｃａｓｃａｄｅｒｅ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ｉｎｌｅ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Ｎｕｓｓｅｌｔ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ａｉｒａｎｄｇａ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ａｍｅｉｎｐｕ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ｅｘｃｅｐ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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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ｆｌａｔｐｌａｔｅａｎｄｔｕｒｂｉｎｅｃａｓｃａｄ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ｉｎｇｉｖｅｎｉｎｌｅ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ａｎｇｅ，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Ｎｕｓｓｅｌｔ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ｈｅｆｌａｔｐｌａｔｅｒｏｓｅｆｒｏｍ２．８％ｔｏ３．０％，ａｎｄｔｈｅｔｕｒｂｉｎｅ

ｃａｓｃａｄ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ｆｒｏｍ７．２５％ｔｏ９．６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ｍｕｌｔｉ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ｇａｓ；ａｉｒ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ｔｕｒｂｉｎｅｃａｓｃａｄｅ

　　以燃料燃烧实现热能转变为功的推进系统研

究中，由于燃料燃烧产生的高温燃气与推进系统

周围及其内部存在温差，必然产生换热问题［１］。

精确预估高温燃气的对流换热强度，对推进系统

的研制具有重要的意义［２］。

文献［３］应用实验及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采

用花洒型气膜孔的高压涡轮导向器气膜冷却性

能，并采用多组分气体控制方程，进行了数值模拟

研究。但多组分气体仅仅由作为气膜冷却气体的

氮气和主流的空气组成，未考虑主流应为多组分

燃气。文献［４５］则采用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ＮＳ）及

燃气多组分输运等方程组，应用数值模拟方法分

别研究了液体运载火箭底部热防护问题及推进剂

液体火箭发动机进行了燃烧流动与耦合传热问

题。文献［６］采用数值求解雷诺平均ＮＳ方程组

及组分方程组，对有无引气的亚燃冲压发动机燃

烧室内的流场进行了研究，给出了引气温度对燃

烧及发动机性能的影响。王天壹等［７］应用数值模

拟及理论分析方法研究了带有气膜冷却结构的涡

轮一级导向叶片进行气固热耦合问题，并给出

了多种辐射因素对叶片表面温度和冷却性能的

影响，结果表明各种辐射因素均会使叶片表面

温度上升。高杰等［８］综述了国内外近１０年来的

航空发动机涡轮叶顶间隙气热技术研究进展，

总结了流动换热实验及数值模拟方法等，并展

望了未来研究重点及发展方向。屠秋野等［９］采

用数值模拟及理论分析研究了考虑换热效应的

发动机过渡态性能，给出了换热效应对发动机

各部件影响结果。刘友宏等［１０］应用多组分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组，同时考虑辐射换热的影

响，研究ＴＢＣＣ（ｔｕｒｂｉｎｅｂａｓｅ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ｃｙｃｌｅ）冲

压发动机燃烧室／喷管筒体及隔热屏内外壁壁

面温度、对流换热热流等分布，研究结果对研究

了ＴＢＣＣ冲压发动机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文

献［１１］采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重型燃气轮机

涡轮动叶工质变物性、冷气掺混带来燃气组分

变化等因素对性能的影响。但是该文献只是把

燃气作为等效单一组分研究与冷却空气掺混，

并未考虑燃气多组分的影响。

文献［１２１３］分别以部分烃类燃料为研究

对象，提出了燃气热力性质的计算方法，并给

出了燃气热力性质表。但文献［１２］给出的燃

气最高温度为１７７３Ｋ（１５００℃），而文献［１３］

给出的最高温度为１８００Ｋ。对新一代的航空

发动机上述两篇文献给出的温度偏低。由于

当时的航空推进系统的设计及分析中，燃气组

分并非重要，因此未给出燃气组分随空燃比或

者燃烧室出口温度变化的计算方法及图表。

另外，对于成分复杂的航空燃料的热力性质，

虽然可以用“校正系数方法”等方法进行校正

计算［１２］，但并不适合研究计及多组分燃气的对

流换热问题。

过去由于计算方法和计算机硬件的限制，难

于考虑燃气多组分特性对推进系统性能的影响。

随着数值模拟方法的发展及计算硬件技术的进

步，应考虑燃气组分的热力性质、输运及扩散对对

流换热的影响。

另外，虽然工质为空气或燃气的高温热辐射

均会对壁面的换热产生影响，但由于燃气的辐

射换热与燃气多组分的对流换热存在耦合作

用，因此本文仅对燃气多组分对换热的影响进

行研究。

针对燃气多组分对推进系统对流换热的影

响，本文发展了一种多燃料、多空气入口，多个

多组分燃气出口，适合各种碳氢燃料的计算燃

烧室出口燃气热力性质及组分的计算方法。并

以航空煤油为例给出了燃烧室出口热力参数及

各组分质量分数随燃烧室出口温度的关系曲

线，最后以平板及涡轮平面叶栅为例研究了不

同工质（空气或燃气）、不同入口温度对对流换

热的影响。

１　燃气热力参数计算

１１　计算方法

选取能量转换部件的燃烧室为研究对象（如

图１所示），并假设燃烧室的燃烧流动为稳态过

程。应用热力学第一定律于此多流动入口、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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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界可能存在换热及功的过程，并在燃烧室内

部具有化学反应的放热过程的数学表达式为

∑
犿

犻＝１

犿
·

ａ犻 犺ａ犻＋
１

２
犞２ａ犻＋犵狕ａ（ ）犻 ＋

∑
狀

犼＝１

犿
·

ｔ犼 犺ｔ犼＋
１

２
犞ｔ犼

２
＋犵狕ｔ（ ）犼 －

∑
犾

犽＝１

犿
·

ｇ犽 犺ｇ犽＋
１

２
犞２ｇ犽＋犵狕ｇ（ ）犽 ＋

犙－犠＋犙ｃ＝０ （１）

其中犿
·

ａ、犿
·

ｔ、犿
·

ｇ分别为入口空气、入口燃油、出口

燃气的质量流量；犺为比焓；犞 为速度大小；犵为

重力加速度、狕为高度；犙、犠、犙ｃ分别为系统与外

界单位时间的换热、做功、以及燃料在燃烧室内的

化学反应热随时间的变化率。

图１　燃烧室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ｃｈａｍｂｅｒ

式（１）是一般燃烧室的热力过程的控制方程，

应用时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简化。绝大多数燃烧

室是多入口（空气单／多入口，燃气或燃油多入

口）、单出口结构，并且燃油流量相对入口空气流

量为小量。在具体计算中，可假定忽略进口燃油

流量，一般情况下，燃烧室与外界无功交换，并且

燃烧室与外界换热量相比燃烧室内燃料燃烧放热

量为小量［１２１３］。因此，本文忽略燃烧室与外界功

和热量的交换，则式（１）可简化为

犿
·

ｇ犺

ｇ －犿

·

ａ犺

ａ ＝犙ｃ （２）

　　为方便起见，以下推导均假设单位时间，则式

（２）为

犿ｇ犮狆（犜ｇ）犜

ｇ －犿ａ犮狆（犜ａ）犜


ａ ＝犙ｃ （３）

其中

犙ｃ＝犿ｆ狇ｆ （４）

式中犮狆（犜ｇ）和犮狆（犜ａ）分别为燃烧室出口高温燃

气和燃烧室入口低温空气的比定压热容，其为温

度的函数。方便起见，下文简写为犮狆ｇ和犮狆ａ。犿ｆ

为参与反应的燃料质量，狇ｆ为燃料化学反应的放

热热值［１４］。

燃烧室的燃烧效率为

η＝
犿ｆ
犿ｔ

（５）

　　以碳氢燃料在燃烧室内燃烧的化学反应为例

Ｃ犡Ｈ犢＋ 犡＋
犢（ ）４ Ｏ２ ＝犡ＣＯ２＋

犢
２
Ｈ２Ｏ

（６）

　　反应结束后，燃烧室出口的高温燃气的质量

犿ｇ和燃气各组分的质量分数狑犻分别为

犿ｇ＝犿ｔ＋犿ａ （７）

狑犻＝
犿ｇ犻
犿ｇ

（８）

其中犿ｇ犻为燃气组分犻的质量。

混合气体的比定压热容公式为［１５］

犮狆ｇ＝∑犮狆犻 犜（ ）ｇ 狑犻 （９）

其中犮狆犻为犻组分的比定压热容。犮狆犻有两种计算

方法：一种是温度的一次函数；另一种是温度的多

项式函数。由于从低温到高温犮狆犻的变化较大，一

次函数不能准确的表达其中的关系，所以用温度

的４次多项式算法

犮狆犻 ＝犪＋犫犜＋犮犜
２
＋犱犜

３
＋犲犜

４

　　上述多项式算法中，温度犜 单位为 Ｋ，犮狆犻单

位为Ｊ／（ｋｇ·Ｋ），公式中参数具体见表１。

在计算时，进出口动能差相比焓变可忽略，则

上述相关方程式（３）可用静温代替总温。给定燃

烧室燃烧效率、入口燃料质量和燃烧室出入口温

度，联立式（３）～式（９）可得各组分质量分数及入

口空气质量分别为

表１　各组分犮狆犻的４次项算法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犙狌犪犱狉犪狋犻犮狋犲狉犿犪犾犵狅狉犻狋犺犿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犳狅狉犮狆犻狅犳犲犪犮犺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

组分 犪 犫 犮／１０－４ 犱／１０－８ 犲／１０－１２

Ｏ２ ９６０．７５２３ ０．１５９４１２６ －０．３２７０８８５ ０．４６１２７６５ －０．２９５２８３２

Ｎ２ ８６８．６２２９ ０．４４１６２９５ －１．６８７２３００ ２．９９６７８７０ －２．００４３８６０

ＣＯ２ ８４１．３７６４ ０．５９３２３９３ －２．４１５１６８０ ４．５２２７２８０ －３．１５３１３００

Ｈ２Ｏ １２３３．２３４０ １．４１０５２３０ －４．０２９１４１０ ５．５４２７７２０ －２．９４９８２４０

３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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狑ＣＯ
２
＝
犡狀ｆ犕ＣＯ

２

犿ｔ＋犿ａ

狑Ｈ
２
Ｏ ＝

犢
２
狀ｆ犕Ｈ

２
Ｏ

犿ｔ＋犿ａ

狑Ｏ
２
＝

２３．２％犿ａ－ 犡＋
犢（ ）４ 狀ｆ犕Ｏ

２

犿ｔ＋犿ａ

狑Ｎ
２
＝
７６．８％犿ａ
犿ｔ＋犿ａ

狑ｕ＝
犿ｔ－η犿ｔ

犿ｔ＋犿

烅

烄

烆 ａ

（１０）

犿ａ＝
η犿ｔ狇ｆ

犜ｇ－犜（ ）ａ犮狆ａ
＋

犡＋
犢（ ）４ 犮狆Ｏ２狀ｆ犕Ｏ

２
－犮狆狌 犿ｔ－犿（ ）ｆ －犡犮狆ＣＯ２狀ｆ犕ＣＯ

２
－
犢
２
犮狆Ｈ２Ｏ狀ｆ犕Ｈ

２
Ｏ

１－
犜ａ
犜（ ）
ｇ

犮狆ａ

（１１）

　　由式（１１）可知，随着燃烧室出口温度犜ｇ 的

升高，燃烧室入口的空气质量犿ａ单调降低（此处

及以下的分析均假定燃料质量固定）。由犿ａ 随

犜ｇ的变化关系易知式（１０）中燃气ＣＯ２ 和 Ｈ２Ｏ

的质量分数及剩余燃料的质量分数狑ｕ 随之单调

增加，Ｏ２ 和Ｎ２ 的质量分数随之则单调降低。

将式（１０）代入式（９），可得

犮狆ｇ＝犮狆ｕ
犿ｔ－η犿ｔ

犿ｔ＋犿ａ
＋犮狆ＣＯ２

犡狀ｆ犕ＣＯ
２

犿ｔ＋犿ａ
＋

犮狆Ｈ２Ｏ

犢
２
狀ｆ犕Ｈ

２
Ｏ

犿ｔ＋犿ａ
＋
犮狆ａ犿ａ
犿ｔ＋犿ａ

－犮狆Ｏ２

犡＋
犢（ ）４ 狀ｆ犕Ｏ

２

犿ｔ＋犿ａ

（１２）

　　由式（１２）、迈耶公式及混合气体摩尔质量定

义经整理可得燃气的比定容热容为

犮犞ｇ＝犮狆ｇ－犚

２３．２％

犕Ｏ
２

＋
７６．８％

犕Ｎ
２

犿ｔ
犿ａ
＋１

＋

犢
４
狀ｆ＋狀狌

犿ｔ＋犿

烄

烆

烌

烎
ａ

（１３）

其中犚为通用气体常数。

由于犿ａ 随着燃烧室出口温度犜ｇ 的升高单

调降低，由式（１２）和式（１３）可知，燃烧室出口燃气

的犮狆ｇ和犮犞ｇ随犿ａ 的减小而单调增加，因此犮狆ｇ和

犮犞ｇ随犜ｇ的增加而单调增加。

由式（１２）及式（１３）经整理得混合气体的比热

比为

γ＝
犮狆ｇ

犮狆ｇ－犚

２３．２％

犕Ｏ
２

＋
７６．８％

犕Ｎ
２

犿ｔ
犿ａ
＋１

＋

犢
４
狀ｆ＋狀ｕ

犿ｔ＋犿

烄

烆

烌

烎
ａ

（１４）

　　由式（１４）可见，随着燃烧室出口温度犜ｇ 的

升高，犿ａ单调降低（假设燃料质量固定不变），燃

气比热比γ亦单调减小。

普朗特数是燃气对流换热的重要无量纲数，

其定义为

犘狉＝
μ犮狆ｇ

λ
（１５）

其中μ和λ分别为燃气的黏度和热导率。

由于μ和λ与犜ｇ 的变化趋势类似，因此犮狆ｇ

为影响变化的主要因素。犮狆ｇ随犜ｇ 的升高而增

大，则也随犜ｇ 的升高而增大。文中第１．２．２节

的计算也证明了上述推论。

由上述方法给出的比定压热容和比定容热容

等可计算出多组分燃气的内能和焓等热力参数。

空燃比是航空发动机的一个重要参数，由式

（１１）易知，随着燃烧室出口温度犜ｇ的升高，犿ａ单

调降低（假定燃烧室入口燃料为单位质量），空燃

比也随之单调降低。

应该指出，上述方法虽然是在假定燃烧室燃

烧效率、入口燃料质量和燃烧室出入口温度，忽略

了入口燃油流量，假定了出入口动能相比焓变可

忽略不计及燃烧室与外界无热功交换等的情况下

给出的，但如果给定多入口燃油中每个入口燃油

的流量、温度及速度大小和各空气入口及燃气出

口相应的流动及热力状态参数，由式（１）及上述方

法亦可计算燃气的热力性质参数。

另外，本文提出的上述方法虽然是在给定燃

烧室燃烧效率、入口燃料质量流量、燃烧室出入口

温度及燃料流量的情况下给出的燃气热力性质，

但亦可给定燃烧室燃烧效率、出入口温度以及入

口空气或燃油流量等５个参数中的４个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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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燃气的热力参数。

最后，虽然本文以单一的碳氢燃料为对象进

行的，但对多组分的不同燃料以及复杂的多步链

式反应，只要给定燃烧室出口燃气的所有组分（由

燃料与空气的化学反应方程式确定）及每种组分

的比定压热容随温度的变化关系式，亦可推广本

文提出的方法进行计算。

１２　燃气热力参数计算结果

１．２．１　燃气热力参数计算方法验证

图２为本文计算方法给出的燃烧室出口温度

犜ｇ、比定压热容犮狆、比热比γ与文献［１２］中的对

比图。其中，实线为用本文计算方法所得出的

Ｃ８Ｈ１６燃烧后多组分燃气的出口温度、比定压热

容与比热比值，虚线为文献［１２］给出的值。图

２（ａ）为给定比定压热容时用本文计算方法得出的

燃烧室出口温度与文献［１２］的对比图，两条出口

温度曲线之间的平均差别为１．９７６％。图２（ｂ）和

图２（ｃ）为计算的比定压热容及比热比随温度变

化的曲线和文献［１２］给出的数据对比，其比定压

热容曲线之间的平均差别为０．２６５％，比热比曲

线之间的平均差别为０．０６８２％。由此表明本文

所提出的计算方法可行。

图２　本文计算方法给出的犜ｇ、犮狆、γ与文献［１２］中

的对比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犜ｇ、犮狆、γ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Ｒｅｆ．［１２］

１．２．２　燃气热力参数计算结果分析

由于本文是以航空发动机涡轮叶栅对流换热

为应用实例，所以所用燃料为中国航空涡轮３号

燃料（ＲＰ３）。肖保国等
［１６］对ＲＰ３航空燃油的化

学动力学模型进行了研究，得出可用Ｃ９．７４Ｈ２０．５２

来代替。本节选此替代燃料进行计算及结果分析

（假定燃烧效率为１００％）。

图３给出了燃气的空燃比随燃烧室出口温度

变化曲线。从图中可见，空燃比随出口燃气温度

的升高而单调降低。这是因为出口燃气温度越

高，需要燃烧释放热量的燃料越多，燃烧室入口混

合气中燃油所占的比例则增加，因此空燃比随出

口燃气温度的升高而单调降低。

图３　燃气的空燃比随燃烧室出口温度变化曲线

Ｆｉｇ．３　Ａｉｒｆｕｅｌｒａｔｉｏｃｕｒｖｅｗｉｔｈ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ｕｔｌｅ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图４为燃气各组分的质量分数随燃烧室出口

温度变化曲线。由图可知，随着燃烧室出口温度

的升高，Ｏ２ 和 Ｎ２ 的质量分数单调下降，而ＣＯ２

和Ｈ２Ｏ的质量分数却单调升高。这是由于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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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燃气各组分的质量分数随燃烧室出口温度变化曲线

Ｆｉｇ．４　Ｍａｓｓ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ｇａｓｖａ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ｕｔｌｅ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室燃料的量随着燃烧室出口温度的增加而增加，

因此空燃比随着出口温度增加而逐渐降低，由此

燃烧生成的ＣＯ２ 和Ｈ２Ｏ的质量分数随着温度的

升高而增加，而消耗的 Ｏ２ 随着燃烧室出口温度

的增加却会变多。但是，由于 Ｎ２ 不参与化学反

应没有被消耗，因此，虽然 Ｎ２ 比例逐渐降低，但

降低的幅度较小。所以 Ｏ２ 和 Ｎ２ 的质量分数随

着燃烧室出口温度的升高而降低。

图５给出了燃气和空气的热力参数随燃烧室

出口温度变化曲线。从图５（ａ）可看出燃气的比

定压热容犮狆ｇ和比定容热容犮犞ｇ均随着燃烧室出口

温度的升高而单调增加，与出口温度为１０００Ｋ相

比，１５００Ｋ时分别增高了１８．４％和２４．３％。此

变化趋势与文中第１．１节中式（１２）和式（１３）的推

导及理论分析结果一致。

图５（ｂ）可见比热比γ则随燃烧室出口温度

的升高而单调降低，与出口温度为１０００Ｋ相比，

１５００Ｋ时比热比下降了２．８１％。由比热比定义

及迈耶公式可得比热比出γ关于两者的函数表达

式γ＝１＋犚／犕ｇ犮犞ｇ，式中犕ｇ 是燃气的摩尔质量。

图５（ｃ）中犕ｇ随温度升高逐渐降低，但Δ犕ｇ 的变

化在０．３％以内，相比犮犞ｇ来说对γ的影响不大，

可认为γ是关于犮犞ｇ的反比例函数，随着温度的升

高，犮犞ｇ越大，γ相应的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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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空气和燃气的热力参数随燃烧室出口温度变化曲线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ａｉｒａｎｄｇａｓｖａ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ｕｔｌｅ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图５中空气各热力参数随温度变化趋势的原

因与燃气的类似（图５（ｃ）中空气摩尔质量不随温

度变化是因为空气的组分不随温度变化），此处

从略。

图６（ａ）～图６（ｃ）分别为空气和燃气的黏度

μ、热导率λ和普朗特数犘狉随燃烧室出口温度变

化曲线。空气和多组分燃气的μ和λ由 Ｗｉｌｋｅ半

经验公式确定［１７］，其中 Ｏ２、Ｎ２ 的μ和ＣＯ２ 的μ
与λ由国际工质物性计算软件ＲＥＦＰＲＯＰ得到，

Ｏ２、Ｎ２ 和 Ｈ２Ｏ的λ由萨特兰公式
［１８］给出，Ｈ２Ｏ

图６　空气和燃气气体特性随燃烧室出口温度变化曲线

Ｆｉｇ．６　Ａｉｒａｎｄｇａ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ｖａｒｉｅｓｗｉｔｈ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ｕｔｌｅ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的μ由幂次公式确定。由于随着温度的增加分子

间相互作用增强，因此空气和燃气的μ、λ皆随着

燃烧室出口温度的升高而单调增加。由式（１２）

知，犘狉为犮狆ｇ、μ和λ的函数，而不同出口温度下，μ
与λ的比值对犘狉影响较犮狆ｇ小，所以犘狉随着温度

的升高而升高。

２　平板对流换热数值模拟

本节以不可压缩平板绕流的对流换热为例，

应用数值模拟及理论分析方法，在其他定解条件

相同时，研究来流气体分别为空气及多组分燃气

时，不同工质热力参数对平板对流换热的影响。

２１　几何模型及边界条件

平板对流换热几何模型如图７所示。平板长

犃＝０．２５ｍ，流场高 犎＝０．０６ｍ。平板入口距其

前缘犅＝０．０５ｍ。

图７　平板几何模型和边界条件

Ｆｉｇ．７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ｌａｔｐｌａｔｅ

数值模拟计算均采用 ＡＮＳＹＳＦｌｕｅｎｔ１８．０。

数值计算采用完全气体不可压 ＮＳ方程及燃气

多组分输运方程。由于基于平板长度雷诺数较

小，假设流动为层流流动。采用压力与速度耦合

的ＳＩＭＰＬＥ（ｓｅｍｉ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ｉｎｋｅｄｅｑｕａｔｉｏｎ）算法对 ＮＳ方程及燃气多组分

７３８１



航　空　动　力　学　报 第３５卷

输运方程进行求解。平板进口采用速度入口，入

口工质分别为空气和燃气，基于特征长度为０．２５

ｍ的平板绕流雷诺数为２５０００；入口温度分别取

为１２００Ｋ和１５００Ｋ，应用Ｆｌｕｅｎｔ１８．０计算时，首

先将图４给出的燃气组分质量分数随温度的关

系，根据给定的入口温度，直接输入软件中，而后

将文中第１．２．２节中入口燃气的犮狆、μ、λ、犕ｇ 等

随温度变化的计算结果用温度的４多项式拟合后

输入Ｆｌｕｅｎｔ１８．０（经验证，拟合精度能够保证数

值模拟所用燃气热力参数与本文计算结果的一致

性）。出口为压强出口，由文中第１．１节推导及文

中第１．２节论述可知，燃气热力参数的计算与压

强无直接关系，另外，根据对流换热的相似理

论［１９］可知，给定外形下，努塞尔数取决于雷诺数

及气体的普朗特数，不失一般性，取出口压强为

１０１３２５Ｐａ；平板壁面给定为１０００Ｋ的等温壁面

边界条件；平板前缘距入口的下边界给定为对称

边界条件。

２２　计算结果及分析

２．２．１　网格无关性验证及计算结果与理论对比

对平板对流换热几何模型采用结构化网格划

分。网格无关性验证给出的网格数 犖 分别为９

万、１７万和３４万的稀疏、中等、稠密等３套网格，

并给出３网格对入口温度为１２００Ｋ时平板壁面

对流换热的网格无关性验证结果。

图８（ａ）给出了不同网格数下空气出口温度

分布曲线，其中狔为平板出口法向坐标；图８（ｂ）

则为不同网格数下空气的当地努塞尔数犖狌狓 随

平板当地雷诺数的变化曲线，其中式（１６）为文献

［１８］给出的公式。

犖狌狓 ＝０．３３２犚犲
１
２
狓犘狉

１
３ （１６）

　　从图８（ａ）和图８（ｂ）可看出３套网格的出口

温度分布曲线和当地努塞尔数随犚犲狓 的分布曲线

图８　不同网格数下平板出口温度及当地努塞尔数曲线

Ｆｉｇ．８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Ｎｕｓｓｅｌｔｎｕｍｂ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ｏｕｔｌｅｔｏｖｅｒｔｈｅｆｌａｔｐｌａｔｅ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ｓｈｎｕｍｂｅｒｓ

均基本重合。结果表明，当网格数大于９万时，计

算结果不受网格数影响，因此，以下采用网格点为

１７万进行数值模拟。

从图８（ｂ）可看出空气的当地努塞尔数随犚犲狓

变化的曲线与式（１６）的理论值吻合良好，表明计

算所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可行。

２．２．２　不同入口温度时空气和多组分燃气对

对流换热的影响

　　图９（ａ）及图９（ｂ）分别给出平板入口温度为

１２００Ｋ和１５００Ｋ时空气和多组分燃气出口温度

分布图。由图可知，随着平板法向距离的增加，出

口温度逐渐变大。这是由于流体离平板越远，受

到对流换热影响越小。图中空气出口温度略低于

燃气，入口温度为１５００Ｋ时，空气与燃气两者之

间差值大于入口温度为１２００Ｋ的数值，表明在平

板雷诺数不变的情况下，入口工质的变化对出口

温度的影响随着入口温度的升高逐渐增大，１５００

Ｋ时两者的最大差别达到０．８１％。

图１０分别为入口温度为１２００Ｋ和１５００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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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平板入口温度为１２００Ｋ和１５００Ｋ时空气和

多组分燃气出口温度分布

Ｆｉｇ．９　Ａｉｒ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ｇａ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ｉｎｌｅ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１２００Ｋ

ａｎｄ１５００Ｋａｔｔｈｅｏｕｌｅｔｏｖｅｒｔｈｅｆｌａｔｐｌａｇｅ

图１０　平板入口温度为１２００Ｋ和１５００Ｋ时空气和

多组分燃气出口速度分布

Ｆｉｇ．１０　Ａｉｒ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ｇａｓｏｕｔｌｅ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ｉｎｌｅ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１２００Ｋ

ａｎｄ１５００Ｋａｔｔｈｅｏｕｌｅｔｏｖｅｒｔｈｅｆｌａｔｐｌａｇｅ

空气和多组分燃气出口速度分布。由于平板壁面

黏性滞止，平板出口速度随平板法向距离的减小

而逐渐减小，在平板壁面时速度滞止为零。图中

空气的出口速度略小于燃气的，且１５００Ｋ时的两

者差值大于１２００Ｋ的，表明在相同来流雷诺数

时，空气和燃气之间出口速度的差值随着温度的

升高而增大，当入口温度为１５００Ｋ时，两者最大

差别约为１．０３％。

图１１为不同入口温度下空气和多组分燃气

的当地努塞尔数犖狌狓 随当地雷诺数犚犲狓 变化曲

线。由图可见平板上的犖狌狓 随犚犲狓 的增大而增

大，入口为空气的 犖狌狓 略小于入口为燃气的

犖狌狓。由式（１６），及对流换热的相似理论
［１９］可

得，犖狌和犚犲与犘狉有关。当犚犲狓 不变时，犖狌狓 随

着犘狉的增大而增大，而犘狉随着温度的升高单调

增大，因此温度越高，犖狌狓 越大。但由于图６（ｃ）

中犘狉变化相对犚犲狓 较小，所以犖狌狓 的变化也较

小。入口温度为１２００Ｋ时空气与燃气的当地努

塞尔数的最大相对差别为２．８％，１５００Ｋ时两者

差别为３．０％。上述结果表明随着温度的升高，

空气和燃气犖狌狓 的差别也逐渐增大。

图１１　平板不同入口温度下空气和多组分燃气的当地

努塞尔数随当地雷诺数变化曲线

Ｆｉｇ．１１　ＬｏｃａｌＮｕｓｓｅｌｔｎｕｍｂ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ｖａｒｉｅｓｗｉｔｈ

ｌｏｃａｌ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ｎｕｍｂｅｒｏｖｅｒｔｈｅｆｌａｔｐｌａｔｅｆｏｒａｉｒ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ｇａ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ｌｅ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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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对比图１１与图９可见，相同入口温度

下，燃气的当地努塞尔数均大于空气的数值，而燃

气的出口温度亦大于空气的数值。上述数值结果

的原因在文中第３．２．２节进行论述，此处从略。

３　涡轮平面叶栅对流换热数值模拟

本节以涡轮平面叶栅对流换热为例，应用数

值模拟及理论分析方法，在其他定解条件相同时，

研究来流气体分别为空气及多组分燃气时，不同

工质热力参数对涡轮平面叶栅对流换热的影响。

３１　几何模型及边界条件

涡轮平面叶栅对流换热几何模型及边界条件

如图１２所示。流场入口及出口犃＝０．０１２５ｍ，叶

栅弦长为０．０１４５ｍ。

图１２　涡轮平面叶栅几何模型

Ｆｉｇ．１２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ｕｒｂｉｎｅｃａｓｃａｄｅ

数值模拟采用 ＡＮＳＹＳＦｌｕｅｎｔ１８．０的压力

基耦合求解器进行计算，采用ＳＩＭＰＬＥ算法。虽

然基于叶栅弦长的雷诺数不大，但由于叶栅入口

流场受发动机其他部件绕流的影响，入口流场一

般为湍流，由文献［２０］可知可实现性的犽ε模型

计算叶栅换热精度较好，因此本文采用此湍流模

型进行计算。叶栅进口采用速度入口（空气和燃

气速度可由雷诺数和空气与燃气的参数得到），入

口工质分别为空气和燃气，基于叶栅弦长的雷诺

数为１００００。入口温度分别为１２００Ｋ和１５００Ｋ；

入口湍流度设为５％。叶栅出口压强为１０１３２５

Ｐａ；叶栅壁面给定温度为１０００Ｋ；流场上下边界

为周期性对称边界。本文燃气热力参数计算结果

输入 ＡＮＳＹＳＦｌｕｅｎｔ８．０的处理方法与文中第

２．１节类似，此处不再赘述。

３２　计算结果及分析

３．２．１　网格无关性验证

涡轮平面叶栅几何模型采用结构化网格划

分，壁面上方第１层网格的最大狔
＋小于１，平

均狔
＋约为０．５２。为进行网格无关性验证，本

文建立了网格数 犖 分别为１４万、１８万和２４

万的３套网格，以验证入口温度为１２００Ｋ时的

网格无关性。

图１３（ａ）～图１３（ｃ）分别为不同网格时叶栅

出口温度和叶栅叶背、叶盆当地努塞尔数分布曲

线。图中犚犲ｓ为基于叶栅表面曲线长度的当地雷

诺数。图１３（ａ）可见３网格曲线基本重合，图

１３（ｂ）与图１３（ｃ）中１８万和２４万网格的叶背和

叶盆的犖狌ｓ曲线重合，而１４万的曲线有较大差

图１３　涡轮叶栅不同网格时出口温度和当地努塞尔数分布

Ｆｉｇ．１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Ｎｕｓｓｅｌｔｎｕｍｂ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ｔｔｈｅｏｕｔｌｅｔｏｖｅｒｔｈｅｔｕｒｂｉｎｅｃａｓｃａｄ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ｓｈｎｕｍｂ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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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结果表明，当网格数大于１８万时，计算结果

不受网格数影响。因此以下计算及分析采用１８

万网格进行。

３．２．２　不同入口温度下工质为空气和多组分

燃气对叶栅对流换热的影响

　　图１４（ａ）及图１４（ｂ）分别为入口温度为１２００

Ｋ和１５００Ｋ时空气和燃气的出口温度分布。由

图可见出口温度靠近上下边界的较高，中间较低。

这是由于流体流过呈周期性分布的叶片时，会受

到对流换热的影响，越靠近中部叶栅，受到的影响

越大。另外，工质为空气的出口温度比燃气的低，

入口温度为１５００Ｋ时空气和燃气之间的差别比

入口温度为１２００Ｋ时大。这表明在雷诺数不变

的情况下，入口工质的变化对出口温度的影响较

大，且随着温度的升高两者之间差别增大。

图１４　涡轮叶栅入口温度为１２００Ｋ和１５００Ｋ时空气

和多组分燃气的出口温度分布

Ｆｉｇ．１４　Ａｉｒ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ｇａ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ｉｎｌｅ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１２００Ｋａｎｄ

１５００Ｋａｔｔｈｅｏｕｔｌｅｔｏｖｅｒｔｈｅｔｕｒｂｉｎｅｃａｓｃａｄｅ

图１５（ａ）及图１５（ｂ）分别为入口温度为１２００

Ｋ和１５００Ｋ时空气和多组分燃气的出口速度分

布。由图可见，出口速度靠近上下边界的较大而

中间较小，其变化趋势与出口温度分布的图１４类

似。这是由于燃气组分的分子黏度会随着温度的

升高而增大，由雷诺数的定义可知，在来流密度和

特征长度尺度不变时，来流速度随分子黏度增大

而增大。另外，图１５（ａ）空气和燃气的曲线差别

较小，图１５（ｂ）中两者差别较大，表明在来流雷诺

数相同时，空气和燃气出口速度的差别随着温度

的升高而增大。

图１５中空气与燃气出口速度的不同是由于

入口温度和来流雷诺数相同时，入口速度不同导

致的。

图１５　涡轮叶栅入口温度为１２００Ｋ和１５００Ｋ时空气

和多组分燃气的出口速度分布

Ｆｉｇ．１５　Ａｉｒ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ｇａｓｏｕｔｌｅ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ｉｎｌｅ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ｆ１２００Ｋａｎｄ

１５００Ｋａｔｔｈｅｏｕｔｌｅｔｏｖｅｒｔｈｅｔｕｒｂｉｎｅｃａｓｃａｄｅ

图１６（ａ）～图１６（ｄ）分别给出了不同入口温

度、不同工质时叶栅当地努塞尔数犖狌ｓ的变化曲

线。由图可见，叶背和叶盆上的犖狌ｓ总体随着当

地犚犲ｓ的增大而增大，由于叶片尾缘附近当地流

场变化较大而有明显非单调变化。另外，图中空

气入口的犖狌ｓ小于燃气入口，这是由于犖狌与犚犲

和犘狉有关，与雷诺数的变化相比，普朗特数的变

１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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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对犖狌ｓ的影响较小（类似文中第３节平板的分

析），导致空气和燃气的犖狌ｓ差别较小，由图６（ｃ）

可知温度越高空气和燃气的犘狉越大，且燃气的

犘狉高于空气的，所以在犚犲ｓ 相同时，燃气的犖狌ｓ

大于空气的。入口温度为１２００Ｋ时，空气入口和

燃气入口在叶背上的犖狌ｓ差别为７．２５％，在叶盆

上为６．９５％；而入口温度为１５００Ｋ时在叶背及

叶盆差别分别为９．６９％、９．６０％。这表明在相同

犚犲条件下，随着温度的升高，空气和燃气之间

犖狌ｓ的差别也逐渐增大。

另外，图１６与图１４比较可见，无论是叶盆还

是叶背，燃气的当地努塞尔数均大于空气的数值；
图１６　涡轮叶栅不同入口温度时空气和多组分燃气当地

努塞尔数分布

Ｆｉｇ．１６　ＬｏｃａｌＮｕｓｓｅｌｔｎｕｍｂ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ｖｅｒｔｈｅ

ｔｕｒｂｉｎｅｃａｓｃａｄｅｆｏｒａｉｒ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ｇａｓ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ｌｅ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并且燃气的出口温度均大于空气的数值。上述对

比的结果并不存在矛盾，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对

稳定开口系统，气体传递给壁面的热流取决于进

出口气体的焓变（动能变化相比焓变可忽略）；再

由平均努塞尔数的定义，可得壁面热流为平均努

塞尔数与气体壁面热导率及入口温度与壁面温度

之差的乘积再除以对流换热的特征长度，即

犖狌λｗ 犜ｗ－犜（ ）ｉｎ
犔∞

＝
犿
·
犮狆 犜ｏｕｔ－犜（ ）ｉｎ

犃
（１７）

其中犖狌、λｗ、犜ｗ、犃、犔∞、犿
·
、犮狆、犜ｉｎ、犜ｏｕｔ分别为平

均努塞尔数、壁面热导率、壁面温度、涡轮平面叶

栅壁面面积及特征长度、叶栅通道质量流量、出入

口气体的平均比定压热容、入口平均温度、出口平

均温度。

式（１７）整理得

犜ｏｕｔ＝
犖狌λｗ

犿
·
犮狆
·犃
犔∞

犜ｗ－犜（ ）ｉｎ ＋犜ｉｎ （１８）

　　由式（１８）可知，燃气和空气入口温度的不同

取决于
犖狌λｗ

犿
·
犮狆
的大小（其余均相同）。

由文中第３．１节给定的计算条件及图１６和

图１４的计算结果曲线可得，燃气的平均努塞尔数

大于空气的数值。再由图６（ｂ）可得，相同温度

下，燃气的热导率大于空气的数值。

对于入口质量流量，由一维流质量流量定义

及基于入口速度、密度及黏度的雷诺数的定义，

可得

犿
·
＝
μｉｎ犚犲

犔∞

犃ｉｎ （１９）

　　根据式（１９），燃气和空气入口质量流量仅由

２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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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的黏性μｉｎ决定（其余均相同）。由图６（ａ）可

得，空气入口的质量流量大于燃气的数值。

由于图５（ａ）中燃气的比定压热容大于空气

的数值，且燃气和空气比定压热容的比值大于燃

气和空气
犖狌λｗ

犿
· 的比值，所以导致燃气的出口温度

比空气的大（具体数值大小可从上述论述提及的

相应图中获得，此处从略）。

４　结　论

本文发展了一种航空发动机燃烧室出口燃气

质量分数及热力性质计算方法，作为计算结果的

部分应用演示，用该计算方法给出的燃气各组分

质量分数等结果，以航空燃油为例进行了计算分

析，最后以平板及涡轮平面叶栅为例研究了在其

他定解条件不变时（为了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进行

对比），进口为空气和多组分燃气时热力性质对对

流换热的影响，结论如下：

１）理论分析及计算结果均表明，随着燃烧室

出口燃气温度升高（对应空燃比的降低），燃气中

的Ｏ２ 和Ｎ２ 质量分数单调下降，ＣＯ２ 和 Ｈ２Ｏ却

单调增加；燃气的定压及比定容热容随出口温度

的升高而单调增高，比热比则单调降低。

２）对平板对流换热，在数值模拟结果与理论

值进行对比并验证数值方法可行的前提下，在其

他条件相同时，结果表明燃气的当地努塞尔数比

空气略大。在当地雷诺数相同时，当入口温度分

别为１２００Ｋ及１５００Ｋ时，与空气相比，燃气的当

地努塞尔数从２．８％增大到３．０％。

３）对涡轮平面叶栅对流换热，在其他条件相

同时，结果表明燃气入口的当地努塞尔数比空气

入口的大，并且两者之间当地努塞尔数的差别随

入口温度的升高而增大，当入口温度分别为１２００

Ｋ及１５００Ｋ时，与空气相比，燃气的当地努塞尔

数从７．２５％增大到９．６９％。

４）给定几何条件时，对流换热努塞尔数只与

雷诺数和普朗特数有关，而燃气的普朗特数大于

空气的，因此燃气的当地努塞尔数大于空气的，在

深入研究以燃料为动力的热机及推进系统的对流

换热问题时，应考虑多组分燃气的热力性质对对

流换热的影响。

５）本文虽然研究了多组分燃气的热力学参

数对流换热的影响，由于多组分燃气的辐射换热

与对流换热的耦合效应，后续应研究辐射与对流

换热的耦合效应对换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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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ｏｗｅｒｈｅａｄｆｉｌｍｃｏｏｌｉｎｇａｅ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ｏｎａｆｉｒｓｔｓｔａｇｅｖａｎｅ［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９，１４１：１７１１８６．

［４］　张连博，毛晓芳，汪凤山，等．针栓喷注式 ＭＭＨ／ＮＴＯ推

力室燃烧及传热数值仿真［Ｊ］．推进技术，２０１５，３６（１０）：

１４８７１４９４．

ＺＨＡＮＧＬｉａｎｂｏ，ＭＡＯＸｉａｏｆａｎｇ，ＷＡＮＧＦｅｎｇｓｈａｎ，ｅ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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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３６（１０）：１４８７

１４９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周志坛，丁逸夫，乐贵高，等．高空飞行环境中液体运载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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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７７５８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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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ｋｅｒｏｓｅｎ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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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ＷＨＩＴＥＦＭ．Ｖｉｓｃｏｕｓｆｌｕｉｄｆｌｏｗ［Ｍ］．３ｒｄｅｄ．ＮｅｗＹ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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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犘犐犞技术的单圆孔脉冲射流流场特征

沈鑫篧１，毛军逵１，刘方圆１，范　俊２，韩省思１

（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 江苏省航空动力系统重点实验室，南京２１００１６；

２．陆军航空兵学院 陆军航空兵研究所，北京１０１１２１）

摘　　　要：对稳态射流及脉冲射流冲击靶板时的流场特性结构进行了探索和分析。采用高频粒子图像测

速技术，在射流管口到冲击靶板间距为６倍管径的条件下，对稳态射流进口雷诺数为６０００的稳态射流及脉冲

频率为２０Ｈｚ的脉冲射流进行了实验测量，得到了射流核心区、壁面射流区及滞止区内的速度分布。研究发

现：①由于射流剪切作用的影响，脉冲射流核心区的最大轴向脉动速度为稳态射流的３倍。②滞止区内，由于

射流的剪切作用和壁面的滞止作用，导致了脉冲射流轴向速度梯度最大为稳态射流的２倍，同时，滞止区内的

最大脉动速度是稳态射流脉动速度的３倍。③脉冲射流对壁面的卷吸以及旋涡的产生和传播过程，破坏了壁

面射流区稳定的速度边界层。相比稳态射流，脉冲射流的流场增加了湍流相干结构的含能并产生周期性的大

尺度卷吸涡。

关　键　词：冲击射流；脉冲射流；粒子图像测速；流场特性；旋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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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２０３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２０１７Ⅲ００１０００３６）

作者简介：沈鑫篧（１９９６－），男，硕士生，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传热传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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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１６，Ｃｈｉｎａ；

２．Ａｒｍｙ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ｒｍｙ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ｏｏｌ，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１１２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ｔｅａｄｙａｎｄｐｕｌｓｅｄｊｅｔｉｍｐｉｎｇｉｎｇｏｎ

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ｐｌａｔｅｗａ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ｍａｇ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ａｓｔｅａｄｙｊｅｔａｎｄａｐｕｌｓｅｄｊｅｔｗｉｔｈａ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２０Ｈｚ．Ｂｅｓｉｄｅｓ，

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ｊｅｔｎｏｚｚ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ｐｌａｔｅｗａｓ６ｔｉｍｅｓｔｈ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ｎｏｚ

ｚ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ｅａｄｙｊｅｔｉｎｌｅｔ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ｎｕｍｂｅｒｗａｓ６０００ｆｏｒｂｏｔｈｓｔｅａｄｙａｎｄｐｕｌｓｅｄｊｅｔｆｌｏｗｓ．

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ｅｊｅｔｚｏｎｅ，ｔｈｅｗａｌｌｊｅｔｚｏｎｅ，ａｎｄｔｈｅ

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１）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ｓｈｅａ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ｊｅｔ，ｍａｘｉｍｕｍａｘｉ

ａｌ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ｃｏｒｅｊｅｔｚ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ｐｕｌｓｅｄｊｅｔｗａｓｎｅａｒｌｙｔｈｒｅｅｔｉｍｅｓ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

ｓｔｅａｄｙｊｅｔ．（２）Ｉｎｔｈｅ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ａｘｉ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

ｐｕｌｓｅｄｊｅｔｗａｓ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ｔｗｉｃｅ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ｓｔｅａｄｙｊｅｔ，ｗｈｉ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ｈｅａｒａｃ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ｊｅｔ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ａｌｌ．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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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ｗａｓｎｅａｒｌｙｔｈｒｅｅｔｉｍｅｓ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ｓｔｅａｄｙｊｅｔ．（３）Ｔｈｅｅｎｔｒａｉｎ

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ｕｌｓｅｄｊｅｔ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ｖｏｒｔｅｘｌｅｄｔｏｔｈｅ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ｉｎｔｈｅｗａｌｌｊｅｔｒｅｇ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ｔｅａｄｙｊｅｔ，ｔｈｅ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ｏｆｔｈｅ

ｐｕｌｓｅｄｊｅ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ｏｆｔｈｅ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ｃｏｈｅｒ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ｖｏｒｔｅｘ．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ｉｍｐｉｎｇｉｎｇｊｅｔ；ｐｕｌｓｅｄｊｅｔ；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ｍａｇ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ｖｏｒｔｅｘ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射流冲击是强化局部换热的一种有效技术途

径，在航空航天领域等许多工程技术领域有着广

泛的应用［１］，如航空发动机热端部件的强化冷

却［２］和飞机系统的热气除冰［３］等。从机理上看，强

化换热与流动之间密不可分，研究流动特征有助于

进一步深入了解冲击射流换热的机理，因此不少学

者都致力于冲击射流的流动结构实验研究。

Ｆｌｅｉｓｃｈｅｒ等
［４］利用烟线法，通过流线显示了

冲击射流流场结构。毛军逵等［５］针对单圆孔（内

径为３０ｍｍ）射流冲击凹面靶板，通过烟线法发

现，当稳态射流进口雷诺数犚犲和冲击高度比

犎／犇（犎 为冲击高度，犇为圆孔射流管内径）较大

时，在凸面靶板周向两侧形成了稳定的旋涡结构。

徐惊雷等［６］针对圆孔射流（犇＝２６ｍｍ）冲击靶板，

利用热线风速仪测试了射流核心区的流速，发现

流动结构在犎／犇＝６，８时变化很大，射流核心区

的高湍流度使流动结构发生变化。

随着计算机技术以及图像处理技术的快速发

展，粒子图像测速（ＰＩＶ）作为一种先进的无扰动

流场测量技术［７］，也在冲击射流的流场结构和流

动特征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熊霏等［８］针对不

同冲击高度（犎＝２犇，３犇，６犇，８犇）的圆孔冲击射

流（犇＝１０ｍｍ），利用ＰＩＶ测试了冲击射流流场

结构，发现冲击射流的流场结构有螺旋模式和轴

对称模式。同样针对圆孔射流（犇＝２５ｍｍ），

Ｋａｌｉｆａ等
［９］利用ＰＩＶ，重点探究了射流主要特征

区域（射流核心区和壁面射流区）的速度分布。

近年来，因为脉冲射流能有效地破坏射流边

界层，具有潜在强化换热的能力，在强化换热领域

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１０１３］。这些研究中，仿真

模拟居多，对其流场结构和流动特性的实验研究

相对较少。耿丽萍等［１４］针对单圆孔（犇＝１５ｍｍ）

脉冲射流，利用ＰＩＶ定性分析了脉冲射流的流场

分布，发现靶板始终处于脉冲射流强烈冲击下，在

脉冲射流转变为壁面射流向外扩张的过程中，主

旋涡会与周围流体进行混合。同样工况条件下，

周静伟等［１５］利用ＰＩＶ获取了脉冲射流的相位平

均速度矢量图，展示了旋涡的演化过程。Ｇｈａｄｉ

等［１６］对于圆孔（内径为１００ｍｍ）冲击射流，利用

烟线法研究了冲击靶面处的涡结构，脉冲射流会

产生较大的旋涡。Ｈｅｒｗｉｇ等
［１７］用ＰＩＶ对比分析

了稳态射流和脉冲射流（脉冲频率犳＝１．２５，４０

Ｈｚ）流场的速度矢量图，认为急剧的速度变化产

生了旋涡运动，但是旋涡的形成并不能充分解释

脉冲射流强化传热的原因，需要从速度变化的角

度来进行研究。Ｈｓｕ等
［１８］利用烟线法和ＰＩＶ研

究了脉冲射流的时间平均速度矢量图，发现射流

核心区的速度矢量比壁面射流区域的速度矢量

大。Ｍｌａｄｉｎ等
［１９］对于不同稳态射流进口雷诺数

（犚犲＝１０００，５５００，１１０００）下的稳态射流和脉冲射

流，通过热线风速仪发现脉冲射流出口处的脉动

速度可以达到５０％的平均速度。

上述针对脉冲射流的研究中，对流场结构特

征给出了较为详细的定性描述，也初步就射流核

心区的速度分布开展了研究。但是脉冲射流核心

射流区的速度变化、近壁区脉动速度特征以及壁

面流涡系演化规律，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的开展机

理性研究和定量分析。

本文开展了脉冲频率犳＝２０Ｈｚ下单圆孔冲

击射流的流动特性实验研究，针对脉冲射流流场

结构开展定性特征分析和速度分布的定量研究，

阐明脉冲射流核心区、壁面射流区及滞止区内的

流动机制，为进一步深入了解脉冲射流换热的机

理提供依据。

１　实验方案

１１　物理模型

冲击射流实验段的物理模型如图１所示。圆

孔射流管内径犇＝４．５ｍｍ，管壁厚为１ｍｍ，射流

管出口到靶板之间的距离（即冲击高度）犎＝６犇。

为了保证射流出口截面上的流动充分发展，选取

的射流管长度为７０犇。此外，选用厚为１５ｍ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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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为２０ｃｍ×２０ｃｍ的胶木板作为冲击靶板，并在

靶板及射流管表面喷涂哑光黑漆，以减少激光反

射。观测流场坐标系如下：冲击靶板表面的中心

点（正对冲击射流滞止点）为坐标原点，狓轴为冲

击靶板表面的中心线，狔轴为射流管的中轴线。

采用激光平面（图２中绿色区域）照亮流场区域，

在与该平面垂直的方向上用ＣＣＤ（ｃｈａｒｇｅｃｏｕｐｌｅｄ

ｄｅｖｉｃｅ）相机拍摄采集流场图片（如图２所示）。

图１　单圆孔冲击射流物理模型

Ｆｉｇ．１　Ｐｈｙｓｉｃｓ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ｓｉｎｇｌｅｈｏｌｅｉｍｐｉｎｇｉｎｇｊｅｔ

图２　单圆孔冲击射流测量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ｉｎｇｌｅｈｏｌｅ

ｉｍｐｉｎｇｉｎｇｊｅｔ

１２　实验系统

进行流动研究的实验系统如图３所示，整套

实验装置包括供气系统、稳压系统、控制系统、测

量系统以及实验件，压气机（进气体积流量为０～

０．２５０ｍ３／ｍｉｎ）提供的气流从左端进入稳压腔，稳

压腔后端连接粒子发生器，再与高速脉冲电磁阀

相连，其中高速脉冲电磁阀由控制系统驱动。控

制系统由可编程逻辑控制器（ＰＬＣ）、驱动放大单

元和脉冲宽度调制（ＰＷＭ）组成。通过控制系统

对电磁阀两端的电压占空比进行调节，进而得到

按照特定规律周期性变化的脉冲出流。脉冲电磁

阀后接瞬态流量计对瞬时体积流量进行监控，通

过调节旁路上的节流阀和控制系统，产生特定频

率和体积流量的脉冲射流，最终射流从射流管出

口处冲击到靶板上。本实验中的测试设备有ＰＩＶ

系统，瞬态流量计，数据采集系统。瞬态流量计量

程为０～１８０ｍ
３／ｈ，精确度为０．８％；数据采集系

统量程为０～０．３ＭＰａ，精确度为１％。

图３　实验系统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本实验采用德国Ｌａｖｉｓｉｏｎ公司Ｆｌｏｗｍａｓｔｅｒ

型号的二维高频ＰＩＶ系统，光源为大功率集成化

的Ｎｄ：ＹＬＦ激光器，产生激光波长为５２７ｎｍ，脉

冲频率为１０００Ｈｚ。ＣＣＤ相机为Ｐｈａｎｔｏｍ高速

摄像机，分辨率为１２００像素×８００像素，双帧频为

１４帧／ｓ，镜头为ＴＯＫＩＮＡ微距镜头，焦距为１００

ｍｍ。示踪粒子平均粒径约为１μｍ，它能保证对

流场较好的跟随性。ＰＩＶ系统的控制和数据分析

是基于 ＷｉｎｄｏｗｓＮＴ４．０操作系统的 Ｄａｖｉｓ软

件。对采集到的图像进行互相关统计分析以及快

速傅里叶变换，可得到流动的速度场等。

１３　实验工况及处理公式

稳态射流进口雷诺数犚犲定义和计算公式

如下：

犚犲＝
ρ犝犇

μ
＝
４犿
·

πμ犇
（１）

其中ρ为气流密度，犝 为圆管出口处速度，μ为气

流动力黏度，犿
·
为出口气流质量流量。

实验中，脉冲频率犳＝２０Ｈｚ。为了对比脉冲

射流和稳态射流的流动特性，保持它们出口时均

速度一致，定义脉冲射流进口雷诺数犚犲ｐ

犚犲ｐ＝
２犚犲 　（ｏｎ）

０ 　（ｏｆｆ｛ ）
（２）

其中ｏｎ表示电磁阀处于开启状态，ｏｆｆ表示电磁

７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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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处于断开状态。

时均流场不足以准确反映脉冲射流的流动特

征，因此，对脉冲射流的流动特征用相位平均来研

究，引入无量纲时间变量狋＋来表示不同的相位，

狋＋公式如下：

狋＋＝τ／犜 （３）

其中τ为相位触发后一个周期内所经过的时间，

犜 则为一个脉冲信号变化的周期。取狋＋ ＝０，

０．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０．７，０．８，０．９共十个

相位进行分析。

稳态射流进口雷诺数犚犲设为６０００，脉冲射

流占空比设为５０％，脉冲射流进口雷诺数犚犲ｐ 在

电磁阀开启状态时为稳态射流进口雷诺数犚犲的

２倍，脉冲射流频率犳＝２０Ｈｚ，共拍摄了２００周期

（１０ｓ），１００００张瞬时照片，通过图像互相关处理

后再平均后可以得到不同相位下所需信息。

２　实验结果分析

２１　稳态射流实验结果准确性验证

实验中，首先进行了实验系统和测试方法的

可靠性验证。针对Ｃｏｏｐｅｒ实验
［２０］模型，本文开

展了稳态射流的流场测试。图４为稳态射流在核

心区中轴线上的轴向平均速度和轴向脉动速度。

保证实验的稳态射流进口雷诺数和 Ｃｏｏｐｅｒ实

验［２０］相同，将中轴线上轴向平均速度犞狔 及轴向

脉动速度犞′狔和Ｃｏｏｐｅｒ实验数据进行对比，其中

黑色实验点为ＰＩＶ测量值，红色实验点为Ｃｏｏｐｅｒ

实验数据，横坐标无量纲化为犢／犇，其中犢 为射

流到冲击靶板的距离。图４（ａ）的纵坐标无量纲

化为犞狔／犞ｂ，其中犞ｂ 为稳态射流出口轴向速度。

图４（ｂ）的纵坐标无量纲化为犞′狔／犞ｂ。

通过将ＰＩＶ测量数据和Ｃｏｏｐｅｒ
［２０］通过热线

风速仪所测实验值进行对比后，可以发现所测轴

图４　射流核心区轴向平均速度和轴向脉动速度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ａｘｉ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

ａｘｉａｌｐｕｌｓａｔｉ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ｎｃｏｒｅｊｅｔｚｏｎｅ

向平均速度和轴向脉动速度与参考实验值基本吻

合，通过稳态射流的ＰＩＶ实验验证了本文采用的

ＰＩＶ测量方法的准确性。从图４（ａ）中可以看出，

轴向平均速度在射流核心区内维持稳定，在

犢／犇＜１时也就是滞止区内迅速减小直至为零，

ＰＩＶ实验值和参考实验值的平均误差为１．３％。

从图４（ｂ）中可以看出，轴向脉动速度基本维持线

性变化，越靠近靶板，轴向脉动速度越大，平均误

差为４．１％。上述比对结果，表明本文的测试系

统和方法具有良好的可信度。

２２　脉冲供气特征验证

为了保证脉冲射流进口条件的可靠性，本文

还进行供气特征验证测试。图５为使用ＰＩＶ测

量脉冲电磁阀后射流出口１犇位置点犘 上的轴向

平均速度随时间狋的变化规律图。其中犚犲＝

６０００，脉冲频率犳＝２０Ｈｚ。

图５　射流出口气流轴向平均速度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ｅｌａｗ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ａｘｉ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ｔｏｕｔｌｅｔ

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如图５所示，对于连续射流，管道出口的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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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速度存在微弱的变化，但总体可以视为是连

续稳定的；对于脉冲射流，在不同周期上具有良好

的周期重复性。前１／２个周期内（０～０．５犜），阀

门处于开启状态，狋＝０ｓ时刻，阀门开启，射流刚

从射流管口射出，出口位置处的轴向平均速度逐

渐升高至最大，脉冲射流的轴向平均速度犞狔 为

稳态射流出口轴向速度犞ｂ 的２倍，犞狔 有一些波

动，这是由于射流管内的气流惯性以及气源供气

品质所致。后１／２个周期内（０．５犜～犜），阀门闭

合，脉冲射流出口中心位置处的轴向平均速度会

逐渐减弱至０ｍ／ｓ。总体上看，本实验的脉冲电磁

阀产生的周期性脉冲信号是可行的。

２３　脉冲射流的流场特征

图６为犚犲＝６０００时，犳＝２０Ｈｚ的脉冲射流

在某一个周期犜 内不同时刻的瞬时流场可视化

图片（如图中左半幅所示），并和相同犚犲下的稳态

射流（如图中右半幅所示）进行对比。其中横坐标

无量纲化为犡／犇，犡为从驻点向两边扩展距离。

图６　脉冲射流及稳态射流流动可视化对比图

（犚犲＝６０００，犎／犇＝６）

Ｆｉｇ．６　Ｆｌｏｗ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ｕｌｓｅｄｊｅｔａｎｄｓｔｅａｄｙｊｅｔ

（犚犲＝６０００，犎／犇＝６）

从图６中左半幅可观察到脉冲射流对周围流

体的卷吸，旋涡的形成、传播、扩散以及旋涡沿靶

板壁面发展的过程。

０犜时刻，脉冲射流从管口射出后对周围空气

进行夹带和卷吸，在射流核心区和周围流体交界

处能捕捉到较强的旋涡，并沿核心区传播，从

０．０５犜时刻和０．１犜时刻的瞬时流场图中明显可

见。０．１犜时刻，旋涡传播到距靶板１犇 的位置，

旋涡随着射流与周围流体的剪切以及中心区域的

夹带而增大，并且在图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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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射流产生的串列涡结构。

在０．１５犜时刻后，脉冲射流撞击靶板表面

后，壁面射流区犅 内的旋涡仍然向周围流体卷

曲，并沿径向扩散，与稳态射流壁面射流区不同。

在０．１５犜～０．８犜时刻，壁面始终处于脉冲射流的

强烈冲击和旋涡的传播、扩散作用之下，在

０．１５犜～０．４犜时刻，旋涡会和周围流体进行混

合，旋涡的影响区域不断增大。在０．６犜时刻，阀

门已关闭，此时射流核心区的气流在消散，只因流

体的惯性残留部分气流，同时壁面旋涡的强度也

在减弱，从０．６犜及０．８犜时刻的瞬时图中可以看

出。由此可见，本文采用高频ＰＩＶ可清晰地捕捉

到旋涡的生成发展过程和运动轨迹。

对比脉冲射流和稳态射流，可以发现在加入

２０Ｈｚ脉冲信号后，流场结构变得更复杂（如流体

的夹带、旋涡的产生和扩散），特别是在壁面流区

域，稳态射流并不会产生如区域犅、犆所示的周期

性旋涡空间演化。这些旋涡的生成、发展和耗散

过程证明了阶跃变化的脉冲信号促进了脉冲射流

的卷吸作用。同时，在不同的时刻处，射流核心区

的速度也会发生变化，这一点，将在后面进行定量

分析。

为了更好地说明脉冲射流的流场特征，本文

也进一步将脉冲射流在不同相位处的速度矢量图

（如图中左半幅所示）和相同犚犲下的稳态射流

（如图中右半幅所示）进行对比，如图７所示。其

中对于脉冲射流选择狋＋ ＝０，０．１，０．２，０．３，０．４，

０．６，０．８相位的速度矢量图。

从图７中可以发现，在阀门开启后的狋＋ ＝

０．１相位处，脉冲射流和周围环境的气体会发生

剪切作用，导致气流发生偏转，产生小的顺时针旋

涡。在狋＋＝０．２相位时，射流会和壁面产生作用，

速度发生较大偏转，在旋涡沿径向扩散时，顺时针

图７　速度矢量对比图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ｅｃｔｏｒ

旋涡的范围也会变得更大，在有旋涡处的径向速

度明显增大，这些在右半边的稳态射流对比图中

并未观察到。

将瞬时照片经过相位平均后得到图８，脉冲

射流和稳态射流的旋流强度λｃｉ对比图。其中选

择了脉冲射流狋＋＝０．４相位处的旋流强度和稳态

射流进行对比。

旋流强度λｃｉ是用来标识湍流旋涡结构的主

流方法，是速度梯度张量特征值的虚部，能够标识

出具有旋涡结构的流体区域，λｃｉ越大，涡的强度越

强［２１］。图８中可以看到：在射流核心区犃 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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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旋流强度对比图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ｗｉｒ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比于稳态射流，加入２０Ｈｚ脉冲信号后，λｃｉ较大的

区域增多，流场湍流特性增强。同时，在壁面射流

区犡／犇＝－９处存在一处旋流强度较大的区域，

说明冲击形成的壁面流在发展的过程中，和周围

环境空气存在明显的剪切作用，上一时刻小尺度

涡旋逐步汇聚，在此处产生较大尺度的旋涡，并最

终耗散于环境大气中。

图９为脉冲射流和稳态射流在射流核心区和

滞止区内的应变率对比图。其中选择了脉冲射流

狋＋＝０．４相位处的旋流强度和稳态射流进行对比。

从图９中可以看到，相比于稳态射流，加入

２０Ｈｚ脉冲信号后，在射流核心区和滞止区内的

应变率犛１２明显增大，脉冲射流和周围空气的剪切

作用也越强，加上近壁面的滞止作用，射流速度在

滞止区内将会衰减得更快。

图９　应变率对比图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

２４　脉冲射流的时均速度特征

为了观察到不同相位时射流核心区的速度变

化，在流场中选择了射流核心区中轴线上距靶面

１犇位置处的点犕，作出它在不同相位处的沿轴

向的轴向平均速度分布，如图１０所示。

从图１０中，可以观察到，在脉冲射流不同相

位处，点犕 处的轴向平均速度会发生很大变化，

狋＋＝０相位时，阀门开启，气流还未到达点犕 处，

轴向平均速度几乎为０ｍ／ｓ。点犕 处的轴向平均

速度随时间不断增大，直至狋＋ ＝０．４时刻达到最

大，为同犚犲下稳态射流的２倍，在轴向平均速度

比稳态射流高的相位时刻，射流对靶面的冲击也

图１０　不同相位处轴向平均速度分布

Ｆｉｇ．１０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ａｘｉ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ｈａｓｅｓ

会更强。狋＋＝０．５相位时，阀门闭合，点 犕 处的

轴向平均速度逐渐降低，在狋＋＝０．８时，轴向平均

速度只有稳态射流的４０％。在接下来的分析中，

选择狋＋ ＝０（阀门开启，气流刚从管口射出），０．４

（脉冲射流速度最大），０．８（阀门已闭合）３个相位

处的脉冲射流进行分析。

图１１给出了脉冲射流核心区中轴线上的３

个不同相位处的轴向平均速度进行定量分析。

图１１　射流核心区中轴线轴向平均速度对比图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ａｘｉ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ｎｔｈｅａｘｉｓｏｆｃｏｒｅｊｅｔｚｏｎｅ

在滞止区，也就是犢／犇＜１范围内，脉冲射流

和稳态射流的轴向平均速度存在下降趋势，但降

低的速度梯度不同。脉冲射流在狋＋＝０．４相位时

速度梯度为稳态射流速度梯度的２倍，在狋＋ ＝０

相位时，此时刚刚供气，射流还未达到壁面区域，

而狋＋＝０．８相位时，此时上游供气阀门已关闭，射

流维持即将消失，所以在滞止区的速度梯度都小

于稳态射流。因此，在犳＝２０Ｈｚ时，脉冲射流在

滞止区的衰减速度梯度最大为稳态射流的２倍。

图１２为稳态射流和犳＝２０Ｈｚ脉冲射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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犢／犇＝１．５，１，０．５处的轴向平均速度对比。

在稳态射流和脉冲射流的狋＋ ＝０，０．８相位

时，壁面射流区的轴向平均速度基本为０ｍ／ｓ。而

在狋＋＝０．４相位时，近壁面处的轴向平均速度会

出现较大波动，这是因为脉冲射流的不稳定性导

致了壁面流的卷吸，产生的旋涡，如图６中所示，

相比于稳态射流，脉冲射流会破坏壁面射流区稳

定的速度边界层。

图１２　不同犢／犇位置处轴向平均速度的对比

Ｆｉｇ．１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ａｘｉ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犢／犇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观察犢／犇＝１．５，１，０．５处壁面射流区的轴向

平均速度，由于受到旋涡结构的影响。壁面附近

轴向平均速度出现较强的正负交替现象，从图６

中可以观察到旋涡中心在距离壁面１犇 位置处，

这就解释了在犢／犇＝１时，壁面射流区的轴向平

均速度波动为最大，其中最大值为稳态射流轴向

平均速度的１５％。

２５　脉冲射流的脉动速度特征

图１３是对脉冲射流核心区中轴线上的不同

相位时的轴向脉动速度进行定量分析。

图１３　射流核心区中轴线轴向脉动速度对比图

Ｆｉｇ．１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ｘｉａｌｐｕｌｓｅ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ｉｎｃｏｒｅｊｅｔｚｏｎｅ

在射流核心区，在狋＋＝０时，射流核心区的轴

向脉动速度几乎为０ｍ／ｓ。在狋＋＝０．４时，轴向脉

动速度会增大，因为脉冲射流的非定常特性，和周

围空气的剪切作用，导致轴向脉动速度为稳态射

流轴向脉动速度的３倍，同时，核心区内轴向脉动

速度不断波动，体现了脉冲射流的不稳定性。在

狋＋＝０．８时，核心区的轴向脉动速度会减小到稳

态射流的一半。

在滞止区内，可以看到狋＋＝０．４相位时刻，越

靠近壁面处，滞止区内的轴向脉动速度越高，体现

出的脉动越强。

图１４为稳态射流和犳＝２０Ｈｚ脉冲射流在

犢／犇＝１．５，１，０．５处的轴向脉动速度对比。

在图１４中，从不同犢／犇 位置处能观测到稳

态射流核心区内存在明显的双峰现象，体现了射

流和周围环境空气的剪切作用，而在加入脉冲信

号后，在狋＋＝０．４相位处并未发现双峰现象，这是

因为脉冲射流核心区的能量增强，大于射流和周

围空气的剪切作用，这一点之后可以从功率谱图

中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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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不同犢／犇位置处轴向脉动速度的对比图

Ｆｉｇ．１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ｘｉａｌｐｕｌｓｅ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犢／犇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从狋＋＝０．４相位处曲线可以观测到，犢／犇＝

０．５位置，滞止区内的轴向脉动速度最大值是稳

态射流轴向脉动速度的３倍，同时可以看到绿色

曲线波峰波谷处的趋势和其他时刻一致，但在波

峰处，也就是滞止区内出现了不对称问题，这是由

于脉冲射流对壁面的强烈冲击作用，使得滞止区

内的脉动增强，轴向脉动速度变化不稳定。在

狋＋＝０，０．８相位，因为流场中气流较少的原因，此

时滞止区内轴向脉动速度较小。

在壁面射流区，现象和图１２所示相同。狋＋＝

０，０．８相位时，壁面射流区的轴向脉动速度基本

保持稳定，在狋＋＝０．４相位时，轴向脉动速度会出

现波动，产生的旋涡破坏了壁面处的速度边界层。

在旋涡的位置犡／犇＝９处，轴向速度脉动增强，

导致了轴向脉动速度在犡／犇＝９存在一个峰值，

在犢／犇＝１时，这个峰值最高，为稳态射流轴向脉

动速度的２倍。

在越靠近壁面处，脉冲射流对壁面的强烈的

冲击使得滞止区内的脉动增强，气流会出现强烈

的动量交换，轴向脉动速度变化不稳定，这不稳定

的轴向脉动速度变化也导致了左侧壁面处的轴向

脉动速度会稍高于右侧，出现一定的不对称现象。

所以从图１４中可以观察到，图１４（ａ）和图１４（ｂ）

所展示离壁面相对较远的区域（犢／犇＝１．５，１．０），

两侧轴向脉动速度基本还是比较对称的，而在靠

近壁面较近的区域（犢／犇＝０．５），两侧轴向脉动速

度分布出现了一定的不对称情况。

为进一步分析流动的不稳定性，本文应用了

功率谱方法［２２］。图１５为脉冲频率犳＝２０Ｈｚ时

的功率谱图。选取了射流核心区内３个距壁面不

同的位置，其中横坐标为脉冲射流的频率特性，纵

坐标为功率谱密度（ｐｏｗ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ＰＳＤ）。

ＰＳＤ是由测量的速度值经过快速傅里叶变

换得到的。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稳态射流的功

率谱以虚线形式叠加在每个图上进行比较。脉冲

射流的ＰＳＤ在不同位置处都有一个主峰，这个主

峰的频率就是脉冲射流本身的脉冲频率２０Ｈｚ。

其他的二次峰值均是由于射流的脉冲频率以及流

体自身固有频率的谐振产生，而频率越高对应流

场中湍流尺度越小，相应的涡结构含能越小，导致

功率谱密度峰值随着频率的增加而逐渐降低。

图１５不同位置的功率谱图还显示，脉冲射流

相比稳态射流具有明显的主频，且主频以及谐波

３５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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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犳＝２０Ｈｚ脉冲射流功率谱

Ｆｉｇ．１５　Ｐｕｌｓｅｄｊｅｔｐｏｗ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ｔ犳＝２０Ｈｚ

频率具有较高的ＰＳＤ值。由于主频主要是由流

场中的湍流大尺度结构的不稳定性产生，结合图

６可以发现，脉冲射流的流场相比稳态射流增加

了湍流相干结构的含能并产生周期性的大尺度卷

吸涡，因此这也表明脉冲射流可以增加流场中的

含能大尺度结构，而这也势必会对冲击靶板的换

热特性及其分布带来显著的影响。

３　结　论

本文主要针对相同稳态射流进口雷诺数下的

稳态射流和脉冲频率犳＝２０Ｈｚ的脉冲射流进行

了流动特性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

１）射流核心区内，对于相同犚犲的稳态射流

和脉冲射流，于射流剪切作用的影响，脉冲射流的

最大轴向脉动速度为稳态射流的３倍。

２）滞止区内，越靠近壁面处，脉冲射流的轴

向速度会逐渐降低，速度梯度远大于稳态射流，

犳＝２０Ｈｚ时，脉冲射流在滞止区的轴向速度衰减

梯度最大为稳态射流的２倍。同时，由于脉冲射

流的剪切作用和壁面处的滞止作用，导致滞止区

内存在很大的脉动特性，越靠近壁面处，滞止区内

的轴向脉动速度越高，滞止区内的最大轴向脉动

速度是稳态射流轴向脉动速度的３倍。

３）阶跃变化的脉冲信号促进了脉冲射流对

壁面的卷吸及旋涡的产生和传播过程，破坏了近

壁面处稳定的速度边界层。通过高频ＰＩＶ可以

观察到旋涡的发展过程。

４）脉冲射流的流场相比稳态射流增加了湍

流相干结构的含能并产生周期性的大尺度卷吸

涡，因此这也表明脉冲射流可以增加流场中的含

能大尺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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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０，３９（２）：２３６２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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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Ｍａｓ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１９９３，３６（１０）：２６７５２６８４．

［２１］　ＺＨＵＺ，ＮＩＵＪ，ＬＩＹ．Ｓｗｉｒｌｉｎｇ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ｂａｓｅｄｌａｒｇｅｅｄ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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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ｌｏｗ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ｎｕｍｂｅｒｓ［Ｊ］．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１４，３５（８）：９５９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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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燃油箱惰化中氧体积分数控制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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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油箱惰化的氧体积分数控制指标，即极限氧体积分数，测定标准、理论与实验研究成果进行了

较为系统地梳理与总结，并基于前人研究成果提出：①采用 Ｎ２ 惰化时，对于ＲＰ３燃油，其地面状态下，可采

用１２％作为油箱氧体积分数控制指标。②对于民机，飞行包线内燃油箱氧体积分数控制指标可为从海平面

到３０４８ｍ高度，油箱内气相空间极限氧体积分数不超过１２％，３０４８～１２１９２ｍ高度，不超过从１２％线性增加

到１４．５％；对于军机，可以考虑在民机标准上增加２０％安全裕度，即从地面的９％线性增加至１２１９２ｍ的

１２％。③目前国内军机惰化系统研制中，规定在整个飞行包线内控制燃油箱气相空间氧体积分数不超过９％

的要求值得商榷，它将直接带来因过度防护而产生的代偿损失过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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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Ｌｉｍｉｔｅｄ，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１１０６，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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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ｔｅｓ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ｎ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ｏｘｙｇｅｎ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ｆｕｅｌｗｅｒｅｓｙｓ

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ｔｈｅｎｓｏｍ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ｂｙ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ｄｒａｗｉｎｇｏ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１）ＷｈｅｎＮ２ｉｎｅｒｔｉｎｇｗａｓａｄｏｐ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１２％ｏｘｙｇｅｎ

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ａ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ｄｅｘｏｆｏｘｙｇｅｎ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ｆｕｅｌｔａｎｋ

ｆｏｒＲＰ３ｆｕｅｌ．（２）Ｆｏｒｃｉｖｉｌ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ｄｅｘｏｆｏｘｙｇｅｎ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ｆｕｅｌ

ｔａｎｋ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ｆｌｉｇｈｔ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ｃａｎｂ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ｔｈａｔ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ｅｄｏｘｙｇｅｎｖｏｌｕ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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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ｍｉｔｅｄｏｘｙｇｅｎ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ｌｉｎｅａｒｌｙｆｒｏｍ９％ａｔ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ｔｏ１２％ａｔ１２１９２ｍ．

（３）Ａ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ｅｒ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ｏｘｙｇｅｎ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ｕｌｌａｇｅｏｆｆｕｅｌｔａｎｋｗｉｔｈｉｎ９％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ｆｌｉｇｈｔ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ｗａｓｄｅｂａｔａｂｌｅ，ｗｈｉｃｈｗｏｕｌｄ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ｌｅａｄｔｏ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ｃｏｍ

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ｌｏｓ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ｆｕｅｌｔａｎｋ；ｉｎｅｒ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ｏｘｙｇｅｎ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ｄｅｘ；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ｏｘｙｇｅｎ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ｓ

　　燃油易燃易爆的特点，使得油箱安全性一直

都是航空领域人们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飞机设

计时必须考虑采用有效的技术措施以减少燃油燃

爆发生概率，并尽可能降低其危害程度，对此，人

们已开展长达数十年的研究工作，最新研究成果

表明［１４］，机载燃油箱惰化技术就是目前实用的、

最为理想的飞机油箱燃爆抑制技术。

所谓的机载燃油箱惰化技术就是通过机载空

气分离装置产生富氮气体，并利用该富氮气体惰

化油箱气相空间，以确保飞机油箱气相空间中的

氧体积分数，在整个飞行过程中保持低于支持燃

油燃烧所需要的氧体积分数水平。由此可见，要

应用机载燃油箱惰化技术，实现对油箱气相空间

氧体积分数的控制，则必须首先解决氧体积分数

控制指标问题。

事实上，无论燃油的组成成分如何，当不断降

低油箱气相空间混合物中氧体积分数时，其混合

物的可燃上限与下限将会汇聚于一个点，该点就

是所谓的极限氧体积分数（量符号记为φｌｏ），当混

合物中氧体积分数低于极限氧体积分数时，即使

有点火源存在亦不能使之燃烧，因此，所谓的氧体

积分数控制指标问题，其实质就是确定航空燃油

在不同飞行条件下极限氧体积分数的变化规律

问题。

无疑，极限氧体积分数变化规律对于飞机惰

化系统设计而言极其重要，它直接决定着惰化系

统的质量与运行成本，是惰化系统设计的依据所

在。本文基于国内重大型号专项燃油箱惰化技术

研制任务需要，就极限氧体积分数测定标准、航空

燃油极限氧体积分数理论与实验研究成果进行了

较为系统地梳理与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分析，

获得建设性结论，以期为惰化系统研制中氧体积

分数控制指标确定提供有益参考。

１　可燃气体极限氧体积分数测定

标准

　　简要地说，可燃气体极限氧体积分数的测定

原理就是将燃气、氧气和惰性气体按照一定的比

例混合，采用一定能量的点火源点燃，通过改变混

合气体中氧体积分数，直至测得不能发生燃烧的

最大氧体积分数值为止［５］。目前，国际上关于可

燃气体极限氧体积分数测定标准主要有ＢＳＥ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Ｎｏｒｍ）１８３９２０１７、

ＤＩＮＥ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Ｎｏｒｍ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Ｎｏｒｍ）１４７５６２００７和 ＡＳＴＭ（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ｔ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Ｅ２０７９０７（２０１３）。

ＢＳＥＮ１８３９２０１７“可燃气体及蒸气燃爆极限

与极限氧体积分数测定”是英国标准学会２０１７年

颁布的新标准［６］，该标准规定了在常压、常温下，

测定易燃气体极限氧体积分数的两种实验方法，

即：试管法或爆炸法，以及通过测试结果绘制三元

燃爆区域图方法。

试管法实验装置如图１所示，混合气体从底

部进入，向上流入并完全充满圆柱形测试容器后，

在静态条件下，使用感应火花点火，观察火焰产

生，逐步降低混合气体中的氧体积分数，直到使混

合气体无法着火为止。

爆炸法没有指定实验装置，实验容器可以是

圆柱形或球形，但容器内部容积应大于０．００５ｍ３，

若使用圆柱形容器，则长径比应在１～１．５范围

内；实验容器和安装在容器上的任何设备应能承

受１５００ｋＰａ以上过压。其测试流程为：在密闭容

器中静置待测混合物，记录点火产生的过压，并以

此表征待测混合物的燃爆特性，逐步改变混合物

中物质组分直至不产生过压为止。

图２为可燃气体、空气和惰性气体的三元燃

爆区域图，图中１表示燃爆区域，２表示顶点，３表

７５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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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试管法实验装置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ｔｈｅｔｕｂｅｍｅｔｈｏｄ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图２　三元组分燃爆区域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ｒｅ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ｅｔｏｎａ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

示化学计量线，狓表示摩尔分数，０、５％、１００％表

示摩尔分数的值。Ｉ表示惰性气体，Ｓ表示测试物

质，Ａ表示空气，相应的下标为ｉ、ｓ、ａ。３种气体

的体积分数绘制在３条轴上，图中某点气体体积

分数由该点到顶点三角形对边的距离来表示。在

惰性气体体积分数为０时，测得常温常压空气中

可燃气体的燃爆上限（ｕｐｐｅｒ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ｌｉｍｉｔ，

ＵＥＬ，量符号记为犔ｕｅ）和燃爆下限（ｌｏｗｅｒｅｘ

ｐｌｏｓｉｏｎｌｉｍｉｔ，ＬＥＬ，量符号记为犔ｌｅ），燃爆上限

ＵＥＬ和下限ＬＥＬ有一个顶点，它对应于极限空

气体积分数（量符号记为φｌａ），通过极限空气体积

分数可以计算出极限氧体积分数。

φｌｏ＝０．２０９φｌａ （１）

　　标准还给出了两种由三元组分燃爆区域图确

定极限空气体积分数的程序，即扩展程序和短程

序。多数情况下极限空气体积分数处于燃爆区域

顶点，可应用短程序；如果极限空气体积分数由

ＵＥＬ分支上的切线给出，则应采用扩展程序。

判定采用扩展程序或短程序的标准为

犔ｕｅ≤０．８（１００－狓ａｉｒ，ｌ） （２）

其中狓ａｉｒ，ｌ表示爆炸极限处的空气摩尔分数。

若满足式（２），则应用短程序；反之，应用扩展

程序。

２０１３年，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颁布了ＡＳＴＭ

Ｅ２０７９０７标准
［７］，该标准制订了混合气体极限氧

体积分数测试方法，方法中对测试容器提出了一

系列要求，如：测试容器形状应为球形、容量不小

于４Ｌ、最大／最小内部尺寸比不大于２；实验容器

配备有机械搅拌装置，以确保点火前的均匀混合；

高温条件下实验时，可使用加热套、加热罩或加热

室对测试容器进行加热，加热系统应能将测试容

器内的气体温度控制在±３℃之内；使用热电偶

等设备来监测气体温度时，着火点应位于容器中

心附近，并远离测试容器内部任何表面或障碍物；

在最高测试温度下，测试容器的最大允许工作压

力应超过最大预期爆燃压力，等等。图３为满足

该要求的一种测试容器。

图３　７．８５Ｌ球形测试容器

Ｆｉｇ．３　７．８５Ｌ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ｖｅｓｓｅｌ

根据室温下待测混合物所处状态，该标准还

规定了两种测试流程。

１）测试流程１

测试样品室温下为气体。将供气管路连接到

计量阀歧管，冲洗管路与测试容器，确保测试容器

彻底清洗后，通过阀门分别将待测混合物添入测

试容器，并记录其分压；待气体混合物达到平衡

后，记录测试容器内的初始温度和压力，启动点火

源；获取压力升高值，如果该值大于或等于初始测

试压力的７％，则将记录为“通过”，否则，“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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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不着火）。

根据需要改变燃料氧气惰性气体的体积分

数（分压），以确定在特定燃料和惰性气体体积分

数下的极限氧体积分数。

２）测试流程２

测试样品室温下为液体。通过加热或注射两

种途径将液体成分添加到测试容器中；留出足够

时间等待液体组分的充分蒸发和达到热力学平

衡；达到热力学平衡后按照流程１来测定液体的

极限氧体积分数。

目前国内大多采用ＢＳＥＮ１８３９２０１７测试标准

来进行航空燃油可燃气体极限氧体积分数测定［８］。

２　航空燃油极限氧体积分数实验

国外航空燃油极限氧体积分数实验对象主要

为Ｊｅｔ和ＪＰ系列燃油。ＪｅｔＡ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就

成为了美国标准的民用航空燃料，同时，ＪｅｔＡ１和

ＪｅｔＢ在商用飞机中亦有使用；美国军方早期广泛

使用ＪＰ４航空燃油，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ＪＰ８

逐渐替代了ＪＰ４成为了美军方主要航空燃料。

２１　采用低能点火源及着火作为极限氧体积

分数测试标准

　　考虑到民用飞机在“失效安全”设计的基础

上，其着火现象一般是由不可根绝故障所导致的

短路电流、摩擦／静电火花、高温壁面等低能点火

源所引发，为此，研究人员首先就低能点火源的点

燃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

图５　Ｊｏｎｅｓ实验结果
［９］

Ｆｉｇ．５　Ｊｏｎｅｓｓ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９］

Ｊｏｎｅｓ和Ｇｉｌｌｉｌａｎｄ
［９］为比较各种可燃气体空

气中添加惰性气体后的极限氧体积分数，在实验

室温度和压力下采用了图４所示的装置进行实

验，其实验结果如图５所示。

从图５中可见，大多数碳氢化合物的极限氧

体积分数在２％之内变化；在１０１３２５Ｐａ、３００Ｋ下

采用 Ｎ２ 惰化时，航空煤油的极限氧体积分数值

在１１％～１２％之间。

Ｓｔｅｗａｒｔ和Ｓｔａｒｋｍａｎ
［１０］实测了Ｎ２ 对飞机油

箱的惰化效果，所绘制的ＪＰ４燃油极限氧体积分

数随高度变化规律如图６所示，由图可见，随着高

图４　Ｊｏｎｅｓ实验装置
［９］

Ｆｉｇ．４　Ｊｏｎｅｓｓｔｅｓｔｄｅｖｉｃｅ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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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极限氧体积分数随高度变化规律

Ｆｉｇ．６　Ｌｉｍｉｔｅｄｏｘｙｇｅｎ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ｗｉｔｈｈｅｉｇｈｔ

度增加，极限氧体积分数亦增加。

Ｓｕｍｍｅｒ
［１１］建立了如图７所示的极限氧体积

分数实验系统，该实验系统包含一个１０ｍ３ 容器，

其最大承压为４４８２ｋＰａ，容器中放置了体积为

０．２５５ｍ３ 测试油箱，测试燃油采用ＪＰ８，并配备

有热电偶、压力传感器、气体采样管线、ＴＨＣ（ｔｏ

ｔａｌ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分析仪、加热器及风扇等，２２．８

ｃｍ×２２．８ｃｍ的燃料盘放置在油箱的中心，油箱

顶部安装有压力释放装置，采用真空泵将油箱抽

至测试高度对应的压力，其点火源能量为０．０５～

２．８Ｊ，持续时间在０．０１～１ｓ之间，实验结果如图

８所示。

图７　Ｓｕｍｍｅｒ实验系统
［１１］

Ｆｉｇ．７　Ｓｕｍｍｅｒｓｔｅｓｔｓｙｓｔｅｍ
［１１］

图８　Ｓｕｍｍｅｒ实验结果
［１１］

Ｆｉｇ．８　Ｓｕｍｍｅｒｓ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１１］

　　Ｓｕｍｍｅｒ实验获取如下结论：在不同点火源

能量和持续时间下，实验数据较好重合，氧体积分

数低于１２％的唯一点火事件归因于氧气测量系

统的固有误差；极限氧体积分数随高度而增加，

０～３０４８ｍ 时极限氧体积分数为１２％，３０４８～

１２１９２ｍ时，极限氧体积分数从１２％线性提高到

１４．５％；在海平面下、点火能量在０．０８～２．８Ｊ范

围内时，极限氧体积分数在１１．９％～１２．８％之

间；氧体积分数比极限氧体积分数高１％～１．５％

条件下，当海拔高度增加到９１４４ｍ时，点燃时产

生的峰值压力降低，而达到峰值压力的时间增加。

２２　采用高能点火源及过压作为极限氧体积

分数测试标准

　　军机燃油箱潜在点火源除系统故障失效外，

还包括穿甲弹、燃烧弹等敌方炮火，且燃油箱被炮

弹击中后可能产生的过压现象将导致飞机结构损

坏，因此采用高能点火源及过压作为极限氧体积

分数测试标准更符合军机惰化系统将面临的实际

情况。

Ｋｕｃｈｔａ
［１２］系统总结了前人关于各种惰化剂

在防止烃类燃料空气系统中着火和火焰传播方

面的工作，并根据燃油状态（蒸气或雾状）、最小点

火能量、最小自燃温度、飞行条件等因素对极限氧

体积分数的影响，探讨了在一定的飞行温度和压

力范围内可能遇到的潜在爆炸危险，提出了飞机

燃油箱极限氧体积分数控制指标。其结论为：采

用Ｎ２ 惰化时，应将氧体积分数保持在１０％以下；

由于军机面临的潜在威胁更大，为了提供一定的

安全裕度，应将极限氧体积分数再降低２０％。而

０６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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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这一安全裕度则被军方沿用至今。

Ｏｔｔ等
［１３］在 ＡＦＡＰＬ（ＡｉｒＦｏｒｃｅ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经费支持下，通过实验研

究了燃油晃动对飞机燃油箱氮气惰化效果的影

响，结果表明：晃动将使燃油蒸气的可燃体积分数

区域增大，且对可燃下限影响较大，对可燃上限影

响较小，同时晃动将降低燃油蒸气的极限氧体积

分数。

Ｆｅｒｒｅｎｂｅｒｇ和Ｏｔｔ
［１４］在分析ＡＦＡＰＬ所获得

的实验数据后提出：在确定使飞机燃油箱不产生

明显爆炸过压的低氧体积分数值时，传统的火花

点火源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为此，他们在空军航

空推进实验室研制并测试了燃烧弹点火器，以便

更好地模拟飞机遭遇弹击情形。Ｏｔｔ和Ｆｅｒｒｅｎ

ｂｅｒｇ以正戊烷作为燃料，在０．３８ｍ
３ 实验容器

（图９）中进行实验，比较了火花、２３ｍｍ高能燃烧

弹（ｈｉｇｈ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ｃｅｎｄｉａｒｙ，ＨＥＩ）、５０ｍｍ穿甲燃

烧弹（ａｒｍｏｒｐｉｅｒｃｉｎｇｉｎｃｅｎｄｉａｒｙ，ＡＰＩ）对燃烧反

应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氧体积分数为１２％

时，虽然火花没有点燃油箱，但使用燃烧弹时，实

验容器产生了过压现象，该过压现象随着氧体积

分数的降低而降低，当氧体积分数小于１０％时，

即便是燃烧弹亦不能产生明显的过压现象。

Ｏｔｔ和Ｆｅｒｒｅｎｂｅｒｇ在总结分析实验数据后提

出：对于高能点火源（如５０ｍｍＡＰＩ或２３ｍｍＨＥＩ）

图９　Ｏｔｔ等的弹击（高能燃烧弹和穿甲弹）油箱实验系统

Ｆｉｇ．９　Ｏｔｔ，ｅｔａｌ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ｌｅａｔｔａｃｋｔａｎｋｔｅｓｔ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ＨＥＩａｎｄＡＰＩ

而言，必须将“安全”氧体积分数定义为足以防止

过压现象的发生。

Ｈｉｌｌ和Ｊｏｈｎｓｏｎ
［１５］进行了缩比油箱和全尺寸

油箱惰化实验，其实验结果如表１、表２所示。

Ｈｉｌｌ和Ｊｏｈｎｓｏｎ认为：全尺寸油箱与缩比油箱测

试结果是一致的，因此，为降低实验费用，可采用

缩比油箱来进行实验；氧体积分数为９％时，油箱

在所有测试条件下爆炸都不会发生；氧体积分数

为１２．５％足以在大多数地面火灾条件下保护油

箱；在飞机碰撞引起着火的情况下，氧体积分数为

１８％仅能起到有限的保护作用。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６］建立实验系统，分别用氮气和哈

表１　缩比油箱实验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　犛犿犪犾犾狋犪狀犽狋犲狊狋狉犲狊狌犾狋狊

点火源类型
油箱温度范围／Ｋ

表面温度 无油空间温度

不发生爆炸的极限

氧体积分数／％

不发生反应的极限

氧体积分数／％

热表面 ＜５３３ ＜４２２ １８ １２．５

热表面 ＞５３３ ＞４２２ ≤１７ 不确定

火花 ＜５３３ ＜４２２ １４ １２

火花 ＞５３３ ＞４２２ １０．４ ９．９

表２　全尺寸油箱实验结果

犜犪犫犾犲２　犉狌犾犾狋犪狀犽狋犲狊狋狉犲狊狌犾狋狊

点火源类型
油箱温度范围／Ｋ

表面温度 无油空间温度
氧体积分数／％ 结果

热表面 ＜５３３ ＜４２２ ２１ 爆炸

热表面 ＞５３３ ＞４２２ ９ 无反应

火花 ＜５３３ ＜４２２ １５ 爆炸

火花 ＞５３３ ＞４２２ ９ 无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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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１３０１来惰化油箱，并采用２３ｍｍＨＥＩ作为点

火源来测试油箱防护情况，结果表明：氧体积分数

低于１４％时反应产生的过压急剧降低，当氧体积

分数为９％时过压消失；对于实验所采用的７５０Ｌ

容积的油箱，氧体积分数控制在１４％以下即可产

生明显的惰化效果。考虑到实际油箱尺寸、形状

和材料等因素，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建议将飞机油箱惰化的

极限氧体积分数值设为１０％。

Ｔｙｓｏｎ和Ｂａｒｎｅｓ
［１７］在美国海军武器中心进

行了一系列实验来评估军机燃油箱在遭受高能燃

烧弹袭击时无油空间氧体积分数对燃爆的影响，

实验分别采用了低能量Ｊ５７发动机点火器和高

能量３０ｍｍＨＥＩ点火源，实验条件和结果见表３、

图１０～图１３。

表３　犜狔狊狅狀弹击实验条件

犜犪犫犾犲３　犜狔狊狅狀狊狆狉狅犼犲犮狋犻犾犲犪狋狋犪犮犽狋犲狊狋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

不同测试高度

下压力／ｋＰａ

实验时氧体积分数／％

Ｊ５７发动机点火源 ３０ｍｍＨＥＩ点火源

２１０（低） ２１，１５，１２ ２１，１５，１２，９

１９６（中） ２１，１５，１２ ２１，１２

１５９（高） ２１，１５，１２ ２１，１２，９

　　图１０为３０ｍｍＨＥＩ弹击空油箱时所产生压

力变化情况，图１１为３０ｍｍ ＨＥＩ弹击载有燃油

时油箱中所产生的压力变化。比较图１０和图１１

可以发现：当存在燃油蒸气混合物时，会显著增强

燃烧反应的影响，峰值压力从２６２ｋＰａ增至３４５

ｋＰａ，且增长趋势在所有实验中一致。

图１２是以３０ｍｍ ＨＥＩ作为点火源，在高压

条件下不同氧体积分数时油箱压力变化情况。图

中可见，氧体积分数对于压力变化峰值有明显的

影响，高压条件下氧体积分数降低到１２％时，压

力峰值较小。

图１０　３０ｍｍＨＥＩ弹击时空油箱压力变化
［１７］

Ｆｉｇ．１０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ｑｕａｓｉｓｔａｔｉｃｔｅｓｔ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３０ｍｍＨＥＩ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ｌｅａｓａｔｔａｃｋ
［１７］

图１１　３０ｍｍＨＥＩ弹击时载油油箱压力变化
［１７］

Ｆｉｇ．１１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ｔｅｓｔ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３０ｍｍＨＥＩ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ｌｅａｔｔａｃｋ
［１７］

图１２　３０ｍｍＨＥＩ弹击时高压条件下氧体积分数影响
［１７］

Ｆｉｇ．１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ｏｘｙｇｅｎ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ｗｈｅｎ

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３０ｍｍＨＥＩ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ｌｅａｔｔａｃｋｕｎｄｅｒ

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１７］

图１３是在低压条件下用Ｊ５７作为点火源，

不同氧体积分数时油箱压力变化情况。

图１３　Ｊ５７点火源，低压条件下氧体积分数影响
［１７］

Ｆｉｇ．１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ｏｘｙｇｅｎ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ｗｈｅｎ

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Ｊ５７ｅｎｇｉｎｅｉｇｎｉｔｅｒａｓｔｈｅ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ｓｏｕｒｃｅ

ｕｎｄｅｒｌｏｗ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１７］

Ｔｙｓｏｎ和Ｂａｒｎｅｓ在总结分析实验数据后得

出：海平面时抑制弹击点火源导致的燃油蒸气

混合物燃烧反应允许的最大氧体积分数为９％；

随着海拔升高，绝对压力降低，允许的氧体积分

数将增加；油箱峰值压力是氧体积分数的函数；

氧体积分数为１２％情况下可大幅度降低爆炸产

生的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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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挥发性对极限氧体积分数的影响

航空燃油是由多种碳氢化合物组成的混合

物，挥发的燃料蒸气与油箱气相空间中氧气组成

可燃气体。不同种类航空燃料，饱和蒸气压越高，

挥发性越强。同时，随着飞行高度增加，环境气压

降低，气相空间中蒸气体积分数将增加。图１４为

ＪＰ４燃油因高空挥发性对极限氧体积分数测试结

果影响［１８］。

图１４　ＪＰ４燃油挥发性对极限氧体积分数影响
［１８］

Ｆｉｇ．１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ｏｆＪＰ４ｆｕｅｌｏ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ｏｘｙｇｅｎ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１８］

如图１４可知，随高度犎 上升，航空燃油的可

燃体积分数界限亦上升，飞行高度越高，极限氧体

积分数越大。

对于不同牌号燃油，由于挥发性差异，极限氧

体积分数值将略有差异［１９］。如：ＪＰ４挥发性较

ＪＰ８大，故ＪＰ４的极限氧体积分数也略低于ＪＰ８

的，然而，两者差距不大，可以忽略。

３　航空燃油极限氧体积分数理论

预测方法

　　虽然实验测试极限氧体积分数较为准确，但

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同时由于航

空燃油是由不同馏分的烃类化合物组成，因此不

少学者试图通过理论研究的方法来确定航空燃油

极限氧体积分数。

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ｍ等
［２０］提出了一种基团贡献法，

用于计算环境温度和大气压下不同燃料蒸气氮

气空气混合物的极限氧体积分数。该方法包含：

确定每摩尔燃料蒸气所需化学计量的氧气摩尔

数，将燃油蒸气分子分为不同的基团和计算极限

氧体积分数３个步骤。

ＢｌａｚｅＴｅｃｈ科技公司
［２１］开发了ＢｌａｚｅＴａｎｋ油

箱模型，用于研究燃油蒸气混合物的易燃性及极

限氧体积分数，ＢｌａｚｅＴａｎｋ模型包含输入和输出

两大模块，在输入模块中，用户需自行输入燃油类

型、品种、温度，油箱几何尺寸，点火源位置、方式、

强度，飞行剖面参数和惰化参数；输出模块中，用

户可获得温度和体积分数随高度、时间的变化规

律，油箱中易燃体积，着火温度、燃烧速率和过压

随时间的变化规律，极限氧体积分数等。

将ＢｌａｚｅＴａｎｋ模型的仿真结果与实验数据进

行比较，结果显示，两者基本吻合，表明ＢｌａｚｅＴａｎｋ

模型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ＦＵ等
［２２］将基团贡献法计算的可燃气体混

合物的极限氧体积分数与从数据库ＣＨＥＭＳＡＦＥ

得到的实验所测极限氧体积分数进行对比，结果

表明：测得的极限氧体积分数与估算值间偏差较

大。这是因为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ｍ和Ｃａｎｇｅｌｏｓｉ等提出

的计算方法是基于美国矿物局进行的实验开发

的，ＣＨＥＭＳＡＦＥ 的实验数据是按照德国标准

ＤＩＮ５１６４９所测的，而两种实验方法中的测试设

备、点火标准和爆炸极限的步长等均不相同，因此

有必要根据新测量的实验数据来定义新的基团贡

献值。通过新的极限氧体积分数实验数据重新定

义基团贡献值，在改变基团贡献值后，极限氧体积

分数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相对误差较小，这表明，

基团贡献法是预测极限氧体积分数的有用工具，

但对于该方法进行广泛应用，还需要进行更多实

验数据来获取化合物的基团贡献值。

Ｒａｚｕｓ
［２３］提出了一种高温环境下基于绝热火

焰温度（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ａｄｉａｂａｔｉｃｆｌａｍ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ＡＦＴ）对可燃气体极限氧体积分数进行估算的

方法。其基本原理为：当已知燃油空气惰性气

体混合物的ＬＥＬ和混合物的当量比时，可利用

ＣＡＦＴ极限氧体积分数（极限氧体积分数处的计

算绝热温度）与ＣＡＦＴＬＥＬ（可燃下限处的计算绝

热温度）的线性关系来计算混合气体的极限氧体

积分数。

Ｒａｚｕｓ方法简单易行，可适应于多种燃料，并

能以合理的精度预测燃料空气氮气的极限氧体

积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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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分析与总结

事实上，航空燃油的极限氧体积分数与燃油

的组成成分、理化性能、点火能量、飞行状态等因

素密切相关，因此，对于惰化系统氧体积分数控制

指标的制订必须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

然而，目前国内鲜有开展国产燃油极限氧体积分

数的相关研究工作，为此，在国家重大型号专项燃

油箱惰化技术研制任务中，氧体积分数控制指标

问题是一项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目前，我国军／民机通用的航空燃油为ＲＰ３，

其组成成分与理化性能与ＪｅｔＡ相似
［２４］，因此，在

大力开展基于国产燃油理化性能的极限氧体积分

数研究的同时，现阶段直接引用或参考国外ＪｅｔＡ

燃油的研究成果较为妥当。

基于上述分析与认识，本文获得如下结论：

１）采用Ｎ２ 惰化时，碳氢化合物变化范围较

窄，大多在２％之内，因此，对于国内ＲＰ３燃油，

其地面状态下，１２％作为极限氧体积分数指标是

合理的；考虑军机更大的燃爆风险，在极限氧体积

分数基础上增加２０％安全裕度，即：采用９％氧体

积分数控制指标也是合适的。

２）依据极限氧体积分数值随着高度变化规

律，制定在整个飞行包线内燃油箱内氧体积分数

控制指标是必要的。对于民机，其控制指标可为：

从海平面到３０４８ｍ高度，油箱内气相空间极限氧

体积分数不超过１２％，３０４８～１２１９２ｍ高度，不超

过从１２％线性增加到１４．５％；对于军机，可以直

接考虑在民机标准上增加２０％安全裕度。

３）目前国内军机惰化系统研制中所规定的

在整个飞行包线内控制燃油箱气相空间氧体积分

数不超过９％的要求值得商榷，它将直接带来因

过度防护而产生的代偿损失过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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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任常兴，张欣，慕洋洋，等．可燃气体和混合气极限氧浓度

试验研究［Ｊ］．消防科学与技术，２０１７，３６（２）：１５６１５９．

ＲＥＮＣｈａｎｇｘ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Ｘｉｎ，ＭＵ Ｙａｎｇ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ｏｘｙｇｅ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

ｂｕｓｔｉｂｌｅｇａｓａｎｄｍｉｘｅｄｇａｓ［Ｊ］．Ｆｉ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２０１７，３６（２）：１５６１５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Ｂｒｉｔｉｓｈ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ｌｏ

ｓｉｏｎｌｉｍｉ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ｏｘｙｇｅ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ＬＯＣ）

ｆｏｒｆｌａｍｍａｂｌｅｇａｓｅｓａｎｄｖａｐｏｒｓ：ＢＳＥＮ１８３９２０１７［Ｓ］．

Ｌｏｎｄｏｎ：Ｂｒｉｔｉｓｈ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ＢＳＩ）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１１２０．

［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ＡＳＴＭ）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ｔｅ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ｏｘｙｇｅｎ（ｏｘｉ

ｄａ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ｓｅｓａｎｄｖａｐｏｒｓ：ＡＳＴＭＥ２０７９０７

［Ｓ］．ＷｅｓｔＣｏｎｓｈｏｈｏｋｅｎ：ＡＳＴ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３：１９．

［８］　周宁，王宇飞，赵会军，等．惰化系统极限氧浓度变化规律及

监测预警研究［Ｊ］．中国安全科学学报，２０１８，２８（１）：７５８０．

ＺＨＯＵＮｉｎｇ，ＷＡＮＧＹｕｆｅｉ，ＺＨＡＯＨｕｉｊｕｎ，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

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ｏｘｙｇｅ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ｍｏ

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ｗａｒｎｉｎｇｉｎｉｎｅｒ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Ｊ］．Ｃｈｉｎａ

Ｓａｆｅ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８，２８（１）：７５８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ＪＯＮＥＳＧ Ｗ，ＧＩＬＬＩＬＡＮＤ Ｗ Ｒ．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ｇａｓｏｌｉｎｅ

ｆｌａｍｅｓｂｙｉｎｅｒｔｇａｓｅｓ［Ｒ］．Ｕ．Ｓ．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ＭｉｎｅｓＲ．Ｉ３８７１，

１９４６．

［１０］　ＳＴＥＷＡＲＴＰＢ，ＳＴＡＲＫＭＡＮＥＳ．Ｉｎｅｒｔ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ｆｕｅｌｔａｎｋｓ［Ｒ］．ＷｒｉｇｈｔＡｉ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ｅｎｔｅｒ，

ＷＡＤＣ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Ｎｏ．５５４１８，１９５５．

［１１］　ＳＵＭＭＥＲＳＭ．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ｏｘｙｇｅ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ｔｏ

ｉｎｅｒｔｊｅｔｆｕｅｌｖａｐｏｒｓ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ａｔｒｅｄｕｃｅｄｆｕｅｌｔａｎｋ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Ｒ］．Ｆｅｄｅｒａｌ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ＤＯＴ／ＦＡＡ／ＡＲ

０４／８，２００４．

［１２］　ＫＵＣＨＴＡＪＭ．Ｏｘｙｇｅｎｄｉ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ｉｎｅｒｔｉｎｇ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ｆｕｅｌｔａｎｋｓ［Ｒ］．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ｔｈｅ２ｎｄ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ＦｕｅｌＳｙｓｔｅｍＦｉｒｅＳａｆｅｔｙ，１９７０．

［１３］　ＯＴＴＥＥ，ＬＩＬＬＩＥＲ．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ｆｕｅｌｓｌｏｓｈｕｐｏｎｔｈｅｅｆ

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ｉｎｅｒｔｉｎｇｆｏｒ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ｆｕｅｌｔａｎｋｓ［Ｒ］．

ＡｉｒＦｏｒｃｅ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ＡＦＡＰＬＴＲ

７０８２，１９７１．

［１４］　ＦＥＲＲＥＮＢＥＲＧＡＪ，ＯＴＴＥＥ．Ｉｎｃｅｎｄｉａｒｙｇｕｎｆｉｒｅ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ｏｒｆｕｅｌｔａｎｋ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

［Ｒ］．ＡｉｒＦｏｒｃｅ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ＡＦＡＰＬ

ＴＲ７３５０，１９７３．

［１５］　ＨＩＬＬＲ，ＪＯＨＮＳＯＮ Ｇ Ｒ．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ｆｕｅｌ

ｔａｎｋ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ｉｎｅｒｔｉｎｇ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ｄｕｒｉｎｇ

ｇｒｏｕｎｄｆｉｒｅｓ［Ｒ］．Ｆｅｄｅｒａｌ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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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ｐｏｒｔＲＤ７５１１９，１９７５．

［１６］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ＣＬ．Ｔｅｓｔ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ｌｏｎ１３０１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ｉｎｅｒｔｉｎｇａｇａｉｎｓｔ２３ｍｍ ＨＥＩ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ｌｅｓ［Ｒ］．Ａｉｒ

ＦｏｒｃｅＦｌｉｇｈｔ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ＡＦＦＤＬＴＲ７８６６，１９７８．

［１７］　ＴＹＳＯＮＪＨ，ＢＡＲＮＥＳＪＦ．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ｕｌｌａｇｅｎｉ

ｔｒｏｇｅｎｉｎｅｒ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３０ｍｍｈｉｇｈ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ｉｎ

ｃｅｎｄｉａｒ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ｌｅｓ［Ｒ］．ＮａｖａｌＷｅａｐｏｎｓＣｅｎｔｅｒ，ＮＷＣＴＰ

７１２９，１９９１．

［１８］　ＭＯＵＳＳＡ Ｎ Ａ，ＤＥＶＡＲＡＫＯＮＤＡ Ｖ．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ｏｘｙｇｅ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ｆｏｒ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ｎ

ａｎ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ｆｕｅｌｔａｎｋ［Ｒ］．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ＮＪ，ＵＳ：ｔｈｅ６ｔｈＴｒｉｅｎｎｉ

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ＦｉｒｅａｎｄＣａｂｉｎＳａｆｅｔ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０１０．

［１９］　王慧丹，舒振杰，徐鹏国．机载燃油惰化技术及标准研究

［Ｊ］．航空科学技术，２０１５，２６（５）：１８２１．

ＷＡＮＧＨｕｉｄａｎ，ＳＨＵＺｈｅｎｊｉｅ，ＸＵＰｅｎｇｇｕ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ｆｕｅｌｉｎｅｒ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Ｊ］．Ａｅｒｏ

ｎａｕ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２６（５）：１８２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ＭＴＫ，ＣＡＮＧＥＬＯＳＩＪＶ，王先承．预测

可燃性气体中的安全氧含量［Ｊ］．低温与特气，１９９２（２）：

５１５７．

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Ｍ Ｔ Ｋ，ＣＡＮＧＥＬＯＳＩ Ｊ Ｖ，ＷＡＮＧ

Ｘｉａｎｃｈｅｎｇ．Ｐｒｅｄｉｃｔｔｈｅｓａｆｅｏｘｙｇｅ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ｌａｍ

ｍａｂｌｅｇａｓ［Ｊ］．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Ｇａｓｅｓ，１９９２

（２）：５１５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ＡＬＢＥＲＴＭＮ．Ｂｌａｚｅｔａｎｋ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ｈｅｆｌａｍｍ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ｇ

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ｖ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ａｎ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ｆｕｅｌｔａｎｋ［Ｒ］．Ａｔｌａｎ

ｔｉｃｙ，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ＵＳ：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Ａ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ＦｉｒｅａｎｄＣａｂ

ｉｎＳａｆｅｔ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８．

［２２］　ＦＵＯ，ＭＯＬＮＡＲＮＥ 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Ｖ．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ｎｅｗ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ｏｘｙｇｅ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３，２６（４）：４２８４３３．

［２３］　ＲＡＺＵＳ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Ｃ（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ｏｘｙｇｅ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

ｔｉｏｎ）ｏｆｆｕｅｌａｉｒｉｎｅｒｔｍｉｘｔｕｒｅｓａｔｅｌｅｖａｔｅ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ｂｙ

ｍｅａｎｓｏｆａｄｉａｂａｔｉｃｆｌａｍ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０６，４５（３）：１９３１９７．

［２４］　童升华．国产燃油理化性能与易燃性研究［Ｄ］．南京：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２０１３．

Ｔ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ｈｕ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ｆｌａｍｍ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ｆｕｅｌｓ［Ｄ］．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１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编辑：王碧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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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湿量对蒸发式火焰稳定器贫油熄火

性能的影响

冯玉桦１，刘玉英１，邓远灏２，黄义勇２

（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１００１９１；

２．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成都６１０５００）

摘　　　要：在来流温度为３００～４８３Ｋ、来流马赫数为０．１４～０．３和含湿量为０～０．１６的条件下，以蒸发式

火焰稳定器研究对象，基于冷态流场数值模拟研究以及含湿量对燃烧负荷参数、燃烧反应、燃油雾化等的影响

分析，提出了考虑含湿量的Ｌｅｆｅｂｖｒｅ贫油熄火油气比修正方法，探讨了含湿量对蒸发式火焰稳定器贫油熄火

性能的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当含湿量增加时，蒸发式火焰稳定器的燃烧负荷参数增加，贫油熄火油气比

显著增大，燃烧负荷参数不能完全表征贫油熄火油气比的变化，含湿量对燃油雾化的影响不容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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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９期 冯玉桦等：含湿量对蒸发式火焰稳定器贫油熄火性能的影响

　　射流预冷技术是近年来高超声速飞行器动力

领域重要的研究方向，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重

视［１］。射流预冷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由美国研究

提出的推进概念，其工作原理是在常规涡轮发动

机风扇或压气机前喷射预冷介质（通常用水）使来

流温度维持在发动机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以扩展

飞行包线［２］，同时冷却介质的增加使得发动机的

工质流量增加，从而推力增加，提升发动机在高空

高速状态下的性能。

然而，射流预冷技术在获得推力增加的同时，

由于其会使得工质属性发生变化，进而对燃烧室、

加力燃烧室等部件特性产生影响。例如，当喷入

冷却介质水后，与原状态相比，主燃烧室来流中氧

气的体积分数降低，相对油气比上升，使得火焰稳

定性和燃烧效率均下降，同时出口燃气中氧气体

积分数绝对值比不喷水时低２％
［３］。Ｊｏｎｅｓ等

人［４］针对加力燃烧室的Ｖ型槽火焰稳定器，在来

流温度为３３９Ｋ，压力为０．０５～０．１ＭＰａ，水气比

（喷入水的质量流量与空气质量流量之比）为０～

０．０８条件下的燃烧性能试验也表明，当水气比增

加时，贫油熄火（ｌｅａｎｂｌｏｗｏｕｔ，ＬＢＯ）油气比增

加，即稳定燃烧范围减小；同时在当量比接近

ＬＢＯ处时增加水气比还降低了燃烧效率。可以

看出射流预冷导致的水蒸汽质量分数过大和氧

气质量分数降低等问题，均会使加力燃烧室的

火焰稳定和燃烧效率受到影响。因此，开展射

流预冷喷水量对于加力燃烧室稳定性能的影响

研究对射流预冷的实际工程应用具有重要意

义。根据Ｊｏｎｅｓ等人
［４］的研究工作，认为射流预

冷中风扇前喷入的水在进入加力燃烧室前均完

全蒸发，因此本文采用含湿量（来流中水蒸气质

量流量与干空气质量流量之比）表征喷水量的

大小。

蒸发式火焰稳定器因其在结构上具有良好

的软点火性能、宽广的稳定工作范围、较高的燃

烧效率等特点，目前已在航空发动机加力燃烧

室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针对蒸发式火焰稳定

器ＬＢＯ性能研究，目前大部分研究工作主要以

试验或数值模拟探讨来流温度、来流马赫数及

结构参数等影响因素展开。例如，张斌［５］利用

燃烧试验和燃油稳态逐次逼近的数值预测研究

了来流马赫数对蒸发式火焰稳定器ＬＢＯ的影

响。程晓军等人［６］试验研究了来流温度和来流

马赫数对超级燃烧室内薄膜蒸发式火焰稳定器

ＬＢＯ的影响。针对蒸发式火焰稳定器 ＬＢＯ的

预测研究，刘冉等人［７］基于试验研究、Ｚｕｋｏｓｋｉ和

Ｍａｒｂｌｅ
［８９］的钝体火焰回流区点火模型、Ｌｏｎｇ

ｗｅｌｌ等人
［１０１１］的回流区均匀搅拌模型和Ｂａｌｌａｌ、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谢法、胡斌等人
［１２１５］对钝体火焰及主

燃烧室的ＬＢＯ经验预测方法，验证了采用燃烧

负荷参数（以空气质量流量、燃烧室体积以及静

压表征的燃烧稳定性参数）［１６］结合冷态数值模

拟预测蒸发式火焰稳定器ＬＢＯ性能的可行性，

并预测了蒸发式火焰稳定器裙板长度及头部开

孔率对ＬＢＯ的影响规律。但是从文献调研情况

来看，目前国内外尚未见含湿量对其ＬＢＯ影响

的定量研究。射流预冷技术使得空气来流中含

有水蒸气，其会对蒸发式火焰稳定器的燃烧体

积、进气质量流量、工质物性参数等产生影响，

因此开展含湿量对蒸发式火焰稳定器ＬＢＯ性能

研究对射流预冷的工程应用具有重要实用

价值。

针对含湿量对蒸发式火焰稳定器ＬＢＯ性能

的影响研究，除了采用试验研究及热态数值模拟

研究方法之外，寻找成本更小、计算代价更少、形

式更为简单的工程评估方法尤为重要。目前，基

于冷态数值模拟与燃烧负荷参数相结合的方法进

行蒸发式火焰稳定器ＬＢＯ性能预测、基本参数或

基本规律的分析研究是一种已经经过试验验证

的、计算代价较少且具有工程实际意义的方法［７］。

但是当来流含湿时，燃烧负荷参数是否仍能用来

表征与评估蒸发式火焰稳定器的ＬＢＯ性能值得

进一步探讨。同时，当来流含湿时，对广泛应用于

航空发动机燃烧室及钝体火焰稳定器ＬＢＯ性能

预测与工程评估的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ＬＢＯ半经验模型则

亟待修正。基于此，本研究在来流温度为３００～

４８３Ｋ，来流马赫数为０．１４～０．３，含湿量为０～

０．１６的进口条件下，以蒸发式火焰稳定器作为研

究对象，基于雷诺平均的冷态流场数值模拟研究

以及含湿量对局部回流区体积、燃烧反应、燃油雾

化等的影响分析，探讨了含湿量对燃烧负荷参数

的影响，并提出了考虑含湿量的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ＬＢＯ修

正模型，进而分析了含湿量对蒸发式火焰稳定器

ＬＢＯ性能的影响规律。

１　蒸发式火焰稳定器物理模型及

冷态数值计算简介

１１　蒸发式火焰稳定器的结构及其相关参数

本文所研究的蒸发式火焰稳定器与文献［７］

所研究的ＦＨ２试验件结构一致，其示意图如图１

７６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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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结构中的关键参数有：展向长度犠、头部进

气管面积犛１、进气孔面积犛２、尾缘宽度（槽宽）犎，

由此定义头部开孔率为α＝
犛１＋犛２
犎犠

；同时还有蒸

发管直径犇、蒸发管出气小孔角度β、燃油喷射孔

角度θ。本文所研究的蒸发式火焰稳定器结构满

足：犠＝１６０ｍｍ，犎＝４５ｍｍ，α＝６．４％，犇＝１６

ｍｍ，β＝９０°，θ＝４５°。

图１　蒸发式火焰稳定器结构示意图
［７］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ｐｉｌｏｔｅｄｖａｐ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ｌａｍｅｈｏｌｄ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７］

１２　蒸发式火焰稳定器冷态数值计算简介

文献［７］指出，基于冷态数值模拟的燃烧负

荷参数法能够很好地预测与分析蒸发式火焰稳

定器的ＬＢＯ性能，因此本文首先开展来流含湿

时的冷态流场数值计算。冷态数值计算的物理

模型及计算域如图２所示，计算域坐标原点位

于蒸发式火焰稳定器头部中点位置处，狓、狔和狕

坐标轴分别表示流向、纵向和展向。其网格数

量、网格无关化验证及算法验证均与文献［７］一

致。计算采用质量流量进口，即在保持来流质量

流量及温度不变的条件下，改变含湿量。图３给

出了在来流温度犜＝４８３Ｋ，来流马赫数犕犪＝０．２

条件下狕＝０ｍｍ和狔＝０ｍｍ截面的流场结构计

算结果。

图２　蒸发式火焰稳定器物理模型和计算域示意图

（单位：ｍｍ）

Ｆｉｇ．２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ｏｍａｉｎｏｆｐｉｌｏｔｅｄｖａｐ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ｌａｍｅｈｏｌｄｅｒ（ｕｎｉｔ：ｍｍ）

由图３可以看出蒸发式火焰稳定器后方存在

局部回流区和主回流区，其局部回流区长度犔ｃ如

图３（ａ）所示。

图３　犜＝４８３Ｋ，犕犪＝０．２时蒸发式火焰稳定器

流场结构图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ｏｆｐｉｌｏｔｅｄｖａｐ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ｌａｍｅｈｏｌｄｅｒ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犜＝４８３Ｋ，犕犪＝０．２

２　考虑含湿量的犔犲犳犲犫狏狉犲犔犅犗预测

模型修正

２１　含湿量的定义

含湿量γ定义为来流中水蒸气质量流量与干

空气质量流量之比，即

γ＝
犿
·

ｖ

犿
·

ｄａ

（１）

式中犿
·

ｖ为水蒸气的质量流量，犿
·

ｄａ为干空气的质

量流量。

由此，定义来流空气的总质量流量犿
·

ａ，ｔ为

犿
·

ａ，ｔ＝犿
·

ｄａ＋犿
·

ｖ （２）

　　对于蒸发式火焰稳定器，来流空气并非全部

进入蒸发式火焰稳定器后方的回流区参与燃烧，

因此定义蒸发式火焰稳定器头部进气量犿
·

ａ，ｌ来表

征进入蒸发式火焰稳定器后方的空气质量流量，

其表达式为

犿
·

ａ，ｌ＝χｆｈ犿
·

ａ，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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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χｆｈ表示蒸发式火焰稳定器的头部进气量比

例，与蒸发式火焰稳定器结构有关。

２２　犔犲犳犲犫狏狉犲犔犅犗预测模型简介

２．２．１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ＬＢＯ预测模型原型

基于均匀搅拌器模型，对于非均匀液态油气

混合物燃烧，Ｌｅｆｅｂｖｒｅ
［１３］提出的主燃烧室ＬＢＯ油

气比的半经验预测公式为

犳ＬＢＯ（Ｌｅｆｅｂｖｒｅ）＝
犃χｐｚ

犞ｐｚ
·

犿ａ，ｔ

狆
１．３
３ ｅｘｐ（犜３／３００）

· 犇
２
Ｓｍ

λｅｆｆ犎ｕ

（４）

式中右侧的第一项代表燃烧室结构参数，χｐｚ为主

燃烧区质量流量分配比例，犞ｐｚ为主燃烧区体积，

常数犃通过试验确定；第二项代表燃烧室的来流

参数，犜３ 为燃烧室进口温度，狆３ 为燃烧室进口静

压；第三项与燃油雾化性能有关，犇Ｓｍ为燃油液滴

的索 太 尔 平 均 直 径 （Ｓａｕｔｅｒ ｍｅａｎ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ＳＭＤ），λｅｆｆ为有效蒸发常数，犎ｕ 为燃料的低位

热值。

为了更好地分析来流含湿时的影响，将式（４）

重新整理为如下形式：

犳ＬＢＯ（Ｌｅｆｅｂｖｒｅ）＝
犃

ｅｘｐ（犜３／３００）犎ｕ

·χ
ｐｚ
犿ａ，ｔ

犞ｐｚ狆
１．３
３

·犇
２
Ｓｍ

λｅｆｆ

（５）

２．２．２　蒸发式火焰稳定器的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ＬＢＯ预测

模型

　　对于蒸发式火焰稳定器而言，首先考虑到其

在结构上具有在头部开孔的特点，类似于主燃烧

室的头部开孔进气，因此其头部进气比例类似于

主燃烧室中的主燃烧区气量分配比例，所以可用

式（３）定义的蒸发式火焰稳定器的头部进气率χｆｈ

代替式（５）中的χｐｚ；其次，蒸发式火焰稳定器在

ＬＢＯ时仅在局部回流区内存在火焰，因此其局部

回流区体积犞ｒｚ，ｌ类似于式（５）中的主燃烧区体积

犞ｐｚ，可用犞ｒｚ，ｌ代替式（５）中的犞ｐｚ；最后，采用狆ｒｚ，ｌ

表示蒸发式火焰稳定器局部回流区静压。根据上

述，可得蒸发式火焰稳定器的ＬＢＯ油气比预测模

型如式（６）所示：

犳ＬＢＯ（ｆｌａｍｅｈｏｌｄｅｒ）＝

犃
ｅｘｐ（犜／３００）犎ｕ

· 犿
·

ａ，ｌ

犞ｒｚ，ｌ狆
１．３
ｒｚ，ｌ

·犇
２
Ｓｍ

λｅｆｆ
（６）

式中右侧第一项为相对常数项，记为犐１，由试验

结果、来流温度和燃料热值确定，不受含湿量影

响；第二项为燃烧负荷项，记为犐２，这是因为根据

文献［７］，蒸发式火焰稳定器燃烧负荷参数犐ｆｈ为

犐ｆｈ＝
犿
·

ａ，ｌ

犞ｒｚ，ｌ狆
２
ｒｚ，ｌ

（７）

在来流不含湿的情况下，其可用于蒸发式火焰稳

定器的ＬＢＯ性能预测。犐２ 与犐ｆｈ类似，表征蒸发

式火焰稳定器的燃烧负荷；第三项与燃油雾化性

能相关，称为燃油雾化项，记为犐３。

由式（６）和式（７）可以看出，蒸发式火焰稳定

器的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ＬＢＯ预测模型需要求解诸如局部

回流区体积犞ｒｚ，ｌ、头部进气量犿
·

ａ，ｌ及局部回流区

静压狆ｒｚ，ｌ等参数，而这些参数均为局部量，难以通

过试验数据获得，因此其实际应用往往需要采用

数值模拟得到的流场相关信息给出。

２３　考虑含湿量的犔犲犳犲犫狏狉犲犔犅犗预测模型修正

根据蒸发式火焰稳定器的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ＬＢＯ预

测模型式（５），当来流含湿时，其燃烧负荷项犐２ 和

燃油雾化项犐３ 均与含湿量有关，需进行修正。

２．３．１　燃烧负荷项犐２ 的修正

根据燃烧负荷项犐２ 的基本定义，与文献［７］

类似，当来流含湿时，其头部进气量犿
·

ａ，ｌ和局部回

流区静压狆ｒｚ，ｌ可由流场冷态数值计算结果进行质

量加权平均获得，蒸发式火焰稳定器局部回流区

体积犞ｒｚ，ｌ也可由冷态数值计算的流场结构获得。

因此，燃烧负荷项犐２ 可以采用冷态数值模拟的研

究结果直接给出。但是数值模拟直接求解的缺点

在于无法获得含湿量对燃烧负荷参数影响的本质

原因，而且需要重复求解或统计不同含湿量条件

下的回流区体积信息，增加计算量。

基于此，以下对犐２ 的修正采用两种方式：其

一为在犐２ 的求解中利用半经验公式对局部回流

区体积犞ｒｚ，ｌ进行修正；其二为采用基于熄火基本

原理的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ＬＢＯ原始模型推导方法
［１２］引入

含湿量γ对燃烧负荷参数的影响进行修正。

１）燃烧负荷项犐２ 的半经验公式修正方法

燃烧负荷项犐２ 的半经验修正目的在于更好

地了解含湿量对燃烧负荷参数及ＬＢＯ的影响因

素，并减小预测研究中局部回流区体积的计算量。

根据文献［７］，蒸发式火焰稳定器的局部回流区体

积犞ｒｚ，ｌ定义为

犞ｒｚ，ｌ＝犔ｃ×犠 ×犎 （８）

其中，展向长度犠 及尾缘宽度（槽宽）犎 分别为

１６０ｍｍ和４５ｍｍ，局部回流区长度犔ｃ 可由蒸发

式火焰稳定器后冷态流场数值模拟结果直接获

得，也可采用蒸发式火焰稳定器局部回流区长度

半经验公式［１７］计算，即

９６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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犔ｃ＝犓ｌ犎犚犲
－狀
犎
１

犅０．２５
犳（犑） （９）

式中犓ｌ为蒸发式火焰稳定器形状决定的常数；犅

为堵塞比；犚犲犎 为雷诺数，且满足

犚犲犎 ＝
犎狏ｇρｇ

μｇ
（１０）

其中狏ｇ为湿空气速度，ρｇ 和μｇ 分别为湿空气的

密度和黏度；狀为由试验确定的常数；犑为射流质

量流量比，表示进入蒸发式火焰稳定器内空气质

量流量与未进入稳定器的空气质量流量之比。当

堵塞比、射流质量流量比、结构尺寸变化不大时，

可近似认为犓ｌ犎
犳（犑）

犅０．２５
＝犓′ｌ＝ 常数

［１７］，即有

犔ｃ＝犓′ｌ犚犲
－狀
犎 （１１）

　　当来流含湿时，犚犲犎 中的ρｇ 与μｇ 均受含湿

量影响，可由式（１２）进行修正
［１８］，即

ρｇ＝
狆ｇ（１＋０．００１γ）

犚ｄａ犜（１＋０．００１６０６γ）

μｇ＝
犕０．５ｒ，ｄａμｄａ＋γ犕

０．５
ｒ，ｖμｖ

犕０．５ｒ，ｄａ＋γ犕
０．５
ｒ，ｖ

（１２）

其中下标ｄａ表示干空气，ｖ表示水蒸气，ｇ表示湿

空气。犚为气体常数，犕ｒ，ｄａ、犕ｒ，ｖ分别是干空气和

水蒸气的相对分子质量，分别取２８．９７和１８．０２；

μｄａ、μｖ可由经验关系式计算。

由式（１１）和式（１２）的半经验公式表明，含湿

量对蒸发式火焰稳定器的局部回流区长度的影响

主要由来流密度及黏性的改变引起。需要指出的

是，对式（１１）的半经验关系式，其相关试验系数的

求解需通过数值计算结果拟合求得。因此，燃烧

负荷参数的半经验修正方法的计算结果与数值模

拟结果相同。可以看出局部回流区体积与局部回

流区长度有关，而局部回流区长度与含湿量有关，

且主要由于来流密度及黏性的改变引起。将局部

回流区体积记为犞ｒｚ，ｌ（γ），考虑含湿量修正后的燃

烧负荷项记为犐２（γ），对应的其头部进气量记为

犿
·

ａ，ｌ（γ）。

２）燃烧负荷项犐２ 的机理修正方法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ＬＢＯ半经验模型最初以丙烷为燃

料展开，但其模型关系式（４）或式（５）是基于

Ｌｏｎｇｗｅｌｌ等
［１１］回流区点火模型及熄火能量平

衡相关机理［１２］，并考虑了燃油蒸发对非均匀液

态油气混合物的影响［１３］。该模型通过物质平

衡方程，给出了与ＬＢＯ相关的燃烧负荷参数最

大值、当量比Φ和燃烧室进口温度犜３ 的关联

关系式为［１２］

犿
·

ａ，ｔ

犞ｃ狆
１．２５（ ）
３ ｍａｘ（Ｌｅｆｅｂｖｒｅ，γ＝０）

＝１．９３ｅｘｐ（犜３／１５０）Φ
６．２５

（１３）

式中犞ｃ为燃烧体积。

因此当来流含湿时，同样可根据该模型的基

本思想进行修正。主要步骤如下：

步骤１　当含湿量为γ时，根据文献［１２］建

立燃油燃烧的化学反应方程式

ΦＣ３Ｈ８＋５犉Ｏ２＋１８．８犉Ｎ２＋３８．３６γ犉Ｈ２Ｏ＝

３φΦＣＯ２＋（４φΦ＋３８．３６γ犉）Ｈ２Ｏ＋

（１－φ）ΦＣ３Ｈ８＋５（犉－φΦ）Ｏ２＋１８．８犉Ｎ２

其中犉＝１８／（１８＋２９γ），φ为发生燃烧的燃油所

占的体积分数，Φ为当量比。

步骤２　基于均匀搅拌器ＬＢＯ机理，将含湿

量为γ时的燃烧负荷参数
［１２］表征为

犿ａ，ｔ
犞ｃ狆

１．２５
３

＝
犽ｆ

犚狀犜狀－０．５ｆ ｅｘｐ（２７０００／犜ｆ）
·

１

Φ
０．３７５
·

（１－φ）
０．６２５（犉－φΦ）

０．６２５

φ（２３．８犉＋Φ＋φΦ＋３８．３６γ犉）
１．２５

（１４）

式中犽ｆ为反应速率常数，犜ｆ为反应温度，可由理

论计算得出。该式表明在一定的来流温度、Φ和

φ范围内，燃烧负荷参数最大值与γ有关。

步骤３　定义燃烧负荷参数最大值的修正因

子为ω，即满足

ω＝

犿
·

ａ，ｔ

犞ｃ狆
狀（ ）
３ ｍａｘ

犿
·

ａ，ｔ

犞ｃ狆
狀（ ）
３ ｍａｘ，γ＝０

（１５）

在一定来流温度与当量比条件下，根据式（１４）可

得到ω随γ 的变化曲线，并对其进行曲线拟合

可得

ω＝１．０５ｅｘｐ －
γ＋０．１３６７（ ）０．６２４５

［ ］
２

（１６）

　　步骤４　将式（１６）代入式（１３），可得出考虑

含湿量后燃烧负荷参数的最大值表达式

犿
·

ａ，ｔ

犞ｃ狆
１．２５（ ）
３ ｍａｘ

＝１．９３ｅｘｐ（犜３／１５０）Φ
６．２５·

１．０５ｅｘｐ －
γ＋０．１３６７（ ）０．６２４５

［ ］
２

（１７）

　　步骤５　基于式（１７），根据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ＬＢＯ模

型求解方法［１２］，可得燃烧负荷项的修正式为

犐′２（γ）＝
１

ω
＝
２０

２１
ｅｘｐ

γ＋０．１３６７（ ）０．６２４５
［ ］

２

（１８）

　　可以看出，基于ＬＢＯ机理对燃烧负荷参数的

修正可以根据式（１８）直接进行，且满足犐２（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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犐２，０·犐′２（γ），其中犐２，０表示来流不含湿时的燃烧负

荷参数。

２．３．２　燃油雾化项犐３ 的修正

燃油雾化项犐３ 中涉及液滴粒径犇Ｓｍ和有效

蒸发常数λｅｆｆ。

对于液滴粒径犇Ｓｍ，文献［１９］通过蒸发管雾

化性能试验给出的半经验关系式对蒸发式火焰稳

定器具有良好的针对性。如式（１９）所示，蒸发管

式雾化喷嘴形成的燃油液雾ＳＭＤ与来流参数有

关，即

犇Ｓｍ ＝犆狏
－１．７９５６
ａ 犳

－０．０８８５
ａｆｒ （１９）

式中犆为与蒸发式火焰稳定器结构相关的常数，

犳ａｆｒ为蒸发式火焰稳定器的气油比，狏ａ为雾化空气

速度。针对本文所研究的蒸发式火焰稳定器（如

图１），雾化空气速度狏ａ的确定以不同含湿量条件

下的冷态流场数值模拟结果为基础，通过对蒸发

式火焰稳定器进气管头部进气管截面处的速度进

行质量加权平均积分得到。显然，来流空气的含

湿量变化会引起蒸发式火焰稳定器雾化空气速度

的改变，从而引起气动力的变化，并最终影响液滴

粒径犇Ｓｍ的大小。因此，式（１９）能够较好地评估

含湿量对液滴粒径犇Ｓｍ的影响，具有合理性。

对燃料物性项犐３ 中的有效蒸发常数λｅｆｆ，根

据文献［１３］有

λｅｆｆ＝
８

ρｆ
·κｇ
犮狆，ｇ
ｌｎ（１＋犫）（１＋０．２２犚犲

０．５
犇
Ｓｍ
）

（２０）

式中ρｆ为燃料密度，κｇ为湿空气的导热系数，犫为

输运数，犚犲犇
Ｓｍ
是以犇Ｓｍ为特征尺寸的气体雷诺

数。其中各物性参数可由式（１２）和式（２１）、式

（２２）进行修正
［１７］，即

犮狆，ｇ＝
犮狆，ｄａ＋γ犮狆，ｖ

１＋γ

κｇ＝
κｄａ

１＋γ
犕ｒ，ｄａ

犕ｒ，ｖ
·犃ｄａ，ｖ

＋
γκｖ

γ＋
犕ｖ，ｒ

犕ｒ，ｄａ
·犃ｖ，ｄａ

（２１）

式中犃ｄａ，ｖ、犃ｖ，ｄａ分别为干空气和水蒸气的结合因

子，可由下式计算：

犃ｄａ，ｖ＝
１＋ μｄａ／μ（ ）ｖ

０．５ 犕ｒ，ｖ／犕ｒ，（ ）ｄａ［ ］０．２５ ２

８１＋犕ｒ，ｄａ／犕ｒ，（ ）［ ］ｖ
０．２５

犃ｖ，ｄａ＝
μｖ

μｄａ
·犕ｄａ

犕ｖ

犃ｄａ，ｖ （２２）

　　根据上述，通过对犐３ 中各物性参数进行修

正，考虑含湿量影响的燃料物性项记为犐３（γ）。

２．３．３　考虑含湿量的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ＬＢＯ修正模型

基于Ｌｅｆｅｂｖｒｅ的ＬＢＯ油气比关系式及前述

修正方法，可得考虑含湿量的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ＬＢＯ预测

修正模型如下：

１）当燃烧负荷项采用半经验法修正时

犳ＬＢＯ（γ）＝犐１犐２（γ）犐３（γ）＝

犐１·
犿ａ，ｌ（γ）

犞ｒｚ，ｌ（γ）狆
１．３
ｒｚ，ｌ

·
犇Ｓｍ（γ［ ］）２

λｅｆｆ（γ）
（２３）

　　２）当燃烧负荷项采用机理修正时

犳ＬＢＯ（γ）＝犐１犐２，０犐′２（γ）犐３（γ）＝

犐１·
犿ａ，ｌ０

犞ｒｚ，ｌ０狆
１．３
ｒｚ，ｌ０

·２０
２１
ｅｘｐ
γ＋０．１３６７

０．６２４５

２

·

犇Ｓｍ（γ［ ］）２

λｅｆｆ（γ）
（２４）

式中下标０表示来流不含湿（γ＝０）的工况。

３　含湿量对蒸发式火焰稳定器

犔犅犗性能的影响

３１　考虑含湿量的犔犲犳犲犫狏狉犲犔犅犗修正模型验证

文献［２０］给出了本文研究的蒸发式火焰稳定

器在犜＝３００～４８３Ｋ，犕犪＝０．１４～０．３，γ＝０的工

况下的ＬＢＯ油气比的试验结果，如表１所示，模

型验证以此为基础。

表１　犔犅犗油气比试验结果
［２０］

犜犪犫犾犲１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犱犪狋犪狅犳犔犅犗犳狌犲犾／犪犻狉狉犪狋犻狅
［２０］

犕犪
犳ＬＢＯ

犜＝３００Ｋ 犜＝４８３Ｋ

０．１４ ０．００２５０ ０．００１８６

０．１７ ０．００２１３ ０．００１５１

０．２０ ０．００１６８ ０．００１４０

０．２５ ０．００１６６ ０．００１１１

０．３０ ０．００２１０ ０．００１４４

　　验证考虑含湿量的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ＬＢＯ预测模型

式（２３）或式（２４）的基本思想为：以试验结果的任

一工况为基准，基于冷态流场的数值模拟研究结

果，首先求得犐１ 项中蒸发式火焰稳定器结构相关

的试验常数，然后以此为基础，采用预测模型求得

其他试验工况的ＬＢＯ油气比，并与试验结果进行

对比。例如，以犜＝４８３Ｋ，犕犪＝０．２，γ＝０时的试

验结果为基准，通过式（２３）或式（２４）计算可得

犃＝１．２９×１０１４。

在修正模型式（２３）或式（２４）中，回流区体积

１７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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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定可以由冷态流场的数值模拟结果直接得

出，也可由半经验关系式（１１）给出。在半经验修

正方法中，式（１１）中常数犓′ｌ和指数狀的确定需要

通过冷态数值模拟结果给出。具体而言，首先对

式（１１）两边同时取对数可得如式（２５）所示的关

系式：

ｌｎ犔ｃ＝ｌｎ犓′ｌ－狀ｌｎ犚犲犎 （２５）

然后采用冷态流场的数值模拟结果对ｌｎ犔ｃ－

ｌｎ犚犲犎的关系曲线进行拟合，得到常数 犓′ｌ＝

ｅ１．４８９７，指数狀＝０．１４３５。则该蒸发式火焰稳定器

的局部回流区长度半经验公式变为

犔ｃ＝ｅ
１．４８９７犚犲－０．１４３５ （２６）

显然，根据式（２６）及局部回流区体积表达式（８），

或者根据数值模拟结果本身即可确定燃烧负荷项

犐２，且两者结果相同。

燃油雾化项犐３ 的确定根据式（１９）～式（２２）

结合数值模拟结果给出。

图４给出了该蒸发式火焰稳定器在 犜＝

３００～４８３Ｋ，犕犪＝０．１４～０．３，γ＝０时基于半经验

修正模型预测得到的蒸发式火焰稳定器ＬＢＯ油

气比犳ＬＢＯ与相应试验结果的对比情况。可以看

出，模型预测结果（ｓｅｍｉ．）与试验结果（ｅｘｐ．）趋势

一致且预测值的误差最大均不超过２０％，表明该

修正模型可用于预测蒸发式火焰稳定器的ＬＢＯ

油气比。

图４　ＬＢＯ油气比计算结果和试验值比较（γ＝０）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ＢＯｆｕｅｌ／ａｉｒｒａｔｉｏ（γ＝０）

３２　含湿量对燃烧负荷项影响的冷态数值模拟

结果分析

　　根据文献［７］，冷态流场的数值模拟研究结果

可用来分析来流不含湿时蒸发式火焰稳定器的燃

烧负荷参数，进而判定其ＬＢＯ性能。因此，在利

用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ＬＢＯ修正模型探讨含湿量的影响之

前，首先采用数值模拟研究分析含湿量对燃烧负

荷参数项的影响。

如图５给出了该蒸发式火焰稳定器在犜＝

４８３Ｋ，犕犪＝０．１４～０．３，γ＝０～０．１６条件下时，采

用数值模拟研究结果得到的头部进气量和局部回

流区体积随含湿量的变化情况。其中，图５（ａ）中

的Δ犿
·

ａ，ｌ（γ）表示相对于γ＝０时，稳定器头部进气

量的变化，即 Δ犿
·

ａ，ｌ（γ）＝
犿
·

ａ，ｌ（γ）－犿
·

ａ，ｌ０

犿
·

ａ，ｌ０

；图

５（ｂ）中犞ｒｚ，ｌ０中的下标０表示γ＝０的工况。

由图５（ａ）可以看到，与γ＝０的工况相比，随

着γ增加，蒸发式火焰稳定器的头部进气量几乎

不变，最大变化不超过０．２５％。由图５（ｂ）可知，γ

每增加一倍，局部回流区体积减小０．５％左右，该

工况范围内，局部回流区体积最大减少５．５％；还

可以发现，随着犕犪的增加，局部回流区体积减小

程度逐渐增大。根据蒸发式火焰稳定器局部回流

区长度的半经验模型式（９）、式（１２）和式（２６），局

部回流区体积随含湿量的变化与来流密度和来流

黏性的改变有关。

图５　含湿量对蒸发式火焰稳定器头部进气量和局部

回流区体积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ｒａｔｉｏｏｎｈｅａｄｍａｓｓ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ａｎｄｖｏｌｕｍｅｏｆｌｏｃａｌｒ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ｚｏｎｅ

图６给出了该蒸发式火焰稳定器的燃烧负荷

参数随含湿量的变化图，其中Δ犐２（γ）表示不同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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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含湿量对蒸发式火焰稳定器燃烧负荷参数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ｒａｔｉｏｏｎ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ｌｏａｄ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ｐｉｌｏｔｅｄｖａｐ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ｌａｍｅｈｏｌｄｅｒ

湿量下蒸发式火焰稳定器燃烧负荷参数相对于来

流不含湿（γ＝０）时的变化，即Δ犐２（γ）＝［犐２（γ）－

犐２，０］／犐２，０。由图６可知，根据冷态流场数值模拟，

在犜＝４８３Ｋ和犕犪＝０．１４～０．３的条件下，燃烧

负荷参数随着含湿量增大而增加，且随着 犕犪增

大，燃烧负荷参数的增大程度越大。当含湿量γ＝

０．１６时，燃烧负荷参数与来流不含湿相比增加约

３．２％～６％。

３３　基于犔犲犳犲犫狏狉犲修正模型的蒸发式火焰

稳定器含湿量对犔犅犗影响的结果分析

　　基于考虑含湿量的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ＬＢＯ预测修正

模型，图７给出了在犜＝４８３Ｋ，犕犪＝０．１４～０．３，

γ＝０～０．１６时的ＬＢＯ油气比的预测结果。其中

纵坐标犳ＬＢＯ，０中的下标０表示来流无水（γ＝０）的

工况，ｓｅｍｉ．表示半经验修正模型（式（２３））结果，

ｍｅｃｈ．表示由熄火机理修正模型（式（２４））结果。

图７　含湿量对ＬＢＯ油气比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ｒａｔｉｏｏｎＬＢＯｆｕｅｌ／ａｉｒｒａｔｉｏ

由图７可以看出，根据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ＬＢＯ模型的

半经验修正或熄火机理修正形式，含湿量对蒸发

式火焰稳定器ＬＢＯ性能的预测结果基本一致。

例如，当犕犪＝０．１４、γ＝０．１６时，根据半经验修正

模型可得其ＬＢＯ油气比γ＝０时约增大４５％；根

据熄火机理模型可得其ＬＢＯ油气比比γ＝０时约

增大４７％。两种修正方法的预测结果差异可能

与半经验模型的回流区半经验公式准确性、熄火

机理修正模型中的参数拟合等有关。

由图７还可以看出，随着含湿量的增加，ＬＢＯ

油气比增大，这与基于冷态流场数值模拟结果的

燃烧负荷参数法的定性分析的趋势一致。但是，

在犕犪＝０．１４～０．３时，当含湿量γ增至０．１６时，

该蒸发式火焰稳定器的ＬＢＯ油气比犳ＬＢＯ（γ）与来

流不含湿相比显著增加，高４０％～５０％。显然，当

来流含湿时，仅燃烧负荷项的变化已不能完全反

映出ＬＢＯ油气比的变化情况，含湿量对燃油雾化

项犐３（γ）的影响不可忽略。换言之，不同于来流不

含湿时的情况，含湿量对ＬＢＯ的影响，需要综合考

虑其对燃烧负荷参数及燃油雾化项的影响。

４　结　论

本文通过考虑含湿量的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ＬＢＯ预测

修正模型和冷态数值模拟，探讨了来流含湿量对

蒸发式火焰稳定器ＬＢＯ性能的影响。主要得到

如下结论：

１）基于蒸发式火焰稳定器的冷态流场数值

模拟，本文所提出的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ＬＢＯ预测修正模型

可以用来评估含湿量对其ＬＢＯ性能的影响。

２）含湿量增大，蒸发式火焰稳定器的头部进

气量几乎不变，局部回流区体积逐渐减小，燃烧负

荷参数增大，ＬＢＯ性能变差，这与加湿引起的来

流密度及黏性改变有关。

３）含湿量增大引起蒸发式火焰稳定器的

ＬＢＯ油气比显著增大，除了燃烧负荷参数的增大

外，含湿量对燃油雾化参数的影响不容忽略。

此外，作为一种半经验预测模型，本文提出的

考虑含湿时的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ＬＢＯ预测模型修正方法

对不同结构的蒸发式火焰稳定器或燃烧室均适

用，但亟需进一步的试验验证与参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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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分配方式对微燃机燃烧室燃烧性能影响

陈炫任１，刘爱虢１，胡　建２，杨宇东１，王成军１，曾　文１，毛晓东１

（１．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发动机学院

辽宁省航空推进系统先进测试技术重点实验室，沈阳１１０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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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提出了一种喷口位置可变采用燃料多点喷射的干式低排放（ＤＬＥ）微型燃气轮机燃烧室，为了获

得值班级与主燃级之间燃料分配方式对燃烧性能的影响，对该燃烧室在不同分配方式下的燃烧性能进行了

实验测试与数值模拟。结果表明：燃料喷口位置改变对污染物排放影响不显著；燃料分配方式的改变对温度

场和污染物的生成特性有影响，随着两级燃料分配比例的增大，ＮＯｘ排放量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存在

一个最佳的燃料分配比例使ＮＯｘ排放最低；燃烧室内存在明显的中心回流区（ＰＲＺ），便于点火及火焰传播；

热力型ＮＯｘ的生成量与温度高于１９５０Ｋ的区域大小和最高燃气温度有直接关系。所设计的燃烧室在以天然

气为燃料的所有工况下ＮＯｘ排放都可降低到５０ｍｇ／ｍ
３ 以下，达到了低污染燃烧室排放标准（小于５０ｍｇ／ｍ

３）。

关　键　词：干式低排放 （ＤＬＥ）技术；燃料分配方式；氮氧化物 （ＮＯｘ）；燃烧性能；低污染燃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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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２０１８０５５０３５８，２０１９ＺＤ０２２６）；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项目（ＸＬＹＣ１８０２０９２）

作者简介：陈炫任（１９９４－），男，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航空发动机燃烧设计与分析技术。Ｅｍａｉｌ：１８７４５５２９４２＠ｑｑ．ｃｏｍ

通信作者：刘爱虢（１９７９－），男，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先进低排放燃烧技术。Ｅｍａｉｌ：ａｇｌｉｕ＠ｓａｕ．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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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ｔｆｕｅｌｓｔａｇ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ｆｕｅ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ｉｌｏｔａｎｄｐｒｉｍａｒｙｏｎ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ｗｅｒ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ｓｔｕｄｉｅｄｂｙ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

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ｆｕｅｌｎｏｚｚｌ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ｈａｄｌｉｔｔ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ｗｏｓｔａｇｅｆｕｅ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ｔｈｅＮＯｘ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ｆｉ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ｅｘｉｓｔｅｄａｎｏｐｔｉｍａｌｆｕｅ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ｔｏｍｉｎｉｍｉｚｅＮＯｘ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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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ｒｅｅｘｉｓｔｅｄ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ａｐｒｉｍａｒｙｒ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ＰＲＺ）ｉｎ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ｈｅｌｐｉｎｇｔｏｆａｃｉｌｉ

ｔａｔｅ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ａｍｅ．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ｔｈｅｒｍａｌＮＯｘ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ｗａｓ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ｂｏｖｅ１９５０Ｋａｎｄ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ｇａ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ＮＯｘ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ｃａｎｂｅ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ｏｂｅｌｏｗ５０ｍｇ／ｍ
３ｕｎｄｅｒａｌ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ａｓｆｕｅｌ，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ｒｅａｃｈ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ｌｏｗ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５０ｍｇ／ｍ
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ｄｒｙｌｏｗ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Ｌ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ｕｅ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ｏｘｉｄｅｓ（ＮＯｘ）；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ｏｗ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

　　燃气轮机排放的主要污染物包括ＮＯｘ、ＣＯ、

未充分燃烧的碳氢化合物等，这些对于环境的污

染是非常严重的。随着燃气轮机的飞速发展以及

环境的恶化，燃气轮机燃烧室的设计已经从原来

的只追求高燃烧效率向高效低污染模式转变［１］。

干式低污染技术（ＤＬＮ或ＤＬＥ）是目前主流的低

排放燃烧技术，这项技术的基本原理是稀态均相

预混燃烧，是通过燃料与过量空气进入燃烧室之

前的均匀混合，来保证燃烧室内不产生局部高温，

从而降低ＮＯｘ的排放
［２］。ＤＬＥ燃烧技术在大型

燃气轮机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美国通用（ＧＥ）公

司、日本三菱公司、西门子的Ｅ级和Ｆ级燃气轮

机采用干式低排放技术，均可将 ＮＯｘ降低到５０

ｍｇ／ｍ
３，其中，当ＧＥ公司的Ｆ级采用ＤＬＮ２．６＋

燃烧器时，ＮＯｘ排放可降低至１９ｍｇ／ｍ
３。这些

低排放燃烧室的共同特点，一是燃料预先流经混

气机构上的诸多小孔分散喷入空气中，二是来流

空气有相当的旋流和湍流强度，三是具有足够长

的预混距离。

近几年来国内外在降低污染物排放方面开展

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在燃烧室结构参数、气动参数

对低排放燃烧室污染物生成特性的影响开展了研

究。在燃烧室的结构参数方面，沈阳航空航天大

学［３５］对一种采用三级旋流器的中心分级燃烧室

开展了实验研究，获得了结构参数改变对于燃烧

特性的影响。吴篧锃等［６］用数值模拟的方法获得

了旋流数、文氏管间距、扩压器与头部的间距等对

多点喷射燃烧室回流区的影响规律。刘潇［７］针对

预混燃烧特性进行了研究，得到了贫燃预混燃烧

室的设计方法以及燃料掺混对于燃烧模式的影

响。朱佳伟、邓远灏等［８１０］对贫油预混预蒸发

（ＬＰＰ）燃烧室的两相喷雾燃烧性能进行了数值模

拟与实验研究，获得了不同旋流数对于燃烧室内

流场的影响。Ｓａｄａｍａｓａ等
［１１］运用数值模拟和实

验研究了旋流器结构变化对预混均匀性和燃烧室

燃烧特性的影响。在燃烧室的气动参数方面，林

宇震等［１２］对燃烧室的分级燃烧空气流量进行了

实验研究，得到了分级燃烧室的设计经验。程明

等［１３］对于双环预混旋流燃烧室（ＴＡＰＳ）燃烧室的

值班级与主燃级燃料分配方式进行了数值模拟研

究，得到了其对于燃烧性能及排放的影响；邹博

文、付镇柏等［１４１５］对中心分级燃烧室的燃油分级

进行实验测试了，并对贫油熄火机理进行了数值

模拟研究。Ｂｅｎａｒｏｕｓ等
［１６］对燃料当量比的变化，

进行了预混燃烧室的数值模拟研究，并得出燃料

当量比变化对ＣＯ和 ＮＯｘ生成量的影响。邢畅

等［１７］通过实验研究了分级方式对于燃烧室燃料

预混特性的影响，指出了不同燃料预混特征数对

于燃烧室出口平均分布、出口温度分布系数以及

总压恢复系数没有影响。

微型燃气轮机具有结构紧凑、燃料通用性强、

使用灵活、单机功率密度大等特点，在分布式供能

系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目前，世界范围内生产微

型燃气轮机的公司主要有 Ｈｏｎｅｗｅｌｌ、Ｃａｐｓｔｏｎｅ、

Ｅｌｉｏｔｔ、ＩｎｇｅｒｓｏｌｌＲａｎｄ、ＧＥ、Ｂｏｗｍａｎ、ＡｓｅａＢｒｏｗｎ

Ｂｏｖｅｒｉ（ＡＢＢ）、ＩｓｈｉｋａｗａｊｉｍａＨａｒｉｍａ Ｈｅａｖｙ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ＩＨＩ）和川崎等。微型燃气轮机同样面临

着降低污染物排放问题。与大型燃气轮机相比，

微型燃气轮机燃烧室结构紧凑，采用ＤＬＥ燃烧技

术时可用于预混的距离和燃料在燃烧室内的停留

时间会明显缩短。需要在燃料混合、燃烧控制等

方面开展深入的研究，开发出适合微型燃气轮机

的ＤＬＥ燃烧室。

本文采用实验测试与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

式，对一种带有两级轴向旋流器的干式低排放微

型燃气轮机燃烧室内部流动特性，燃料与空气混

合特性及值班级与主燃级的燃料分配对燃烧室燃

烧特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１　研究对象

所研究的ＤＬＥ燃烧室结构如图１所示，使用

天然气作为燃料，为逆流式燃烧室，采用中心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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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其中，值班级采用扩散燃烧来产生稳定

的火焰，主燃级采用贫燃预混燃烧，来降低火焰温

度，从而减少ＮＯｘ的排放。燃烧室设有４个燃料

喷口如图２所示，其中，喷口１、２为值班级燃料喷

口，喷口３、４为主燃级燃料喷口。燃料喷口１位

于一级旋流器后，采用多点喷射的方式，气体燃料

通过喷口与经过一级旋流器的空气掺混，在值班

级燃烧区进行扩散燃烧；喷口２位于二级旋流器

前，其射流方向与旋流器轴向一致；喷口３、４均位

于二级旋流器的外套筒上，两喷口的射流方向为

旋流器轴线的垂直方向，由该燃料喷口喷射出的

燃料与经过二级旋流器的空气进行预混后再进入

燃烧室主燃级燃烧区进行燃烧。该燃烧室取消了

主燃孔，同时为了满足燃烧室出口温度场的要求，

在燃烧室出口附近设计了８个掺混孔来调节燃烧

室出口温度场。燃烧室采用二级轴向旋流器，旋

流器两级叶片旋向相同，但角度不同，作用是使火

焰筒内部产生回流区，便于点火和火焰的稳定传

播，还可以帮助主燃级燃料与空气进行均匀混合，

有利于主燃级的预混燃烧。

图１　燃烧室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

图２　燃烧室头部放大图

Ｆｉｇ．２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ｈｅａｄ

根据微型燃气轮机的总体性能设计，燃烧室

设计的目标参数如表１所示，其中污染物排放量

（文中以质量浓度来计量，故后文排放量均指质量

浓度，单位为 ｍｇ／ｍ
３）为折算到基准氧含量为

１５％的排放量。

表１　燃烧室总体设计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犗狏犲狉犪犾犾犱犲狊犻犵狀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犮狅犿犫狌狊狋狅狉

参数 数值

空气质量流量／（ｋｇ／ｓ） １．４９１

进口总温／Ｋ ４４５．２７

进口总压／ｋＰａ ３２７．７

ＮＯｘ排放量指标／（ｍｇ／ｍ
３） ＜５０

　　本文对所研究的ＤＬＥ燃烧室在表２所示的

喷口组合方式以及不同值班级与主燃级间燃料分

配方式下进行了实验测试。为了进一步探究燃烧

室内部流场及各工况下的燃烧室出口污染物

ＮＯｘ排放量变化的原因，还对该燃烧室展开了数

值计算，得到了燃烧室内部温度场和ＮＯｘ分布，

并将计算结果与实验数据进行对比。

表２　不同的喷口组合方式

犜犪犫犾犲２　犇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狀狅狕狕犾犲犮狅犿犫犻狀犪狋犻狅狀狊

方案编号 喷口组合方式

１ １＋２＋３

２ ２＋３＋４

３ １＋２＋４

４ １＋２＋３＋４

２　实验测试与结果分析

本次实验采用的是表１所示的设计工况下进

行实验，即在实验台上模拟发动机处于全负荷状

态时进行的燃烧特性测试。所使用的燃料为辽３

号天然气，其体积分数为９２．１８％的ＣＨ４，４．５４％

的Ｃ２Ｈ６，１．２％的Ｃ３Ｈ８，其余为不可燃成分，密度

为０．６５４ｋｇ／ｍ
３，热值为３６９２０ｋＪ／ｍ３，具体实验系

统及实验件见参考文献［１８］。其中空气流量采用

标准孔板质量流量计测量，测量误差为±１．０％。

燃料流量采用质量流量计测量，测量误差为

±１．０％。进出口温度采用Ｋ型热电偶，测量误差

为±１．０％。燃烧室出口尾气采用Ｔｅｓｔｏ３５０烟气

分析仪进行测量，ＮＯｘ排放量测量误差为±５％

测量值。

７７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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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获得燃料在值班级与主燃级间分配方式对

燃烧污染物生成的影响，定义狉为值班级与主燃

级之间燃料的质量流量（文中简称为流量）之比。

狉＝
狇犿，ｐ
狇犿，ｍ

（１）

其中狇犿，ｐ为值班级燃料流量（ｋｇ／ｓ）；狇犿，ｍ为主燃级

燃料流量（ｋｇ／ｓ）。

实验测试中发现，在狉小于０．１２或大于

０．７１后分别发生贫油熄火和富油熄火，因此狉在

此区间范围内进行了选取。在实验测试过程中，

首先调节空气和燃料流量，使燃烧室在设计点稳

定运行，待一个点测试完后保持空气流量不变，使

用燃料流量计调节值班级燃料流量，稳定后再调

节主燃级流量计，使燃料总量保持不变。实验测

试所采用的值班级与主燃级燃料流量如表３所

示。表中给出的值班级与主燃级燃料流量为该级

所开喷口的燃料流量总和。

表３　值班级与主燃级流量

犜犪犫犾犲３　犉狌犲犾犿犪狊狊犳犾狅狑狉犪狋犲犳狅狉狆犻犾狅狋犪狀犱狆狉犻犿犪狉狔狊狋犪犵犲

工况

编号

质量流量／１０－３（ｋｇ／ｓ）

值班级 主燃级
狉

Ａ ０．９８１ ８．１７５ ０．１２

Ｂ １．２５４ ７．９０２ ０．１６

Ｃ １．５２６ ７．６３０ ０．２０

Ｄ １．７４４ ７．４１２ ０．２４

Ｅ ３．０５２ ６．１０４ ０．５０

Ｆ ３．８１５ ５．３４１ ０．７１

　　图３为实验测得的不同喷口组合方式下的燃

烧室出口ＮＯｘ排放。如图所示，４条曲线的变化

趋势相同，线上大部分点的数据差别较小，说明不

同燃料喷口组合方式即喷口位置改变对于 ＮＯｘ

排放的影响不是很大。由４种方案的ＮＯｘ排放

曲线可以看出，随着值班级与主燃级燃料流量比

狉的增大，ＮＯｘ排放呈现出先下降再增大的变化

趋势，在狉＝０．２４附近ＮＯｘ排放达到了最低值，

为最佳燃料流量比。两级流量比０．２４为根据空

气流量分配特性计算出的燃烧室设计点分配比例，

可以看出燃料在值班级与主燃级之间的分配比例

对于燃烧室的排放影响显著。从ＮＯｘ的排放量来

看，４个喷口组合方案的整体ＮＯｘ排放量均处于

５０ｍｇ／ｍ
３以下，其中，狉在０．１７～０．５范围内污染

物ＮＯｘ排放量降低至４０ｍｇ／ｍ
３ 以下，方案４的

ＮＯｘ排放量最低为２３ｍｇ／ｍ
３。

图３　不同燃料分配方式下的ＮＯｘ排放

Ｆｉｇ．３　ＮＯｘｅｓｓｍ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ｕｅ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３　计算模型

３１　网格划分与边界条件

本文使用ＡＮＳＹＳＭｅｓｈｉｎｇ对三维燃烧室模

型进行网格划分。由于燃料喷孔不仅直径小而且

数量多，所以采用区域法和非结构网格划分，网格

基本单元为四面体及六面体网格，并对燃料喷孔

以及主燃区位置进行部分加密。又对该ＤＬＥ燃

烧室模型进行了网格无关性验证，图４给出了喷

口组合方式为１＋２＋３＋４，值班级与主燃级燃料

流量比为０．２４时，燃烧室中心轴线上温度分布。

由图可知，２８６万网格与３５９万网格的计算结果

差异较小，可认为２８６万网格已达到网格无关性

要求。因此燃烧室流体域最终网格数为２８６万，

总节点数为５３万，燃烧室计算网格如图５所示。

同时，在图中定义了原点及各轴的方向，竖直向上

为犡 轴正向，燃烧室轴向为犢 轴正向，水平向外

为犣轴正向，坐标原点位于燃烧室轴线左端起始

点，如图５中红点所示。

图４　网格无关性验证

Ｆｉｇ．４　Ｇｒｉｄ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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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ＤＬＥ燃烧室模型网格图

Ｆｉｇ．５　ＧｒｉｄｏｆＤＬ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ｍｏｄｅｌ

利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对低排放微型燃气轮机

燃烧室的流场和燃烧场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了

不同燃料分配方式对燃烧性能及流场的影响，采

用了Ｒｅａｌｉｚａｂｌｅ犽ε模型模拟湍流黏性，标准壁面

无滑移。燃烧室燃料选用天然气，燃料成分与实

验相同。由于本模型的值班级为扩散燃烧，所以

选用有限速率／涡耗散（ｆｉｎｉｔｅｒａｔｅ／ｅｄｄｙｄｉｓｓｉｐａ

ｔｉｏｎ）模型来模拟非全预混燃烧，考虑到热辐射对

于壁温和气流温度的影响，采用离散坐标辐射

（ＤＯ）模型，ＮＯｘ排放只考虑热力型。动量、湍流

动能以及湍流动能耗散率等其他物理量均采用２

阶迎风插值格式，计算方法使用解压力耦合方程

的半隐式（ＳＩＭＰＬＥ）算法对离散方程进行迭代求

解。指定燃烧室空气进口为速度进口，给定速度

和温度；值班级及主燃级燃料进口为质量进口，给

定质量流量及进口温度；燃烧室出口为压力出口，

给定静压；固体壁面为绝热壁面。本文数值模拟

的能量收敛标准为残差值低于１×１０－６，其余全

部残差小于１．０×１０－３时的迭代结果作为收敛结

果。由上面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方案４在６种工

况下的ＮＯｘ排放普遍较低，所以数值模拟采用方

案４（喷口１＋２＋３＋４）的喷口组合方式展开。

３２　模型的验证

表４为采用方案４的喷口组合方式，在６种

不同值班级与主燃级燃料分配比例下的计算结果

表４　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对比

犜犪犫犾犲４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狊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狉犲狊狌犾狋狊

工况编号
平均温度／Ｋ

实验结果 计算结果
误差／％

Ａ １０６３．０５ １０４９．３６ １．２９

Ｂ １０５４．１１ １０３８．０５ １．５２

Ｃ １０４２．６５ １０２０．７９ ２．０９

Ｄ １０３８．３３ １０１５．２３ ２．２２

Ｅ １０５９．４２ １０４５．４１ １．３２

Ｆ １０８９．１７ １０６３．２７ ２．３８

与实验得到的出口平均温度对比，由表中数据可

知，实验结果与计算结果的误差均能保持在５％

以下，而且温度变化趋势一致，说明两者结果基本

吻合；同时由图４中大网格数的两条曲线可知，燃

烧室内中心轴线上的温度在主燃区后呈现逐渐降

低的趋势，没有温度突变现象，符合真实燃烧室内

燃烧情况。

图６为在方案４喷口组合下计算与实验得到

的燃烧室出口截面的ＮＯｘ排放曲线，由对比结果

可知计算结果普遍比实验结果偏低，相对误差在

１５％以下。这是由几方面因素导致的：一方面由

于数值模拟只计算了热力型ＮＯｘ，而实际燃料燃

烧中还有少量燃油型和快速型ＮＯｘ的产生，所以

计算结果偏低；另一方面，在燃烧室出口ＮＯｘ的

分布是不均匀的，实验结果的采样点布置在燃烧

室径向中心位置附近，ＮＯｘ排放量较大，而计算

结果是对整个燃烧室出口截面取平均值，在火焰

筒壁面附近处，由于冷却作用，温度降到很低，

ＮＯｘ排放量基本可以忽略。因此，总的比较结果

显示实验的ＮＯｘ排放比计算的略高，但是两者总

体变化趋势保持一致。从温度变化和ＮＯｘ生成

的对比，可以证明所采用的计算方法基本合理可

靠，可用于对燃烧室内部燃烧特性的分析。

图６　实验与数值模拟得到的燃烧室出口ＮＯｘ排放对比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ＮＯｘ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ｔ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ｏｕｔｌｅｔ

４　数值计算结果分析

４１　犇犔犈燃烧室冷态流场

冷态流场参数如下：进口总温为４４５．２７Ｋ，

总压为３２７．７ｋＰａ，空气质量流量为１．４７９１ｋｇ／ｓ，

图７为从旋流器中心位置（犡＝０ｍ）的纵截面冷

态流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来流空气分别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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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轴向旋流器以及燃烧室尾部掺混孔进入燃烧室

内部。空气经过旋流器的旋流作用，形成了一个

稳定的中心回流区（ＰＲＺ），可以提供稳定的点火

源，确保火焰传播；在燃烧室的进口角落形成角回

流区（ＣＲＺ）。此外，从图中还可看出，由于燃烧室

尾部的掺混孔影响，燃烧室尾部的速度可达到

１００～１３０ｍ／ｓ，对燃烧室出口的冷却起到了一定

的作用。

图７　燃烧室冷态流场

Ｆｉｇ．７　Ｃｏｌｄ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

４２　燃料空气混合特性

图８为喷口组合为方案４（喷口１＋２＋３＋４）

时燃烧室处于冷态状态下，值班级与主燃级燃料

在分配方式为工况 Ａ、工况Ｄ、工况Ｆ下的燃料

（主要成分为ＣＨ４，所以用ＣＨ４ 质量分数表示）在

预混段出口犢＝０．０５ｍ 截面的掺混情况。如图

８（ａ）所示，掺混云图的外环为主燃级燃料与第二

图８　不同工况下犢＝０．０５ｍ处燃料／空气混合情况

Ｆｉｇ．８　Ｆｕｅｌ／ａｉｒｍｉｘ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ｔ

犢＝０．０５ｍ

级旋流器内空气进行掺混得到，记作Ｓ１；内环由

值班级２号喷口的燃料与第一级旋流器内的空气

掺混得到，记作Ｓ２；最内圈的燃料射点为值班级

喷口１直接喷入燃烧室进行扩散燃烧，故不参与

预混分析。由图８（ａ）～图８（ｃ）的对比可知，随着

两级燃料流量比狉的增大，主燃级燃料混合的高

质量分数区域逐渐消失，混合趋于均匀，值班级燃

料的质量分数增加，燃料分配方式在工况Ｄ（图

８（ｂ））下，两级燃料高质量分数点最少。

根据混合不均匀定义式［１９］

犖ｓ＝
δ
２

珋
ρ（１－珋ρ槡 ）

（２）

δ
２
＝

１

犖－１∑
犖

犻＝１
（ρ犻－珋ρ） （３）

式中犖ｓ 为混合不均匀度，犖 为该平面内燃料浓

度点的数量，ρ犻为该点的燃料质量浓度，珋ρ为该平

面内燃料平均质量浓度，δ为燃料质量浓度标准

差。对燃烧室冷态下３种分配方式的预混区域即

为Ｓ１与Ｓ２处的混合不均匀度进行了计算，结果

如表５所示，其中混合不均匀度为１时代表没有

发生混合，混合不匀均度为０时代表充分混合。

由表可知，工况Ｄ下燃料的最大与最小值相差最

小为０．００７８，混合不均匀度为０．０１２６，故工况Ｄ

混合效果最好；工况Ｆ下燃料与空气混合均匀性

最差。

表５　犖狊计算结果

犜犪犫犾犲５　犆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狅犳犖狊

工况

编号

ＣＨ４ 质量分数

最大值 最小值

珋ρ／１０
－２

（ｍｇ／ｍ
３）

δ
２／

１０－６

犖ｓ／

１０－２

Ａ ０．０３７９ ０．０２５１ ２．９２ ８．７４ １．７６

Ｄ ０．０３４３ ０．０２６５ ２．８７ ４．４５ １．２６

Ｆ ０．０３９８ ０．０１３２ ２．０７ １５．６１ ２．７８

４３　燃烧室内温度分布特性

图９（ａ）～图９（ｆ）为不同分配比例下燃烧室

中心截面（犡＝０ｍ）的温度分布云图，燃料分级比

例如表２所示。由图可见，高温区主要分布在值

班级喷口１的出口处以及二级旋流器出口处，同

时燃烧室的尾部会出现低温区域，这是由于燃烧

室尾部的掺混孔所致。由图９（ａ）～图９（ｆ）对比

可得，随着值班级与主燃级燃料流量比狉的不断

增大，燃烧室中心区域的值班级燃气温度逐渐上

升，高温区域逐渐拉长；二级旋流器出口处产生脱

体火焰，该火焰随着主燃级燃料流量的减小，火焰

温度在不断的降低，燃气高温区不断缩短。造成

以上两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当空气量不变时，狉在

０．１２～０．２变化时，主燃级的燃料分配过多，燃料

与空气混合不均匀，导致燃烧时产生较高温度的

火焰，使高温区域面积变大。当狉在０．２～０．７变

化时，主燃级燃料逐渐减少，燃料与空气的混合效

果变好，所以燃气温度逐渐降低，直至高于１９５０Ｋ

０８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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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温度区域消失；对于值班级来说，值班级属于扩

散燃烧，用于点火和火焰的稳定传播，会产生较高

温度的火焰，但是随着燃料流量的增加，导致燃料

在值班级喷口处的浓度过大，燃烧不充分，产生的

火焰温度也会提升，同时如果值班级火焰的高温

区域过长还会烧毁燃烧室后面的涡轮叶片，造成

不必要的损失。

图９　不同燃料分配方式下犡＝０ｍ处的温度分布

Ｆｉｇ．９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ｕｅ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ａｔ犡＝０ｍ

图１０为不同燃料分配方式下燃烧室中心轴

线上的温度变化，由图可知，由于燃烧室点火发生

在犢＝０．１ｍ处截面附近，所以各温度线在该处温

度发生大幅度上升，达到了峰值，其中，工况Ｅ最

高为２２５９Ｋ；随着两级流量比狉增加，相同位置处

的温度不断升高，高温点的数量增多，高温段区域

逐渐拉长，工况Ｅ、工况Ｆ下超过１９５０Ｋ的区域

图１０　燃烧室中心线上的温度分布

Ｆｉｇ．１０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ｌｉｎｅ

ｏｆ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

已拉长至０．４５ｍ处；狉为０．１２～０．２４下的４条温

度线在犢＝０．２～０．５ｍ范围内的间隙基本一致，

这是由于该４个工况下的流量比狉间隔为０．０４，

燃烧室中心位置的值班级燃料流量增加量均为

０．０００２５ｋｇ／ｓ左右，故燃烧所产生的温升差距不

大；温度线在犢 大于０．５ｍ的位置开始大幅度下

降，这是由于燃烧室尾部掺混孔的空气导致，６个

工况下燃烧室的出口中心位置保持在９９６～

１１８７Ｋ范围内，达到了一定的冷却效果。

４４　燃烧室内部犖犗狓分布特性

图１１为燃烧室中心截面（犡＝０ｍ）处 ＮＯｘ

的质量分数云图，由图可知ＮＯｘ生成量的最大区

域与温度超过１９５０Ｋ的区域基本重合，并且图

１１（ｃ）～图１１（ｆ）中ＮＯｘ生成量最大值出现在值

班级火焰锋面附近以及后面的高温区域；而对于

图１１（ａ）、图１１（ｂ）两图可以看出，两级流量比狉

分别为０．１２与０．１６，主燃级预混均匀性变差，导

致其高温区温度超越值班级扩散燃烧火焰的温

度，热力型ＮＯｘ在主燃级质量分数较高。形成以

上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热力型ＮＯｘ的生成原理

是由于温度过高（超过１９５０Ｋ），空气中的 Ｎ２ 与

Ｏ２ 的相互作用，此过程为一个强吸热过程，因此

该反应只发生在高温区域内，当燃气温度超过

１９５０Ｋ时，ＮＯｘ生成量为温度的指数函数，因此

热力型ＮＯｘ主要分布在温度高于１９５０Ｋ的高温

区域。

图１１　不同燃料分配方式下犡＝０ｍ处ＮＯｘ排放分布

Ｆｉｇ．１１　ＮＯｘｅｍｓｓｉｏｎ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ｕｅ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ａｔ犡＝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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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燃烧室出口参数比较

表６所示为喷口组合为方案４时不同分级配

比下通过数值模拟得到的燃烧室出口界面的平均

温度、温度分布系数、Ｏ２ 质量分数、ＣＯ２ 质量分

数、ＮＯｘ排放量。由表中数据对比可知，由于值

班级与主燃级燃料供给量总和是一定的，总空气

量不变，而且目前的燃烧室燃烧效率很高，所以改

变燃料分配方式对Ｏ２ 及ＣＯ２ 的质量分数影响不

大。但是出口截面的平均温度及出口温度分布系

数（ＯＴＤＦ，量符号记为犉ｏｔｄ）呈现先减小后增大

的趋势，是由于随着值班级与主燃级燃料分配方

式发生变化，工况 Ａ、工况Ｂ下主燃级的燃料流

量偏大，预混均匀性变差，导致燃烧产生高温燃

气，影响出口截面，使得出口温度升高、出口温度

分布不均匀。工况Ｅ、工况Ｆ两工况下，值班级燃

料过多，导致值班级燃烧产生的高温区拉长，使出

口的高温面积增大，导致温度分布系数增大，因此

以上４个工况下ＮＯｘ排放较多。工况Ｃ、工况Ｄ

两工况下，燃料在值班级主燃级分配得当，在出口

截面形成的局部高温区偏小，所以平均温度、出口

温度系数都偏低，也使得出口排放的 ＮＯｘ量降

低。从ＮＯｘ排放量的总体趋势来看，随着两级流

量比的增大，ＮＯｘ的排放量先减小后增大，呈现

趋势与实验结果相符。

表６　燃烧室出口平均燃烧性能

犜犪犫犾犲６　犃狏犲狉犪犵犲犮狅犿犫狌狊狋犻狅狀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犪狋犮狅犿犫狌狊狋狅狉狅狌狋犾犲狋

工况编号 平均温度／Ｋ 犉ｏｔｄ Ｏ２ 质量分数 ＣＯ２ 质量分数
ＮＯｘ排放量／

（ｍｇ／ｍ
３）

Ａ １０５３．０５ ０．３０６ ０．１４６５４５ ０．０３６６１３ ３９．３６

Ｂ １０４３．１１ ０．２７６ ０．１４６２１６ ０．０３６３９２ ３４．７９

Ｃ １０２２．６５ ０．２４０ ０．１４７４６７ ０．０３６８４５ ２３．２１

Ｄ １０１８．３３ ０．２３１ ０．１４７３５７ ０．０３６５３０ ２０．０８

Ｅ １０５９．４２ ０．２８２ ０．１４６７８５ ０．０３６６８１ ３５．６５

Ｆ １０７２．１７ ０．２９３ ０．１４６８７６ ０．０３６９５１ ３８．２２

５　结　论

１）对采用中心分级的微型燃气轮机低排放

燃烧室进行了实验测试，调节值班级与主燃级之

间的燃料流量分配比例，发现燃料分配比例为

０．２４时ＮＯｘ排放量达到最低值２３ｍｇ／ｍ
３。

２）不同的喷口位置对ＮＯｘ排放会产生一定

影响，但与燃料分配方式相比，喷口位置的影响不

明显。

３）燃料分配比例低于最佳值时，随着值班级

燃料流量的增加使主燃区燃料／空气混和均匀性

提高，降低高温区温度，导致ＮＯｘ排放下降。超

过最佳值后，随着值班级燃料流量的增加，值班级

火焰温度升高导致ＮＯｘ排放升高。

４）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系数的变化趋势与

ＮＯｘ排放变化趋势相同，在燃料分配比例为０．２４

时也达到最佳值。这是由于两级燃料分配比例发

生变化后，值班级与主燃级火焰长度发生变化引

起的。

５）数值计算与实验得到的数据基本吻合，说

明选取的数学模型与数值方法合理可靠，可以用

于对该类型燃烧室的燃烧性能的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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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Ｊ］．推进技术，２０１６，３７（１１）：２１１４２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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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４９（３）：９２９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ＹＩＭＥＲＩ，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ｓｔｕｄｙｔｏ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ａｉｒ／ｆｕｅｌｍｉｘｉｎｇｆｏｒｌｅａｎ，ｐｒｅｍｉｘ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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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严间隙对盘缘密封性能影响的数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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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真实工况下高压涡轮的盘缘封严进行三维数值模拟，研究了３种不同轴向间隙和径向间

隙对封严效率和盘腔内流场变化特性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针对复合封严结构及研究参数范围，由于静盘封

严环将盘腔划分为封严外容腔和封严内容腔，而封严外容腔可以有效地将主流燃气阻隔在内，因此封严内容

腔具有较高的封严效率。当轴向间隙增大时，封严环轴向重合度会逐渐减小，同时冷气出流阻力降低，盘腔的

封严效率因而提高。当轴向间隙一定径向间隙逐渐减小时，封严外容腔径向距离减小，此时盘腔低半径处封

严效率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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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缘封严作为航空发动机二次空气系统的重

要部件，可以有效抑制高温燃气入侵盘腔，防止涡

轮盘烧蚀，而合理的结构设计可显著减少从压气

机侧抽引的冷空气的使用量。研究表明，涡轮盘

腔内入侵的燃气增加到一定的体积分数便能使涡

轮盘的寿命降低５０％；另外，减小５０％的封严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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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量可将涡轮发动机的整体效率提高０．５％
［１］，

因此采用合适的封严结构不仅可以提高涡轮的性

能与安全性，而且对发动机的整体设计具有重要

意义［２］。

为追求高效的盘缘密封，国内外研究者开展

了大量的数值与实验研究工作。Ｊｏｈｎｓｏｎ等
［３］针

对基础封严结构（轴向封严和径向封严等）提出了

燃气入侵的流动机理，Ｏｗｅｎ等
［４５］根据燃气入侵

的机理进一步提出外部诱导入侵（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ｌｙｉｎ

ｄｕｃｅｄｉｎｇｒｅｓｓ）和旋转诱导入侵（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ｉｎ

ｄｕｃｅｄｉｎｇｒｅｓｓ），揭示了盘腔内气流的流动特性。

为以后封严结构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针对不同的封严结构，Ｓｃｈｕｌｅｒ等
［６７］在复合

封严和轴向封严的对比研究中，发现复合封严结

构的封严效率高于轴向封严，采用圆弧倒角的复

合封严还能改善叶根区域温度变化，降低气动损

失。Ｐｏｐｏｖｉｃ等
［８］提出了覆叠封严、加容腔封严、

改变倒角封严等不同形状的封严结构，揭示了各

自的密封性能。Ｓａｖｏｖ等
［９］研究了单唇（ｓｉｎｇｌｅ

ｌｉｐ）和双唇（ｄｏｕｂｌｅｌｉｐ）封严结构，发现双唇密封

性能明显优于单唇封严，在取得相同的密封效果

时，双唇封严所需的冷气量比单唇封严所需要的

要少。陶加银等［１０１１］对常温低转速工况下双重轴

向和径向轴向封严结构进行了数值研究，计算得

到了燃气入侵和冷气出流时的流场情况。研究表

明，相比基础封严结构，引入双重封严明显改善封

严性能。Ｊｉａ等
［１２］研究了高温高转速真实工况下

径向轴向封严的密封性能，同样发现，与基础封

严结构相比，径向轴向封严将获得最佳的封严

性能。

针对封严结构中添加凸起结构，Ｍｏｏｎ等
［１３］

以覆叠封严（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ｒｉｍｓｅａｌ）模型为基础，

在动盘封严环（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上添加封严齿，并研

究了封严齿位置及其几何参数对密封效果的影

响。计算结果表明，封严齿本身的安装就增强了

封严性能，齿的高度对封严特性影响较大，而宽度

影响甚微，并且封严齿存在着最佳位置。王鸣、邬

泽宇等［１４１５］运用实验方法对径向封严、轴向封严、

双齿封严３种封严结构内部添加凸起结构进行了

研究，通过观察改变凸起数目和凸起迎风面积对

涡轮腔内各参数（封严效率、总压、静压）的影响，

揭示了封严效率和最小封严流量的变化规律。

针对封严本身的结构参数，Ｐｏｐｏｖｉｃ等
［１６］在

主流道只含有动叶情况下的覆叠封严结构中，研

究了径向间隙、轴向间隙、轴向重合度等几何参数

对涡轮级效率和密封性能的影响。孔祥林等［１７］

和高庆等［１８］以轴向封严为研究对象，开展了数值

仿真计算。得到了不同动静叶轴向距离、密封间

隙尺寸和盘缘封严轴向位置对盘缘密封燃气入侵

和封严效率的影响规律。

在上述封严结构研究中，更多地是关注低转

速、低压和常温工况下封严盘腔燃气入侵和封严

效率问题，对于高温高压高转速的航空发动机真

实工况下盘缘封严密封性能的研究还需要完善。

本文采用稳态冻结转子方法［１９］对真实工况下第

一级高压涡轮的复合盘缘封严进行了三维数值模

拟，研究了不同轴向间隙和径向间隙对复合盘缘

封严出口处的腔内流动情况、周向压力和封严效

率的影响。

１　计算模型

本文采用的计算模型如图１所示，对某型高

压涡轮进行了适当简化，导叶３０片，动叶６０片。

选取其中１／３０个圆周（１２°）的物理模型进行数值

计算。图２给出了复合盘缘封严的几何结构。涡

轮盘盘缘半径犫＝２８７ｍｍ，静叶和动叶高度均为

６０ｍｍ，盘缘封严中存在着动盘封严环１和静盘

封严环２。静盘封严环将封严盘腔分割为内外两

个容腔，涡轮盘高半径且位居封严外侧的为封严

外容腔，另一个为封严内容腔。动盘封严环末端

图１　计算模型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

图２　复合封严几何模型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ｒｉｍｓｅａｌ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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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静盘壁面距离为轴向间隙犮；静盘封严环末端

齿尖至动盘封严环距离为径向间隙狊。轴向间隙

和径向间隙为本文研究变量，在研究的过程中以

保持动静叶型、动静叶轴向位置、主流道和轮毂轴

向位置不变为前提。

相应的边界条件如下：工质采用理想气体，燃

气入口和封严冷气入口均为质量流量入口，单级

涡轮出口给定平均静压，参考压力为零；封严腔冷

气流加入一定体积分数的示踪气体（二氧化碳气

体），用于确定盘缘密封的封严效率。表１给出了

具体的计算工况和边界条件。

表１　计算条件和边界条件

犜犪犫犾犲１　犆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犫狅狌狀犱犪狉狔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

参数 数值及详情

轴向雷诺数犚犲狑／１０
６ ２．１５

旋转雷诺数犚犲φ／１０
７ １．２７

封严冷气占主流质量流量百分比／％ ０．６

主流入口总温／Ｋ １７６０

封严冷气入口静温／Ｋ ８００

出口静压／Ｐａ ６２９５００

离散格式 高精度格式

　　旋转盘给定旋转角速度ω，旋转雷诺数定

义为

犚犲φ ＝
ρω犫

２

μ
（１）

式中ρ和μ分别为气流的参考密度和动力黏度，犫

为涡轮盘半径，下标φ表示周向。

轴向雷诺数定义为

犚犲狑 ＝
ρ狏犫

μ
（２）

式中狏为主流轴向速度（ｍ／ｓ）；犫为盘缘半径

（ｍ）；μ为动力黏度（ｋｇ／（ｍ·ｓ）），下标狑 表示

轴向。

无量纲角度定义为

θ

＝
θ－θ０

θ１－θ０
（３）

式中θ０ 是计算模型的起始角度，θ１ 是计算模型的

终止角度，θ为测点角度。计算模型中起始和终

止角度分布如图３所示。

无量纲压力系数定义为

犆ｐ＝
狆－珚狆
０．５ρω

２犫２
（４）

式中狆为选择点静压，珚狆为选择点对应位置静压

图３　周向角度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ａｎｇｌｅ

的周向平均值，该压力系数表征外部诱导入侵的

诱因及周向压力分布。

封严效率定义为

ε＝
φ－φ∞

φ０－φ∞
×１００％ （５）

式中用φ表示某处的二氧化碳体积分数，φ０ 代表

冷气入口二氧化碳体积分数，φ∞为主流二氧化碳

体积分数，本文用封严效率ε的大小来准确地描

述复合盘缘封严的封严性能，封严效率ε＝１００％

表示该处无主流入侵，完全密封，封严效率ε＝０

表示该处均为主流气体，主流完全入侵。

２　计算方法

针对计算模型具有的旋转特性，本文采用

ＡＮＡＳＹＳＣＦＸ１７．２软件对 ＲＡＮＳ（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进行数值求解，计

算网格采用ＩＣＥＭＣＦＤ软件进行结构化网格划

分，网格如图４所示，在轮毂、动叶、静叶等固体壁

面处划分了附面层网格，第１层网格布置在距壁

面０．００８ｍｍ的位置，经计算，保证了壁面狔
＋值

在６０以下。为了保证计算网格的无关性，预先对

多套网格进行了对比分析，图５给出了网格数目

对封严出口附近周向静压分布计算结果的影响，

图中横坐标为无量纲角度θ
，纵坐标狆为静压

值。可以认为当整体网格数超过６００万时封严出

口处的周向静压分布相一致，即满足网格独立性

验证条件，最终数值模拟选取的网格数为６５０万

左右。

图６给出了动静计算域的划分，静叶所处的

计算域为静止域，动叶和转静盘腔所处的计算域

为旋转域，静止域和旋转域之间由转静交界面分

隔开。其中，盘腔内静盘固体壁面为静止壁面。

吴康等［２０］在整级透平中转静轮缘封严问题的研

究中发现，上述计算域的设置能够准确地模拟

腔室内部的流态。此外，叶片、轮毂和封严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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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复合封严网格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Ｇｒｉｄ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ｒｉｍｓｅａｌ

图５　网格独立性验证

Ｆｉｇ．５　Ｇｒｉｄ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ｔｅｓｔ

图６　计算域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ｍａｉｎ

壁面设置为光滑、绝热、无滑移壁面，周向边界

设置为旋转周期面，转静交界面类型设置为

ｆｒｏｚｅｎｒｏｔｏｒ。

图７给出了不同湍流模型计算得到的静叶尾

缘附近不同半径狉处的静压分布情况，图中纵坐

标中珚狆ｅｘｐ为实验数据的平均静压。犽ε、犽ω、ＲＮＧ

（ｒ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犽ε和ＳＳＴ（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ｓｓ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湍流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与实验数据

相比都有一定偏差，本文选取与实验数据最为接

近的犽ε湍流模型。

图７　湍流模型验证

Ｆｉｇ．７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ｓ

数值计算差分格式均采用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格

式，选择ｓｃａｌａｂｌｅ函数壁面处理方法。各变量的

残差收敛标准为１０－５，且各监测面的参数不再发

生变化时认为计算收敛。

３　计算结果与分析

３１　封严轴向间隙的影响

为获得轴向间隙犮对盘缘封严密封效率的影

响。本文保持封严间隙与静叶尾缘的距离一定，

改变封严间隙动盘侧结构的轴向位置，轴向间隙

犮分别取４．５、５．５ｍｍ和６．５ｍｍ。图８为３种不

同轴向间隙封严结构在给定冷气流量时，即一定

冷气流量下封严间隙出口处中部的无量纲压力系

数犆ｐ沿周向的分布。图中明显看出盘缘封严间

隙处压力的周向不均匀性，高压区域和低压区域

周向交替分布，这是因为高压涡轮主流通道内的

高温气体经静叶后受到静叶尾迹和动叶前缘流场

的共同作用。

随着轴向间隙的增大，封严间隙出口处的面

积增大，气流会进一步膨胀和混合，从曲线中可以

看出：间隙处压力峰值逐渐下降，周向的压差也有

所降低。而封严盘腔外部主流与盘腔内的压力差

正是诱导燃气入侵的关键因素之一，轴向间隙增

大会导致盘腔内外的压力差减小，相应的主流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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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不同轴向封严间隙顶部周向无量纲压力系数分布

Ｆｉｇ．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ｎ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ｌｏｎｇ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ｔｏｐ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ｘｉａｌｓｅａｌ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气入侵也减小。这表明增大轴向间隙对于提高本

文研究的复合盘缘封严的封严效率有好处。

为了更好地研究轴向间隙变化对主流入侵的

影响，图９对比了３种轴向间隙下主流与转静盘

腔交界面处的径向速度（ｒａｄｉ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分布，径

向速度可以直观地反应气流在封严间隙处的入侵

与出流情况。图中速度大于零的区域表示封严腔

内气体出流，速度小于零的区域表示主流入侵。

可以看出：主流入侵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静叶尾缘

附近，即为图８所示的高压区域。相对于盘腔内

压力，静叶尾缘区域的外部通道内压力大，表现为

尾缘区域入侵明显。而远离静叶尾缘和动叶前缘

图９　３种轴向间隙下封严出口处径向速度分布

Ｆｉｇ．９　Ｒａｄｉ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ｅｘｉｔｏｆｔｈｅ

ｒｉｍｓｅａｌ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ａｘａｉｌ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ｓ

的低压区域，发生出流。

本文轴向间隙的增加会使得封严出口更接近

动叶前缘，而此时，封严间隙受动叶前缘压力场的

影响就会加强，表现为靠近动叶前缘附近的封严

出流区的径向速度会随着轴向间隙增大而显著减

小，特别是θ＜０．２的区域（从图８中也可以发现

该区域的静压明显增大）。此外，从交界面处的径

向速度云图可发现，轴向间隙犮由４．５ｍｍ增加至

６．５ｍｍ，封严出流的面积是不断增加的。这表明

增大轴向间隙对于复合盘缘封严的出流情况是具

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图１０分别在３种轴向间隙盘腔内出流区和

入侵区截了２个剖面，Ａ和Ｂ分别为出流区流场

结构和入侵区流场结构，图中截面流线的颜色表

示封严效率的大小（颜色的改变也反应了主流气

体和封严冷气的分布和掺混情况）。图１１给出了

复合封严出流区和入侵区的流动简图。黑实线为

燃气与冷气掺混后的流动路径，黑虚线为封严冷

气的流动路径。

如图１１（ａ），在出流区，盘腔外部压力较小，

封严冷气在离心泵效应的影响下，紧贴着旋转盘

穿过封严外容腔，与封严出口入侵的燃气掺混后

进入主流道。在静盘外容腔内，封严冷气沿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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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３种轴向间隙下盘腔流场结构

Ｆｉｇ．１０　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ｒｉｍｃａｖｉｔｙ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

ａｘｉａｌ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ｓ

封严环末端流动时，会在容腔底部静盘侧诱导形

成小的逆时针涡结构。而在动盘封严环倾斜表面

上，封严出流与沿倾斜面入侵的气流也会形成小

的顺时针涡系结构。封严冷气进入静盘外容腔后

推动着掺混流流入主流道，很好地将高温燃气阻

隔在静盘外容腔内，保证了封严内容腔内的封严

效率。对比图１０中３种轴向间隙出流区的流场

结构可知：轴向间隙减小，静盘封严环和动盘封严

环的轴向重叠度会因之增加，此时盘腔的流通通

道将越发深入封严外容腔，增加了封严冷气的流

动阻力，进而影响冷气的出流情况。正如图中动

盘封严环末端面位置，犮＝６．５ｍｍ封严结构的封

严效率明显高于５．５ｍｍ，犮＝５．５ｍｍ封严结构的

封严效率明显高于４．５ｍｍ。此外，出流区封严出

口处的封严效率亦是如此。故在上述变化范围

内，轴向间隙的增加有助于出流区封严冷气的

出流。

图１１（ｂ）为入侵区的流动情况，主流燃气冲

击动盘封严环外倾斜壁面，燃气会被分成两组，大

部分燃气沿着倾斜壁面下侵盘腔，一部分燃气向

高半径处流动并回到主流道。动盘封严环末端面

附近处的点线位置为强掺混界面，入侵的燃气在

强掺混界面处与沿旋转盘流动的冷气相互掺混，

在封严外容腔内形成了位居上部的顺时针涡和位

居下部的逆时针涡。在本文给定的冷气流量下，

结合图１０可以发现这两个涡系结构可以较好地

将主流燃气限制在封严外容腔内，从而保证了封

严内容腔的封严效率。

图１０中对比三者入侵区的流动结构发现：轴

向间隙的增加，增大了容腔结构。封严外容腔上

部顺时针涡结构增大，而强掺混界面和冷气进入

外容腔的位置不变，使得下部逆时针涡并没有明

显改变。此外，增加轴向间隙不仅使主流吹击动

盘封严环上倾斜表面的位置发生上移，这有利于

减小下侵的燃气量；而且减小了封严冷气的流动

阻力。具体表现在封严外容腔内两涡系的封严效

率都有些许提升。

图１１　盘腔流场结构简化示意图

Ｆｉｇ．１１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ｄｉａｇｒａｍｉｎｒｉｍｃａｖｉｔｙ

图１２　３种轴向间隙下沿径向的封严效率分布

Ｆｉｇ．１２　Ｓｅａｌ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ｒａｄｉ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ａｘｉａｌ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ｓ

图１２给出了盘腔内不同半径狉处的面平均

封严效率。结合图１０，静盘封严环的存在保证了

封严内容腔的封严效率，在狉／犫＜０．９６５时，盘腔

内的封严效率均为１００％。静盘封严环的末端齿

和封严外容腔将主流燃气阻隔在外。在外容腔下

半部分中（０．９６５＜狉／犫＜０．９７５），随着半径增加封

严效率会有所提高，这是因为泵效应作用下的封

严冷气沿着动盘封严环进入外容腔的中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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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主流燃气在图１１（ｂ）强掺混界面处与冷气接触

后，沿静盘壁面入侵至外容腔底部，故容腔底部的

封严效率会发生低于容腔中部区域的情况。而从

曲线对比中发现轴向间隙的增加明显提高了动盘

封严环以下区域（狉／犫＜０．９７５）的封严效率。而主

流入侵剧烈的封严外容腔上半部区域，封严效率

虽有增加但并不明显。

３２　封严径向间隙的影响

本节选择轴向间隙犮＝６．５ｍｍ的复合盘缘

封严，在确保各结构因素不变的条件下，通过更改

静盘封严环的径向位置来研究径向间隙狊对盘缘

密封封严效率的影响。径向间隙狊分别取１、２

ｍｍ和３ｍｍ。图１３给出了３种径向间隙下封严

出口处中部的周向无量纲压力系数分布的比较。

径向间隙的变化对封严出口处主流的压力影响很

小，并没有轴向间隙改变影响得那么明显，封严出

口处的压力峰值和周向压差并无改变。再结合图

１４，可以发现：径向间隙的改变不影响主流与封严

交界面处的入侵与出流情况。因此，本节将继续

对盘腔内部的流动结构进行分析。

图１３　不同径向封严间隙顶部周向无量纲压力系数分布

Ｆｉｇ．１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ｎ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ｌｏｎｇ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ｔｏｐ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ａｄｉａｌｓｅａｌ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图１４　３种径向间隙下封严出口处径向速度分布

Ｆｉｇ．１４　Ｒａｄｉ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ｅｘｉｔｏｆｒｉｍｓｅａｌ

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ｒａｄｉａｌ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图１５给出了盘腔出流区和入侵区的流场结

构，在出流区，径向间隙的增加使得封严冷气原本

经过的狭小通道变大，而冷气经通道后具有的较

高动能也会随之减小。如图可见动盘封严环末端

壁面处的封严效率依次下降，即紧贴着旋转盘向

高半径处流动的封严冷气量有所降低。在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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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３种径向间隙下盘腔流场结构

Ｆｉｇ．１５　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ｒｉｍｃａｖｉｔｙ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

ｒａｄｉａｌ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ｓ

区，径向间隙的增加使得封严外容腔径向长度加

大，从截面流线可见外容腔下部区域的逆时针涡

系结构随着径向间隙增大而增大。这将导致高温

的燃气会在逆时针涡的带动下，沿着静盘壁面入

侵至加深的外容腔底部。结合图１６，径向间隙的

增加使得封严外容腔底部的封严效率过早地降

低，且在高半径处（狉／犫＞０．９７５）也不存在明显提

高该处封严效率的趋势。但径向间隙处的封严效

率会随着径向间隙的增加而发生些许提升。

图１６　３种径向间隙下沿径向的封严效率分布

Ｆｉｇ．１６　Ｓｅａｌ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

ｒａｄｉ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ｒａｄｉａｌ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ｓ

４　结　论

本文围绕着盘腔中不同封严间隙对复合封严

密封性能的影响进行分析，模拟真实工况下第一

级涡轮主流道和封严流动区域，通过建模、网格划

分、计算和分析，得到了不同轴向间隙和径向间隙

对封严性能的影响规律，为复合封严结构的进一

步优化以及在封严间隙不断变化的实际应用中提

供参考。在本文所研究的范围内，得出结论如下：

１）燃气入侵依然发生在受静叶尾缘高压影

响的封严区域，动叶前缘压力场也会对动叶前缘

的封严区域产生一定影响。

２）静盘封严环将盘腔分割成封严外容腔和

封严内容腔，封严外容腔能够滞留大部分入侵的

主流燃气，有效提高了封严内容腔的封严效率。

３）轴向间隙对封严效率的影响较大，径向间

隙的影响较小。在封严冷气出口处，轴向间隙能

引起主流周向压力发生变化，而径向间隙的变化

引起的改变几乎可以忽略。

４）轴向间隙较小时，封严环的轴向重合度增

大，冷气通过封严外容腔的阻力增加，不利于提高

盘腔的封严效率。径向间隙较小时，封严外容腔

的径向长度变小，外容腔内主流入侵的深度降低，

且减小径向间隙有利于增加冷气通过后的动能，

因而可提高盘腔的封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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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Ｊ］．西安交通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４７（５）：１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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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ｓｅａｌ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ｔｕｒｂｉｎｅｒｉｍ

ｓｅａ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ｉ＇ａｎ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３，４７（５）：

１２１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ＤＡＳＯＧＨＥＲ，ＢＩＡＮＣＨＩＮＩＣ，ＳＡＮＧＡＮＣＭ，ｅｔａｌ．Ｎｕ

ｍｅｒ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ｔｇａｓ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ｕｒ

ｂｉｎｅｒｉｍｓｅａｌ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ｆｏｒＧａｓＴｕｒｂｉｎｅｓ

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７，１３９（３）：０３２６０２．１０３２６０２．９．

［２０］　吴康，任静，蒋洪德，等．整级透平中转静轮缘封严问题研

究：ＰａｒｔⅠ 封严与入侵［Ｊ］．工程热物理学报，２０１４，３５

（５）：８７３８７７．

ＷＵＫａｎｇ，ＲＥＮＪ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Ｈｏｎｇｄｅ，ｅｔａｌ．Ｒｏｔｏｒｓｔａｔｏｒ

ｒｉｍｓｅ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ｏｎｅｓｔａｇｅｇａｓｔｕｒｂｉｎｅ：ＰａｒｔⅠ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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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结相变对低温风洞雷诺数试验的影响

孙　皖１，徐　涛１，刘秀芳２，侯　予２

（１．重庆大学 低品位能源利用技术及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４０００４４；

２．西安交通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西安７１００４９）

摘　　　要：为了研究凝结相变对低温风洞雷诺数试验能力的影响，基于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建立了气液两相凝结

流动模型，相变模型采用考虑非等温效应修正的经典成核理论和Ｇｙａｒｍａｔｈｙ液滴生长理论；针对不同来流压

力和不同试验雷诺数工况条件，对氮气绕流 ＮＡＣＡ００１２翼型进行了数值模拟。模拟结果表明：随着来流温

度的降低，翼型附近区域气体膨胀越过气态饱和线并达到过冷状态，进一步降低来流温度则会在宏观层面上

观测到凝结相变对当地流场的改变，与无凝结相变的流场相比，释放的潜热加热气流导致马赫数降低及压力

系数的改变；在确保不破坏翼型气动性能试验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气体过冷区域来降低来流压力以此减少驱

动功率和液氮喷入量是可行的，或者保持来流压力不变提升低温风洞的试验雷诺数。

关　键　词：低温风洞；凝结相变；雷诺数试验；来流温度；来流压力；气体过冷；压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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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皖（１９８８－），男，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低温风洞跨声速流动、低温两相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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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孙皖，徐涛，刘秀芳，等．凝结相变对低温风洞雷诺数试验的影响［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２０，３５（９）：１８９３１８９９．ＳＵＮ Ｗａｎ，

ＸＵＴａｏ，ＬＩＵＸｉｕ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ｏｎＲｅｙｎｏｌｄｎｕｍｂｅｒｔｅｓｔｆｏｒｃｒｙｏｇｅｎｉｃｗｉ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０，３５（９）：１８９３１８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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犮狉狔狅犵犲狀犻犮狑犻狀犱狋狌狀狀犲犾

ＳＵＮＷａｎ１，ＸＵＴａｏ１，ＬＩＵＸｉｕｆａｎｇ２，ＨＯＵＹｕ２

（１．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ＬｏｗＧｒａｄｅＥｎｅｒｇｙ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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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ｄｅｒｖａｒｙｉｎｇｉｎｆｌｏｗ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ｎｇＲｅｙｎｏｌｄｎｕｍｂｅｒｓ，ｔｈ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ｆｌｏｗｉｎｇ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ＮＡＣＡ００１２ａｉｒｆｏｉｌｗｅｒｅ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ｉｎｃｏｍｉｎｇｆ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ｕｌｔｅｄｉｎｒａｐｉｄ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

ｇａｓｓｕｐｅｒｃｏｏｌｅｄｓｔａｔｅａｔｒｅｇｉｏｎｎｅａｒｔｈｅａｉｒｆｏｉ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ｉｔｈｆｕｒｔｈｅｒ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ｃｏｍ

ｉｎｇｆ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ｌｏｃａｌ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ｏｂ

ｓｅｒｖｅｄａｔａ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ｏｆｌａｔｅｎｔｈｅａｔｈｅａｔｅｄｕｐｔｈｅ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ｆｌｏｗａｎｄｔｈｕｓ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ｉｎａｄｅ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ｃｈ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ａ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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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ａｓ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ｄｅｓｔｒｏｙｉｎｇｔｈｅａｉｒｆｏｉｌ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ｉｔｗａｓｆｅａｓｉｂｌｅｔｏｍａｋｅｆｕｌｌｕｓｅｏｆｇａｓｓｕｐｅｒｃｏｏｌｉｎｇｆｏｒ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ｃｏｍｉｎｇｆｌｏｗｐｒｅｓ

ｓｕｒｅ，ｗｈｉｃｈａｌｓｏｍｅａｎｔｆｅｗｃｏｓｔｏｆｄｒｉｖ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ｌｉｑｕｉ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ｌｙ，ｋｅｅｐ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ｃｏｍｉｎｇｆｌｏｗ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Ｒｅｙｎｏｌｄ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ｈｅ

ｃｒｙｏｇｅｎｉｃｗｉｎｄｔｕｎｎｅｌ．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ｃｒｙｏｇｅｎｉｃｗｉ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Ｒｅｙｎｏｌｄｎｕｍｂｅｒｔｅｓｔ；ｉｎｃｏｍｉｎｇｆ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ｃｏｍｉｎｇｆｌｏｗ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ｇａｓｓｕｐｅｒｃｏｏｌ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风洞是利用可控制气流对飞行器气体动力学

性能进行模拟的试验设备。随着大型运输机和高

速飞行器的发展，出现了尖峰、平顶、超临界等先

进机翼，跨声速飞行时翼型气动特性对雷诺数十

分敏感，尤其是影响经济性的阻力特性和影响安

全性的最大升力系数；且雷诺数效应具有广泛性、

非线性和复杂性等特点，传统方法无法满足研制

需求，这就对风洞全尺寸雷诺数试验提出了新挑

战［１］。从模型准确性、平衡、负载、造价和运行成

本等综合方面考虑，降低风洞气流温度被认为是

提高试验雷诺数的最佳方案［２３］。在模型尺寸和

总压不变时，若将风洞总温由３２２Ｋ降至１００Ｋ，雷

诺数可提高５～６倍，驱动功率降低４４％；在相同雷

诺数下，低温风洞尺寸可比常规风洞减小５倍
［４］。

考虑大空间内大流量条件下气体降温需要，

低温风洞通常采用液氮喷雾方式冷却［５７］，气化后

的氮气作为试验介质，且氮气与空气物性最为接

近。气流温度越低雷诺数提升越明显，所以为了

最大提升雷诺数冷却后气流温度通常接近液氮温

度，如此低温的气流经过喷管或机翼模型时由于

膨胀降温极易引起凝结问题，从而破坏气动性能

试验相似准则的有效性［８］。纯净气体膨胀降温至

凝结是一个复杂的高过冷状态非平衡相变过程，

其凝结机理是发生在纳米量级上的传热传质过

程［９］。目前国内外对于高速流动下自发凝结现象

研究主要集中在蒸汽涡轮［１０１１］和超声速旋转分离

技术领域［１２１３］，而对于低温氮气自发凝结两相流

动问题的理论与试验研究还比较少，尤其是机翼

绕流方式的自发凝结。Ｗｅｇｅｎｅｒ
［１４］对超声速喷管

内氮气的成核理论和 Ｗｉｌｓｏｎ点试验数据进行了

总结分析；计光华［１５］结合氮气 Ｗｉｌｓｏｎ点试验针

对指定工况探讨了风洞温度等级的选择；孙皖

等［１６］则评估了采用不同成核模型对拉瓦尔喷管

内氮气自发凝结流动预测的准确性。

本文针对低温风洞雷诺数试验时可能会遇到

的凝结相变问题，考虑成核和液滴生长过程，构建

了气液两相凝结流动模型，完成了不同来流温度

和不同来流压力条件下低温氮气绕流机翼的数值

模拟，基于翼型附近液相质量分数和气体过冷度

等流场参数分析，研究了凝结相变对马赫数和翼

型表面压力系数等气动性能参数的影响，为大型

跨声速低温风洞实现高雷诺数试验有效运行提供

理论依据。

１　数学模型

１１　控制方程

基于Ｆｌｕｅｎｔ软件，构建了气液两相凝结流

动模型，考虑到高速膨胀过程中自发凝结形成的

液滴直径很小，认为气体和液滴之间的速度为无

滑移条件，且忽略液滴内部的导热热阻，认为液滴

温度等于饱和温度；因此混合相连续与动量控制

方程，以及气相和液相能量控制方程分别为

ρｍ

狋
＋
ρｍ狌（ ）犻

狓犻
＝０ （１）

ρｍ狌（ ）犼

狋
＋
ρｍ狌犻狌（ ）犼

狓犻
＝－

狆
狓犼

＋
τ犻犼
狓犻

（２）

φｇρｇ犺０，ｇ－（ ）狆

狋
＋
φｇρｇ狌犻犺０，（ ）ｇ

狓犻
＝



狓犻
φｇλｇ

犜ｇ
狓（ ）

犻
＋
φｇ狌犼τ犻（ ）犼
狓犻

－犛ｍａｓｓ犺０，ｇ＋犛ｅ

（３）

犜ｄ＝犜ｓａｔ （４）

式中下标ｍ、ｇ和ｄ分别表示气液混合物、气相和

液滴相；ρ为密度（ｋｇ／ｍ
３）；狌犻和狌犼为速度张量的

分量（ｍ／ｓ）；τ犻犼为切应力张量的分量；犺０，ｇ为气相

滞止比焓值（Ｊ／ｋｇ）；φｇ为气相体积分数；λｇ 为气

相热导率（Ｗ／（ｍ·Ｋ））；犜ｄ和犜ｓａｔ为液滴温度和

饱和温度（Ｋ）；犛ｍａｓｓ为凝结相变引起的质量交换

源项（ｋｇ／（ｍ
３·ｓ））；犛ｅ 为能量方程源项，等于质

量源项与凝结潜热的乘积（Ｗ／ｍ３）。

为了使求解方程封闭，还需构建额外的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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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分数狑 和液滴数密度η（单位：个／ｍ
３）两个

控制方程

ρｍ（ ）狑

狋
＋
ρｍ狌犻（ ）狑

狓犻
＝犛ｍａｓｓ （５）

ρｍ（ ）η

狋
＋
ρｍ狌犻（ ）η

狓犻
＝ρｍ犑 （６）

式中犑为成核率，定义为单位时间单位体积内过

冷气 体 分 子 形 成 凝 结 核 心 的 个 数，单 位 为

（ｍ３·ｓ）－１由成核率模型控制。

１２　相变模型

气液两相间的质量交换源项犛ｍａｓｓ 可以分为

两部分，第一项为由于凝结核心产生引起的质量

传递，第二项为由于在凝结核心基础上液滴生长

引起的质量传递，两部分分别由成核模型和液滴

生长模型来控制。两者分别采用非等温修正成核

模型［１７］和Ｇｙａｒｍａｔｈｙ液滴生长模型
［１８］

犑＝
狇ｃ
１＋ν

·ρ
２
ｇ

ρｄ

２σ

π犿槡 ３
１

ｅｘ烅

烄

烆

ｐ －
１６

３
· πσ

３ 狏（ ）ｄ ２

犽Ｂ犜（ ）ｇ
２ ｌｎ

狆
狆（ ）［ ］
ｓａｔ

烍

烌

烎

２
（７）

ｄ狉
ｄ狋
＝
λｇ

ρｄ狉
· １

１＋３．１８·犓狀
· 犜ｄ－犜（ ）ｇ

犺ｇｄ
（８）

式中狇ｃ为凝结系数；ν为非等温效应因子；σ为表

面张力（Ｎ·ｍ）；犿１ 为单个分子的质量（ｋｇ）；狏
ｄ

为单个分子的体积（ｍ３）；犽Ｂ 为玻耳兹曼常数，

１．３８０６４８８×１０－２３（Ｊ／Ｋ）；狆 为当地压力（Ｐａ）；

狆ｓａｔ为气体当地温度对应的饱和压力（Ｐａ）；ｄ狉／ｄ狋

为液滴生长率（ｍ／ｓ）；狉为液滴半径（ｍ）；犓狀为克

努森数；犺ｇｄ为凝结潜热（Ｊ／ｋｇ）。因此，质量交换源

项和由质量交换引起的气相能量方程中的源项为

犛ｍａｓｓ＝犿

αｇ犑＋ρｄ

３αｄ
狉
·ｄ狉
ｄ狋

（９）

犛ｅ＝犛ｍａｓｓ·犺ｇｄ （１０）

１３　湍流模型和气体状态方程

湍流计算采用ＳｐａｌａｒｔＡｌｌｍａｒａｓ单方程湍流

数学模型，由于其可以很好地解决具有逆压梯度

的边界层流动性问题，因此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

领域空气动力学数值计算案例中［１９］；跨声速低温

风洞试验以气化后的纯氮气为工作介质，其气体

状态方程采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密度、热导率、

动力黏度等参数由 ＮＩＳ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查 询 通 过 Ｆｌｕｅｎｔ

ＵＤＦ（ｕｓｅｒｄｅｆｉｎ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定义。

２　求解计算

２１　网格划分

如图１所示，ＮＡＣ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Ｃｏｍ

ｍｉｔｔｅｅｆｏｒ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００１２ 翼型的弦长犫 为

０．１３７ｍ，计算区域大小为：上游入口位于机翼前

缘弦长处１５犫，下游出口位于机翼后缘处２０犫，在

ＩＣＥＭ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ｏｄｅ）中采用结构化网格进行二维

网格划分，翼型壁面附近进行网格加密，构建了三

种尺寸的网格进行网格无关性验证，根据图１（ｃ），

其中横坐标狓／犫代表机翼型线归一化坐标，纵坐

标为压力系数犆ｐ，最终选则网格Ｂ开展数值模拟

工作，其网格数量为２０３０００。

图１　网格划分及网格无关性验证

Ｆｉｇ．１　Ｍｅｓｈ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ｓｈ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２２　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采用压力进口和压力出口边界条件，

模拟区域上下壁面和翼型表面设置为壁面边界条

件。参考美国ＮＡＳＡ兰利中心基于０．３ｍ小型跨

声速低温风洞研究中试验工况［２０］，模拟计算选取

了相同来流压力的两组工况和相同试验雷诺数的

三组工况，且选取工况中流场最低气流温度均高于

氮气三相点温度（６３．１５Ｋ），因此不涉及结晶问题。

各工况来流总压狆０，来流总温犜０，来流静压狆∞，来

流马赫数犕犪∞及试验雷诺数犚犲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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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计算工况

犜犪犫犾犲１　犆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

编号 狆０／ＭＰａ 犜０／Ｋ 狆∞／ＭＰａ 犕犪∞ 犚犲／１０６

４４ ０．５０６６ １１２．５ ０．３１４６ ０．８５４ ３８．５

４９ ０．３９６２ ９７．１ ０．２４６３ ０．８５３ ３７．６

５１ ０．３７５９ ９３．９ ０．２３２７ ０．８５７ ３７．５

６７ ０．５０５６ １０２．５ ０．３１２６ ０．８５８ ４３．９

２３　求解设定

基于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压力基Ｃｏｕｐｌｅｄ算法进行

稳态求解计算，控制方程采用２阶迎风离散格式，

先求解压力、速度和能量方程并将结果作为初场，

再开启相变模型，耦合求解液相质量分数和液滴

数目密度方程，迭代残差设定为１０－４。

３　模拟结果

３１　相同试验雷诺数的模拟结果

在可以提供相同试验雷诺数能力的前提下，

随着气流来流压力和温度的降低，低温风洞喷入

的液氮量和驱动功率将会大幅下降。但另一方

面，气流温度的降低会引起自发凝结相变的发生，

这可能会破坏翼型气动性能试验的有效性。

图２为工况４４中模拟所得翼型附近马赫数

犕犪和气体过冷度云图，其中过冷度犜ｓｃ定义为当

地压力下气体对应饱和温度和气体当地温度之

差，该工况来流总温为１１２．５Ｋ，由图可以看出，

在最大当地马赫数区域即对应的最低气流温度区

域，其过冷度仍为负值，这表明在来流温度较高的

条件下，气流流经翼型表面时未发生凝结相变。

随着来流温度的降低，气流在流经翼型表面

时发生快速压降和温降，则会在翼型附近低温区

域发生凝结伴随有液滴的产生，如图３所示；而随

图２　马赫数和过冷度云图（工况４４）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Ｍａｃｈ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ｓｕｐｅｒｃｏｏｌｅｄ

ｄｅｇｒｅｅ（ｃａｓｅ４４）

图３　液相质量分数云图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ｍａｓｓ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着液滴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工况５１），则可以在宏

观层面上观测到凝结相变对低温风洞中流场的影

响；首先相变释放的潜热加热气流，使得翼型表面

的气体温度升高（即过冷度降低，如图４所示）；气

体在翼型表面的膨胀过程受到抑制，进而马赫数

也随之显著降低，如图５所示。

流场的改变最终会影响翼型气动性能测试

结果，如图６所示为３种工况下翼型表面压力系

数对比，可以看出，与无凝结发生的工况４４相

比，工况４９则由于凝结产生的液滴量较小，其

对压力系数的影响则非常小；而工况５１中液滴

量的增加对翼型的压力系数具有显著改变，压

力系数的改变代表着翼型气动性能的改变，基

于数值模拟结果，采用面积积分求解出翼型的

阻力系数由工况４４的０．０２７１６变为工况５１的

０．０２５１４，减小了７．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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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气体过冷度云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ｇａｓｓｕｐｅｒｃｏｏｌｅｄｄｅｇｒｅｅ

图５　马赫数数云图

Ｆｉｇ．５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Ｍａｃｈｎｕｍｂｅｒ

图６　压力系数对比（工况４４、工况４９、工况５１）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ａｓｅ４４，ｃａｓｅ４９，ｃａｓｅ５１）

３２　相同来流压力的模拟结果

对比工况４４和工况４９可知，在低温风洞获

得相同试验雷诺数能力的条件下，来流压力可以

降低２１．８％仍能保证翼型气动性能试验不受凝

结相变的破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相同来流

压力条件下，充分利用气体过冷区域则可大幅提

升试验雷诺数。如图７所示为工况６７模拟所得

的马赫数和过冷度云图，相比于工况４４，其总压

基本一致，但进口温度降低１０Ｋ，此时翼型附近

气体最低温度越过饱和线，最大过冷度可以达到

７．２４Ｋ，而对流动马赫数无明显影响；同时如图８

图７　马赫数和过冷度云图（工况６７）

Ｆｉｇ．７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Ｍａｃｈ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ｓｕｐｅｒｃｏｏｌｅｄ

ｄｅｇｒｅｅ（ｃａｓｅ６７）

图８　压力系数对比（工况４４、工况６７）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ａｓｅ４４，ｃａｓｅ６７）

７９８１



航　空　动　力　学　报 第３５卷

所示，翼型表面的压力系数也未有显著改变。试

验雷诺数则由工况 ４４ 的 ３．８５×１０７ 提升至

４．３９×１０７，增加１４％左右。

４　结　论

本文基于 ＮＡＣＡ００１２翼型，通过数值模拟

方法研究了凝结相变对低温风洞试验雷诺数模拟

能力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１）在低温风洞试验中，由于氮气流经翼型

表面膨胀降温可能会发生凝结相变，而只有当

气流温度达到较大过冷度时，凝结相变才会显

著影响翼型表面附近的流场，即释放的潜热加

热气流抑制气体的膨胀过程，使得马赫数降低

和压力系数偏离，进而影响试验雷诺数模拟的

有效性。

２）在获得相同试验雷诺数的条件下，充分利

用气体过冷区域，适当降低来流总压仍能保证翼

型气动性能试验不受凝结相变的破坏，进而可以

减少驱动功率和液氮喷入量并提高低温风洞的经

济性。

３）在保持相同来流压力不变条件下，充分利

用气体过冷区域，适当降低来流温度则可以使试

验雷诺数得到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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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式”进气道附面层扫除特性风洞试验

赵海刚，刘　雨，任丁丁，丁凯峰，史建邦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西安７１００８９）

摘　　　要：以某低、高速风洞为平台，设计搭建了“蚌式”进气道附面层扫除特性测量试验系统，进行了不同

流量系数和来流马赫数下进气道鼓包表面附面层扫除特性的风洞试验，通过对试验数据的整理、计算和对比

分析同型号的飞行试验结果，研究了“蚌式”进气道鼓包表面附面层扫除特性。研究结果表明：在相同的来流

马赫数下，随着流量系数的增大，鼓包表面附面层的扫除能力逐渐减弱；在亚声速工况的绝大多数流量范围

内，鼓包表面压力系数沿鼓包中心线对称分布、压力梯度变化明显，且在不同截面沿主流方向具有增大的特

征，鼓包构型对附面层扫除效果较强；超声速工况下具有明显附面层扫除能力的流量范围明显小于亚声速工

况，进气道唇口形成的弓形激波是影响鼓包表面不同位置压力梯度变化的主要因素，进而决定着附面层扫除

特性。在接近来流马赫数１．８及以上飞行工况下，附面层的扫除能力减弱，附面层分离加强，进而会造成较大

的进气压力损失和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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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０，３５（９）：１９００１９０８．

犅狅狌狀犱犪狉狔犾犪狔犲狉犫犾狅狑犻狀犵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犫狌犿狆犻狀犾犲狋

犫狔狑犻狀犱狋狌狀狀犲犾狋犲狊狋

ＺＨＡＯＨａｉｇａｎｇ，ＬＩＵＹｕ，ＲＥＮＤｉｎｇｄｉｎｇ，ＤＩＮＧＫａｉｆｅｎｇ，ＳＨＩＪｉａｎｂａ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ｌｉｇｈｔＴｅｓｔ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Ｌｉｍｉｔｅｄ，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８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ｌｏｗａｎｄ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ｗｉ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ａｔｅｓｔ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ｂｌｏｗ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ｂｕｍｐｉｎｌｅｔａｔａｗｉ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ｗａｓ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ａｎｄｓｅｔｕｐ．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ｂｌｏｗ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ｂｙｔｅｓｔ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

ｃｏｍｉｎｇＭａｃｈｎｕｍｂｅｒｓａｎｄｆｌｏｗｒａｔｉｏ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ｌｉｇｈｔ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ｙｐｅ，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ｂｌｏｗ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ｂｕｍｐｉｎｌｅｔ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ｂｌｏｗ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ｔｈｅｂｕｍｐｉｎｌｅｔ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ｆｌｏｗｒａｔｉｏ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ｉｎｃｏｍｉｎｇ

Ｍａｃｈｎｕｍｂｅｒ．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ｗｉｄ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ｆｌｏｗｒａｔｉｏａｔｓｕｂｓｏｎｉｃ，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ｔｈｅｂｕｍｐｉｎｌｅ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ｓ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ａｎｄｉ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Ｔｈｅｂｕｌｇ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ｈｏｗｅｄａ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ｓｔｒｏｎｇｂｌｏ

ｗ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Ｔｈｅｆｌｏｗｒａｔｉｏｒａｎｇｅｗｉｔｈ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ｂｌｏｗ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ｔｓｕ

ｐｅｒｓｏｎｉｃ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ｓｍａｌｌ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ａｔｓｕｂｓｏｎｉｃ．Ａｔｓｕｐｅｒｓｏｎｉｃｔｈｅｂｏｗｓｈａｐｅｄｓｈｏｃｋ

ｗａｖ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ｌｅｔｌｉｐｗａ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ａｃｔｏｒ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ｂｕｍｐ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ｂｌｏｗ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ｙ．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ｆｌｉｇｈｔｃ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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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ｔｉｏｎｓｎｅａｒＭａｃｈｎｕｍｂｅｒ１．８ａｎｄ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ｂｌｏｗ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ａ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ｆｌｏｗｉｎｇｗａ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ｃａｕｓｉｎｇｌａｒｇｅｌｏｓｓａｎｄ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ｌｅ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ｗｉ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ｔｅｓｔ；ｂｕｍｐｉｎｌｅ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ｂｌｏｗ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ｃｏｍｉｎｇＭａｃｈｎｕｍｂｅｒ；ｆｌｏｗｒａｔｉｏ

　　无附面层隔道超声速进气道（ｄｉｖｅｒｔｅｒｌｅｓｓ

ｓｕｐｅｒｓｏｎｉｃｉｎｌｅｔ，简称“蚌式”进气道）设计理念实

现了全三维的无附面层隔道、抽吸和旁路系统，且

压缩面与前机身融为一体［１２］，满足了新一代战斗

机在气动性能、隐身、质量、维护性以及研制成本

等方面的苛刻要求。

“蚌式”进气道的关键技术是通过由锥型舌状

弧形的三维鼓包曲面（简称鼓包）来实现附面层的

抽吸作用，取消了现在大多数超声速战斗机进气

道设计中的附面层隔道，在减轻进气系统质量的

前提下确保了进气道的优异性能［１２］。因此，进气

道鼓包气动构型设计及其附面层扫除特性是进气

道技术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国外，欧美等航空发达国家在包含“蚌式”

进气道附面层气动理论、计算流体力学、风洞及飞

行试验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等资源开展相

关技术研究，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３１１］。美国

格鲁曼公司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研制“超虎”

（ＳｕｐｅｒＴｉｇｅｒ）舰载战斗机期间，在乘波理论基础

上，率先尝试研究了“蚌式”进气道技术。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美国空军正式开展了以兰利中心、洛

克希德·马丁公司等航空公司及研究机构共同参

与的先进紧凑型进气道系统（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ｏｍｐａｃｔ

ｉｎｌｅ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ＣＩＳ）的研究项目
［２］，目的是研发一

种在经济成本、性能特性等方面具有高优势的进

气系统，以满足新一代先进战斗机对进气道设计

与工程应用的需求。经过近十多年的联合技术攻

关和乘波构型关键技术的突破，证实了“蚌式”进

气道的工程发展潜力，并率先在Ｘ３５验证机上进

行了应用，见图１，为后续Ｆ３５战斗机的研制提

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在国内，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梁德旺、郭荣

伟、谭慧俊等教授在“蚌式”进气道机理分析、气动

设计、数值仿真及风洞试验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

技术研究［１２１８］，并重点研究了“蚌式”进气道附面

层的扫除机理、流场畸变等内容，取得了大量的研

究成果，为国内相关飞机型号的设计提供了充实

的理论和试验基础。另外，以成都飞机设计研究

所的杨应凯研究员为代表的业内专家，以飞机型

图１　由ＣＦＤ设计的Ｘ３５ｂｕｍｐ进气道

Ｆｉｇ．１　Ｘ３５ｂｕｍｐｉｎｌｅｔ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Ｆ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号研制为背景，针对“蚌式”进气道进行了大量的

气动设计与风洞试验研究［１９２０］，成功完成了“枭

龙”等型号战斗机的“蚌式”进气道的设计开发，为

国产新一代战斗机隐身、性能品质等方面的跨代

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本文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某低、高速风洞

为平台，利用飞机前机身与“蚌式”进气道缩比模

型，设计搭建了“蚌式”进气道附面层扫除特性测

量试验系统，进行了不同流量系数、来流马赫数

犕犪下的进气道鼓包表面附面层扫除特性风洞试

验，并对比同型号的飞行试验结果，分析了不同工

作状态下“蚌式”进气道鼓包表面附面层扫除的效

果，试验研究进一步完善了该型进气道附面层排

除机理研究、数值仿真、风洞／飞行试验等研究体

系，为后续技术研究、型号发展提供飞行试验

依据。

１　试验研究方案

图２为本项目的试验研究方案，分为３个阶

段，第１阶段在完成前机身与“蚌式”进气道的缩

比模型设计及相关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开展了模

型附面层特性的测量方案一体化设计、基于模型

的加工及测试改装工作；第２阶段在以上试验准

备的基础上，进行了试验工况的设计规划。开展

了不同进气道流量系数和来流马赫数下的进气道

附面层扫除特性风洞试验；第３阶段是对风洞试

１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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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数据的整理、分析，研究了“蚌式”进气道鼓包附

面层气流扫除特性随进气道流量系数、来流马赫

数的变化规律。

从气动原理上分析可知，“蚌式”进气道利用

鼓包表面特有的气动构型，在其表面上形成中间

高、两侧低的沿展向压力梯度特性，进而实现对附

面层低能流的扫除。因此，鼓包表面压力梯度是

评定“蚌式”进气道附面层扫除特性的重要指标。

本试验通过测量进气道模型鼓包表面不同位置点

的壁面静压，整理、分析其表面展向、流向的附面

层压力梯度特征以及部分工况进气道出口附面层

位移厚度，来定量分析研究鼓包表面附面层的扫

除特性。

图２　风洞试验流程方案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ｗｉ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ｔｅｓｔ

考虑到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方法的通用性，对

试验中的测点静压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利用压

力系数犆ｐ 来分析、评定进气道的附面层扫除

特性。

犆ｐ＝
狆－狆０
０．５ρ０犞

２
０

（１）

式中狆为试验所得鼓包表面的静压值，狆０、ρ０、犞０

分别是自由来流的静压、密度和速度。

流量系数可以反映进气道流量特性，即进

气道的流通能力，计算公式如下：

犌＝
犓犃０狆


０狇（λ０）

犜
槡 ０

＝

犓犃ｃ狆

ｃ狇（λｃ）

犜
槡 ｃ

＝
犓犃２狆


２狇（λ２）

犜
槡 ２

＝
犃０
犃ｃ
＝
狆

ｃ狇（λｃ）

狆

０狇（λ０）

＝

狆

２狇（λ２）犃２
狆

０狇（λ０）犃ｃ

＝
狆

２狇（λ２）犃２

狆

０狇（λ０）犃１ｃｏｓαｃｏｓβ

（２）

其中

狇（λ）＝
γ＋１（ ）２

１
（γ－１）

λ１－
（γ－１）

（γ＋１）
λ［ ］２

１
（γ－１）

（３）

λ＝
（γ＋１）犕犪

２

［２＋（γ－１）犕犪
２槡 ］

（４）

式中犓 为气体常数，狆、λ、犃、犜分别为总压、速

度因数、流管面积和总温，其中下标０、ｃ、１和２分

别代表自由来流、进气道捕获截面、进气道进口截

面、进气道内测量截面，γ为比热比，α和β分别为

来流攻角和侧滑角，且犜
０ ＝犜


ｃ ＝犜


２ 。

本次试验进行了部分工况下进气道出口位移

附面层的测量与计算评估，其中附面层位移厚度

数学模型为

δ

＝∫

δ

０
１－

ρ

ρｅ
·狏
狏（ ）
ｅ

ｄ狔 （５）

　　附面层速度分布依据半经验的指数分布规

律，即

狏
狏ｅ
≈
狔（ ）δ

１／７

（６）

式中ρ和ρｅ分别为附面层内和主流区气流密度，

狏和狏ｅ为附面层内和主流区速度，δ为附面层厚

度，狔为测点到壁面的垂直距离，将式（６）的速度

分布代入式（５）即可求出附面层位移厚度。

本次试验中来流马赫数 犕犪分别为０．０３、

０．６、０．８、０．９５、１．５３、１．８，每个来流马赫数下进行

０．３０～０．９６范围内的不同流量系数的风洞试验，

试验工况的选择基本能够覆盖该型进气道的全部

使用状态。

２　风洞试验装置与测量方案

２１　风洞试验装置

本文试验分别在低速和高速风洞中进行。其

中低速风洞由风扇驱动，为连续式双试验段风洞，２

个试验段设计最大风速为３７．４、１１２．２ｍ／ｓ。高速

风洞由充气式高压气源驱动，为暂冲式风洞，如图

３所示，其来流马赫数犕犪调节范围为０．５～３．５。

试验对象为１３∶１的飞机前机身和“蚌式”进

气道组合缩比模型，其中模型的鼓包段如图４所

示，其前半段类似于扁圆形锥体，后半段为过渡

段，并构成进气道内壁面的一部分，整个鼓包壁面

沿横向中心线呈对称分布。

试验时，在进气道出口加装压力／温度测量

耙、附面层总压测量耙来测量、计算各工况下的流

量系数与附面层厚度参数。在模型进气道延长段

的出口加装１个圆锥形的堵锥，通过调节堵锥沿

２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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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高速风洞图（单位：ｍｍ）

Ｆｉｇ．３　Ｐｉ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ｗｉ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ｕｎｉｔ：ｍｍ）

图４　缩比模型中鼓包附面层测量段图

Ｆｉｇ．４　Ｐｈｏｔｏｏｆｔｅｓｔ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ｕｍｐ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

ｏｆｓｃａｌｅｄｍｏｄｅｌ

气流方向的位移来控制通过进气道模型的空气流

量，进而模拟发动机所需的空气流量，实现对试验

中的流量系数的调节。

２２　试验测量方案

为了评估鼓包表面的附面层扫除特性，进行

壁面静压测点的测试改装。在鼓包附面层测量段

上布置了７排共计２３个壁面静压测量点，测点分

布如图５所示，所有静压孔沿鼓包表面中心线呈

对称分布。第１排布置１个静压孔、第２排布置

３个静压孔、第３排布置７个静压孔、第４排布置

９个静压孔，第５、６、７排各布置１个静压孔，分别

记为犚１～犚７ 截面。试验同时测取了风洞试验段

来流的总、静压等参数。

图６为进气道出口附面层总压测量耙，试验

中沿周向等角度加装３支测量耙，每支测量耙共

布置１１支直径为１．０ｍｍ的总压测量管，其中，

从靠近壁面起，无间距密排８支，疏排３支。测量

耙第１个测点距壁面０．５ｍｍ，第１１个测点距壁

面２０ｍｍ。

图５　鼓包表面静压测点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Ｓｔａｔ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ｎｂｕｍｐｓｕｒｆａｃｅ

图６　附面层总压测量耙图

Ｆｉｇ．６　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ａｋｅｆｏｒ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３　试验结果分析

３１　流量系数对附面层扫除特性的影响分析

图７为犕犪＝０．８，犚３、犚４ 截面上鼓包表面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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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系数随流量系数的分布曲线。将图７（ａ）作为

该来流马赫数犕犪下的典型工况进行分析，从图

中可以看出，在犕犪＝０．８时，鼓包犚３ 截面压力系

数整体上随鼓包中心线呈对称分布，且随鼓包中

心线向两侧扩展，表面压力系数减小，即鼓包表面

静压不断降低，表明鼓包压缩曲面上存在中间高、

两侧低的压力分布特征。因此，该压力梯度的存

在相当于一个无源的附面层扫除装置，将鼓包表

面的附面层沿展向扫除。对比图７（ａ）不同流量

系数之间的压力系数变化规律，可以看出，在该来

流马赫数下，随着流量系数的增大，各测点表面压

力系数曲线整体“下移”减小，且梯度变小，表明附

面层扫除效果变弱。分析原因可知，随着流量系

数增大，鼓包壁面以上区域流通能力增强，流速增

大，进而壁面静压降低，压力系数减小。

从图７（ｂ）中犚４ 截面的压力系数分布来看，

与犚３ 截面一样，其沿中心线对称分布、且随着流

量系数的增大，各测点表面压力系数曲线整体“下

移”减小，附面层扫除效果变弱。但图７（ｂ）相对

于图７（ａ），在主流通道范围内，即在－犔２ 至犔２ 的

展向范围内，压力系数变化较为平缓，可知其在主

流通道范围内，附面层压力梯度较小，扫除效果相

对较弱。

对比图７（ａ）、图７（ｂ），分析相同来流马赫数

和流量系数条件下，犚３ 截面和犚４ 截面的附面层

扫除特性可以看出：以鼓包中心线为参考，在各个

流量系数下，犚３ 截面压力系数相对于犚４ 截面下

降曲率较大，即压力梯度大，表明在这区域范围

内，鼓包犚３ 截面表面附面层的扫除效果相对犚４

截面较强。

图８为犕犪＝０．８时，进气道模型出口附面层

位移厚度随流量系数的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

出，在小流量系数（≤０．８０）时，随流量系数的增

大，进气道模型出口附面层位移厚度增加较为明

图７　不同流量系数时压力系数分布曲线（犕犪＝０．８）

Ｆｉｇ．７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ｌｏｗ

ｒａｔｉｏｓ（犕犪＝０．８）

图８　附面层位移厚度随流量系数的变化曲线

（犕犪＝０．８）

Ｆｉｇ．８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ｃｕｒｖｅｓ

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ｌｏｗｒａｔｉｏｓ（犕犪＝０．８）

显，而流量系数继续增大时，位移厚度变化不明

显。分析原因可知，在该来流马赫数下，随着流量

系数的增大，各测点表面压力系数曲线整体“下

移”减小，且压力梯度变小，表明附面层扫除效果

变弱，进而导致进气道出口附面层位移厚度增加。

该结论也进一步证明了鼓包壁面压力系数分布特

征与附面层扫除能力的规律。

图９为犕犪＝１．８时，犚３、犚４ 截面上鼓包表面

压力系数随流量系数的分布曲线。图９（ａ）可以

看出，对于鼓包犚３ 截面，在 犕犪＝１．８、＝０．６１

时，压力系数随鼓包中心线呈对称分布较好，且沿

鼓包中心线向两侧扩展，压力系数减小明显，表明

在该流量系数下，附面层扫除效果较好。而在其

他较大流量系数工况下，压力系数对称性较差，表

明在大马赫数、高流量系数工况下，鼓包表面附面

层分离加强，鼓包构型对其表面附面层整体扫除

效果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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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９（ｂ）中可以看出，对于鼓包犚４ 截面，

当 犕犪＝１．８０ 时，在 小 流 量 系 数 （＝０．４５，

０．６１）工况下，压力系数基本以中心线呈对称分

布，且沿鼓包中心线向两侧扩展，压力系数减小

明显，表明在该流量系数下，附面层扫除效果较

好。而在其他流量系数工况下，虽然压力系数

对称性基本较好，但在在主流通道范围内，压力

系数变化较为平缓，可知其在大流量系数范围

内，附面层扫除效果较弱。将图９（ｂ）与图８（ｂ）

相比可知，对于鼓包犚４ 截面，大来流马赫数工

况下，压力系数整体较低，沿鼓包展向压力系数

分布的一致性较差，其附面层流动性较差，附面

层扫除效果相对较弱。

对比图９（ａ）与图９（ｂ）可知，小流量系数（＝

０．４５，０．６１）工况下，附面层整体扫除效果较好，而

在大流量系数下，附面层整体扫除效果较弱。

图９　不同流量系数时压力系数分布曲线（犕犪＝１．８）

Ｆｉｇ．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ｌｏｗｒａｔｉｏ（犕犪＝１．８）

３２　来流马赫数对附面层扫除特性的影响分析

图１０为＝０．２９、犚３ 截面，鼓包表面压力系

数随来流马赫数的分布曲线，将该图作为典型工

况来分析压力系数随来流马赫数的变化规律。从

图中可以看出，当来流马赫数犕犪≤０．９４时，压力

系数随鼓包表面中心线呈对称分布，且沿鼓包中

心线向两侧扩展，压力系数明显减小，即鼓包压缩

曲面上存在中间高、两侧低的压力分布，表明在该

来流马赫数工况下，附面层扫除效果较好。而在

来流马赫数分别为１．５３、１．８０两种超声速工况

下，压力系数曲线对称性较差且变化趋势较为平

缓，表明该工况下附面层的扫除效果差。另外，从

图中各来流马赫数下的压力系数具体量值变化规

律可以看出：当来流马赫数小于０．９４时，随着来

流马赫数的增大，鼓包表面压力系数增大，并且鼓

包表面沿展向压力梯度也随来流马赫数的增大而

增大，再次证明，在该来流马赫数范围内，附面层

的扫除效果随来流马赫数的增大而增强。而在来

流马赫数分别为１．５３、１．８０两种工况下，其变化

趋势与来流马赫数小于０．９４的工况相反，即随来

流马赫数的增大，鼓包表面压力系数、沿展向的压

力梯度越小，表明附面层扫除能力在变弱。

图１０　不同犕犪时压力系数的分布曲线

（＝０．２９）

Ｆｉｇ．１０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犕犪

（＝０．２９）

图１１为＝０．６８，０．９４时犚３、犚４ 截面上不

同来流马赫数下鼓包表面压力系数的分布曲线。

由图１１（ａ）可知，在犕犪≤０．９４时，压力系数沿展

向对称性较好，且压力系数随来流马赫数增大而

增大，表明该工况范围内鼓包表面附面层的扫除

效果整体较好。对比图１１（ａ）与图１１（ｂ）可以看

出，在相同的流量系数条件下，当 犕犪＝１．５３时，

鼓包犚３ 截面的压力系数沿展向的梯度较小，附

面层扫除效果明显减弱，而此时鼓包犚４ 截面仍

具有较好的附面层扫除效果。当来流马赫数

犕犪＝１．８０时，鼓包犚３ 截面已经基本不能吹除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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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层，此时鼓包犚４ 截面的附面层吹除效果也大

大减弱。这说明对于流量系数＝０．６８的工况，

当来流马赫数 犕犪增加到某一值（１．５３＜犕犪＜

１．８）时，鼓包构型对附面层扫除能力大大降低，进

而会造成较大的进气压力损失和畸变。

对于鼓包犚３ 截面中心点上的压力系数，其

随来流马赫数的增大呈现先增大（犕犪≤０．９４）后

减小（犕犪≥１．５３）的变化趋势。对于鼓包犚４ 截面

中心点上的压力系数，随着来流马赫数的增大，在

犕犪≤１．５３时增大，在犕犪≥１．８时减小。分析原

因可知：随着来流马赫数的增大，鼓包前部的弓形

波后移，当弓形波移动至测量截面后方时，就会出

现压力系数大幅下降的现象，这也是犚４ 截面的

压力系数转折点来流马赫数要比犚３ 截面大的原

因，因为犚４ 截面位置更靠后，来流马赫数更大时

弓形波才会移至测点后方。

对比图１１（ｃ）和图１１（ｄ）可以看出，当来流马

赫数犕犪≤０．９４时，鼓包犚３ 截面的压力系数沿展

向的分布对称性和梯度都远大于鼓包犚４ 截面，

说明此时鼓包犚３ 截面的附面层吹除效果较鼓包

犚４ 截面更好。另外，从压力系数的整体性分布来

分析可知图１１（ｃ）和图１１（ｄ）所代表的流量系数

＝０．９４工况相比于图１１（ａ）和图１１（ｂ）所代表

的流量系数＝０．６８工况，附面层扫除效果更差，

图１１　不同犕犪时压力系数分布曲线

（＝０．６８，０．９４）

Ｆｉｇ．１１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犕犪

（＝０．６８，０．９４）

附面层的分离加剧。

图１２分别为来流马赫数 犕犪＝０．８０，１．８０，

鼓包犚２、犚３ 截面的飞行试验与风洞试验压力系

数结果对比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犕犪＝０．８时，

风洞试验和飞行试验数据均表明在两个截面的附

面层排除特性较好，而犕犪＝１．８０时，鼓包表面压

力系数都出现了明显的不对称分布，表明附面层

吹除效果相对变差。相对于风洞试验，飞行试验

的压力系数曲线对称性、梯度变化规律均较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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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飞行试验与风洞试验压力系数结果对比曲线

（犕犪＝０．８，１．８）

Ｆｉｇ．１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ｓｂｙｆｌｉｇｈｔｔｅｓｔａｎｄ

ｗｉ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ｔｅｓｔ（犕犪＝０．８，１．８）

析原因可知，在飞行时，飞机不可避免地带有较

小的侧滑角，进而影响了鼓包表面的压力系数

分布。飞行试验和风洞试验数据相关性较好，

趋势吻合。

４　结论与展望

本文利用飞机前机身与“蚌式”进气道缩比模

型，设计搭建了“蚌式”进气道附面层扫除特性测

量试验系统，进行了不同流量系数、来流马赫数

犕犪下进气道鼓包表面附面层扫除特性风洞试

验，得出了针对该气动构型的鼓包表面附面层扫

除特性结论：

１）在相同的来流马赫数下，随着流量系数的

增大，鼓包表面附面层的扫除能力逐渐减弱；在亚

声速工况的绝大多数流量范围内，鼓包表面压力

系数在沿鼓包中心线对称分布、压力梯度明显，且

在不同截面沿主流方向具有增大的特征，鼓包构

型对附面层扫除效果较强；超声速工况附面层扫

除能力流量范围明显小于亚声速工况。

２）在接近来流马赫数１．８及以上飞行工况

下，鼓包表面附面层的扫除能力减弱，附面层分离

加强，进而会造成较大的进气压力损失和畸变。

３）在超声速工况，进气道唇口形成的弓形激

波是影响鼓包表面不同位置压力梯度变化的主要

因素，进而决定着附面层扫除能力。

４）飞行试验和风洞试验的数据相关性较好，

变化规律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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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ｏｒｉｎｌｅｔｓｈｏｅｋａｎｄ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ｉｎｔｅｒ

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ＩＡＡ２００５４０２０，２００５．

［４］　ＴＩＮＤＥＬＬ Ｒ，ＷＩＬＬＩＳＢ．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

ｂｌｏｗｉｎｇｆ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ｏｂｉｑｕｅｓｈｏｃｋ／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ｉｎｔｅｒ

ａｃｔｉｏｎｓ［Ｒ］．ＡＩＡＡ９７２６４２，１９９９．

［５］　ＪＥＮＫＩＮＳＬＮ，ＧＯＲＴＯＮＪＬ，ＡＮＤＥＲＳＳＧ．Ｆｌｏｗｃｏｎ

ｔｒｏｌｄｅｖｉ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ｆｌｏｗ ｗｉｔｈａｄｖｅｒｓ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ｇｒａｄｌｅｎｔ［Ｒ］．ＡＩＡＡ２００２０２６６，２００２．

［６］　ＴＯＵＲＮＩＥＲＳＥ，ＰＡＤＵＡＮＯＪＤ．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ａｔｒａｎ

ｓｏｎｉｃｉｎｌｅｔ［Ｒ］．ＡＩＡＡ２００６３８８３，２００６．

［７］　ＢＯＹＣＥＲＲ，ＰＡＵＬＬＡ．ＳｃｒａｍｊｅｔｉｎｔａｋｅａｎｄｅｘｈａｕｓｔＣＦ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ＨｙＳｈｏｔｓｃｒａｍｊｅｔｆｌｉｇｈ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

ＡＩＡＡ２００１１８９１，２００１．

［８］　ＡＭＩＴＡＹＭ，ＨＯＮＯＨＡＮＡ Ｍ，ＴＲＡＵＴＭＡＮ Ｍ，ｅｔａｌ．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ｂｌｕｆｆ

ｂｏｄｉｅｓｕｓｉｎｇｆｌｕｉｄｉｃ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Ｒ］．ＡＩＡＡ９７２００４，１９９７．

［９］　ＳＵＮＳｈｕ，ＧＵＯＲｏｎｇｗｅｉ．Ｔｈｅｓｅｒｐｅｎｔｉｎｅｉｎｌｅｔ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ｕｓｉｎｇｖｏｒｔｅｘ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ｂａｓｅｄ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

［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０６，２７（１）：１０１６．

［１０］　ＲＡＢＥＡ，ＡＮＤＥＳＯＮＪ．Ａ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ｆｏｒａｃｔｉｖｅ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ｅｒｐｅｎｔｉｎｅｉｎｌｅｔｓ［Ｒ］．ＡＩＡＡ２００２０５１０，２００２．

［１１］　ＷＡＬＬＩＳＶＣ，ＲＯＢＥＲＴＢ，ＳＴＥＡＲＮＳＮ Ｈ，ｅｔａｌ．Ａｄ

ｖａｎｃｅｄ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ｔｕｒ

ｂｏｊｅｔｐｏｗｅｒｅｄｕｎｍａｎｎｅｄａｅｒｉａｌｖｅｈｉｃｌｅ［Ｒ］．ＡＩＡＡ２００３

０４１５，２００３．

［１２］　靖建朋，郭荣伟．蛇形进气道地面工作状态附面层抽吸试

验研究［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２００７，３９（１）：３０３６．

ＪＩＮＧＪｉａｎｐｅｎｇ，ＧＵＯ Ｒｏｎｇｗｅｉ．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ａｙｅｒｓ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ｅｒｐｅｎｔｉｎｅｉｎｌｅｔ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ｒｕｎｎｉｎｇ［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

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０７，３９（１）：３０３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梁德旺，李博．无隔道进气道反设计及附面层排除机理分

析［Ｊ］．航空学报，２００５，２６（３）：２８６２８９．

ＬＩＡＮＧＤｅｗａｎｇ，ＬＩＢｏ．Ｒｅｖｅｒｓ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ｄｉｖｅｒｔｅｒｌｅｓｓｉｎｌｅｔ

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Ｊ］．Ａｃｔａ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ｅｔ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５，２６（３）：２８６２８９．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王龙，钟易成，杨应凯，等．双锥ｂｕｍｐ压缩面设计及气动

特性［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１３，２８（１２）：８２８９．

ＷＡＮＧＬｏｎｇ，ＺＨＯＮＧＹｉｃｈｅｎｇ，ＹＡＮＧＹｉｎｇｋａｉ，ｅｔａｌ．Ｂｉ

ｐｙｒａｍｉｄｂｕｍｐ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

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３，２８

（１２）：８２８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张悦，谭慧俊，张启帆，等．一种进气道内激波／边界层干扰

控制的新方法及其流动机理［Ｊ］．宇航学报，２０１２，３３（２）：

２６５２７４．

ＺＨＡＮＧＹｕｅ，ＴＡＮ Ｈｕｉ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Ｑｉｆａｎ，ｅｔａｌ．Ａｎ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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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ｉｔｓｆｌｏｗ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ｓｈｏｃｋ／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ｈｙｐｅｒｓｏｎｉｃｉｎｌｅ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１２，３３（２）：２６５２７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丁晨，刘猛，张继华，等．变马赫数条件下进气道边界层扫

除法数值模拟［Ｊ］．推进技术，２０１３，３４（１０）：１３１０１３１５．

ＤＩＮＧＣｈｅｎ，ＬＩＵ Ｍ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ｈｕａ，ｅｔ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ｂｌｏｗ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ａｙｅｒ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ｕｐｅｒｓｏｎｉｃｉｎｌｅｔ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ｃｈｎｕｍ

ｂｅ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３４（１０）：

１３１０１３１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何鹏，董金钟．合成射流方向布局对Ｓ形进气道分离控制

的效应［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１５，３０（２）：３０６３１４．

ＨＥＰｅｎｇ，ＤＯＮＧＪｉｎｚｈｏ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ｌｏｔ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ｎ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ｊｅｔｂａｓｅｄ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ａｓｅｒｐｅｎｔｉｎｅｉｎｌｅｔ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５，３０（２）：３０６３１４．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钟易成，余少志，吴晴．凸包（Ｂｕｍｐ）进气道／ＤＳＩ模型设计及

气动特性研究［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０５，２０（５）：４７０４７５．

ＺＨＯＮＧ Ｙｉｃｈｅｎｇ，ＹＵ Ｓｈａｏｚｈｉ，ＷＵ Ｑ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

ｂｕｍｐｉｎｌｅｔ（ＤＳＩ）ｍｏｄｅ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ｉｔｓ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ｏｐ

ｅｒｔｉ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０５，２０（５）：４７０

４７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杨应凯．Ｂｕｍｐ进气道设计与试验研究［Ｊ］．空气动力学学

报，２００７，２５（３）：３３６３３９．

ＹＡＮＧ Ｙｉｎｇｋａ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ｂｕｍｐｉｎｌｅｔ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ｔｅｓｔ

［Ｊ］．Ａｃｔａ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７，２５（３）：３３６３３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ＹＡＮＧＹｉｎｇｋａｉ．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ｂｕｍｐｉｎｌｅｔｄｅｓｉｇｎ［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ｏｓｃｏｗ：Ｒｕｓｓｉ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３：９１２．

（编辑：陈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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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翼型反设计方法

何　磊，钱炜祺，刘　滔，张显才，董康生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计算空气动力研究所，四川 绵阳６２１０００）

摘　　　要：建立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翼型反设计方法，将翼型曲线及其对应的压力分布图像作为训练学

习对象，建立其内在联系的模型，实现通过卷积神经网络提取压力分布图像的特征，计算获得翼型曲线。该方

法直接将压力分布图像作为模型输入，更加直观简洁，同时避免了传统方法中耗时的数值计算过程。模型测

试中，６０００组压力分布图像和翼型曲线用于模型训练，另外５６１组用于模型验证，验证耗时仅６．７ｓ，预测的翼

型曲线与ＣＦＤ计算结果的平均相对误差为０．５５％。对比实验中，通过对压力分布曲线添加噪声、改变输出

层尺寸等方式，进一步验证和分析了预测模型性能。结果表明该翼型反设计方法具有较高预测精度和较强鲁

棒性，能在保证精度的情况下降低计算时间，提高设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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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ａｉｒｆｏｉｌｃｕｒｖｅｗｅｒｅｔａｋｅｎａｓｔｈ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ｔｏ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ｔｃａｎｏｂｔａｉｎｔｈｅａｉｒｆｏｉｌｃｕｒｖｅｂｙｕｓｉｎｇ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ｏ

ｅｘｔｒａｃｔ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ｆｒｏｍ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ｗｈｉｌｅａｖｏｉｄｉｎｇｔｈｅｔｉｍｅｃｏｎｓｕ

ｍ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ｔｈｅｔｅｓｔｃａｓｅ，６０００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ｓａｎｄａｉｒｆｏｉｌｃｕｒｖｅｓ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ｔｒａ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ａｎｄ

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５６１ｓａｍｐｌｅｓ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ｆｏｒ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ｎｌｙ６．７ｓ．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ａｎｄＣＦ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ａｓ０．５５％．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ｔｅｓｔ，

ｎｏｉｓｅｗａｓａｄｄ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ｕｔｐｕｔｌａｙｅｒｓｉｚｅｗａｓｃｈａｎｇｅｄ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ｉｎｖｅｒｓｅ

ｄｅｓｉｇ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ａｉｒｆｏｉｌｈａｓｓｔｒｏｎｇ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ｃａｎ

ｇｒｅａ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ａｉｒｆｏｉｌｗｉｔｈｓａｔｉｓｆａｃ

ｔｏｒｙｄｅｓｉｇ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ｉｎｖｅｒｓｅｄｅｓｉｇ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ｉｒｆｏｉｌｃｕｒｖ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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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动设计是飞行器设计的关键环节，对飞行

性能和飞行安全具有重要影响［１２］。气动设计方

法一般分为优化方法和反设计方法两大类［２３］。

翼型反设计是其中一类重要方法，通常需要给定

设计翼型表面的压力分布，然后通过求解空气动

力学反问题，获得对应的几何外形［３４］。Ｌｉｇｈｔ

ｈｉｌｌ
［５］较早开始翼型反设计方法的研究，提出了基

于保角变换的反设计方法。之后 Ｔａｋａｎａｓｈｉ、詹

浩、华俊、李焦赞等［６９］发展的余量修正法是工程

中常用的反设计方法之一，该方法基于初始翼型

的目标压力差量计算几何外形修正量，叠加于初

始翼型之上，如此反复迭代，求得翼型。赵小虎

等［１０］将ＣＦＤ与反设计技术结合，借助于几何和

流动控制方程，通过数值计算反复迭代求解反问

题，获得给定流场的翼型。ＢｕｉＴｈａｎｈ等
［１１］发展

的 ＧａｐｐｙＰＯＤ（ｐｒｏｐｅｒ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的翼型反设计方法，为该问题求解提供了新

的思路，白俊强等［３］针对ＧａｐｐｙＰＯＤ方法进行了

改进，根据迭代压力分布和实际压力分布误差，引

入迭代校正法，提高了反设计精度。刘俊、韩少强

等［１２１３］将 Ｋｒｉｇｉｎｇ代理模型应用到气动反设计

中，将翼型反设计问题转换为优化问题，取得了较

好效果。有学者将遗传算法［１４１５］、模拟退火［１６］等

应用于翼型反设计的优化中，有效提高了设计效

率。随着机器学习技术的不断发展，有研究者尝

试将其应用到翼型反设计领域，利用数据驱动的

思想，构建翼型反设计模型。单志辉［１７］将高斯过

程回归用于翼型反设计，使用压力分布和外形数

据训练模型，以预测新的压力分布对应的翼型。

刘凌君等［１８］、Ｓｕｎ等
［１９］基于人工神经网络开展了

翼型反设计研究，刘凌君利用ＢＰ（ｂａｃｋｐｒｏｐａｇａ

ｔｉｏｎ）神经网络，通过输入压力系数分布预测翼型

ＰＡＲＳＥ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ｓｅｃｔｉｏｎ）参数
［２０２１］，进而获

得翼型外形，但该方法需要将ＰＡＲＳＥＣ参数分为

３组，并通过３个ＢＰ神经网络预测。以上方法均

为传统设计方法，主要是构建压力分布与翼型外

形关系的方程，部分方法涉及的浅层学习方法的

算法复杂度将随样本数量和模型精度提高呈指数

级增长，部分方法使用了参数化技术，而参数化技

术会带来曲线描述精度的问题［２２］。

近年来，深度学习方法［２３］作为机器学习的重

要分支，已经在图像识别［２４］、文本生成［２５］、语音识

别［２６］等领域被成功应用，有不少学者尝试将深度

学习方法引入气动领域，并在翼型气动系数预

测［２７］、压力分布预测［２８］、不稳定流动预测［２９］等方

面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卷积神经

网络（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ＮＮ）
［３０］作

为深度学习的重要模型之一，能够直接将图像作

为输入，并且能够通过卷积核有效提取复杂外形

曲线的特征。本文采用深度学习方法，针对翼型

外形与其压力分布图像的内在联系进行训练学

习，基于此对已知的压力分布预测其对应翼型，形

成了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翼型反设计方法。

该方法在前期通过大量数据训练建立模型后，在

预测阶段可以直接多次使用，耗时仅为秒级，避免

了传统方法中繁琐耗时的数值计算过程，也能够

有效解决由于输入变量过多和样本数的增大而带

来的算法复杂度急剧增加的问题。使用该方法，

可以在保证设计精度的情况下，大大降低预测时

间，提高翼型设计效率。

１　基于犆犖犖的翼型反设计方法

ＣＮＮ的主要模型层有卷积层、池化层和全连

接层等［３１３２］，一般需要根据拟解决问题的特点和复

杂程度灵活选择卷积层、池化层和全连接层的个

数。卷积层是ＣＮＮ的核心组成部分，卷积操作的

目的就是通过卷积核（过滤器）从输入图像中提取

特征，卷积核在图像上移动计算点积得到“特征映

射”矩阵，不同的卷积核可以产生的不同特征映射，

因此在ＣＮＮ模型设计时每个卷积层会设置多个卷

积核［２７］。每次卷积操作后都会进行非线性映射操

作，通过引入非线性激励函数解决训练数据的非线

性问题，常用的非线性激励函数包括Ｓｉｇｍｏｉｄ、

ｔａｎｈ、ＲｅＬｕ等
［３３３５］，大多数情况下，由于ＲｅＬｕ具

有更快的收敛速度，因此表现更好。ＣＮＮ的卷积

层后面可以连接一个池化层（又名下采样层或子

采样层），在保留重要特征的同时，降低特征映射

的维度，从而减少运算量并防止过拟合，常用的池

化方式有平均池化、求和池化、最大池化。全连接

层与传统的多层感知机（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ｐｅｒｃｅｐｔｒｏｎ，

ＭＬＰ）相同，即前一层的每个神经元都链接到后

一层的每个神经元，实现回归或分类的作用。

１１　模型结构设计

本文设计的卷积神经网络结构与ＬｅＮｅｔ５
［３１］

类似，如图１所示。

１）输入层　负责读取压力分布图像，图像分

辨率越高，包含的信息越丰富，但建模时间和预测

时间都会相应的增加。对于本模型要处理的压力

分布而言，分辨率只要能够描述出其几何特征即

０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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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翼型反设计模型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ｉｒｆｏｉｌｉｎｖｅｒｓｅｄｅｓｉｇｎ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ＮＮ

可，本文中输入图像的分辨率设置为１００×１００，

即输入层为１００×１００的二维矩阵，取值范围在

０～２５５之间，０表示黑色，２５５表示白色。

２）卷积层１　选取卷积核数量为４０，大小设

置为６×６，步长为１，激励函数为ＲｅＬｕ。经过卷

积响应和非线性激励函数运算后，该层输出４０个

尺寸为１００×１００的特征图。

３）池化层１　选取池化区域大小为２×２，步

长为２，即相邻池化区域不重叠。池化方法选择

最大池化法。经过池化操作后，该层输出得到４０

个尺寸为４７×４７的特征图。

４）卷积层２　选取卷积核数量为８０，大小设

置为５×５，步长为１，激励函数为ＲｅＬｕ。经过卷

积响应和非线性激励函数运算后，该层输出８０个

尺寸为４３×４３的特征图。

５）池化层２　选取池化区域大小为２×２，步

长为２。经过池化处理后，该层输出８０个尺寸为

２１×２１的特征图。

６）卷积层３　选取卷积核数量为８０，大小设

置为５×５，步长为１，激励函数为ＲｅＬｕ。经过卷

积响应和非线性激励函数运算后，该层输出８０个

尺寸为１７×１７的特征图。

７）扁平化层　将卷积层３输出的８０个尺寸

为１７×１７的特征图展平，即输出表示２３１２０个神

经元的一维向量。

８）输出层　该层为全链接层，负责输出翼型

曲线狔坐标值，其对应的狓坐标值固定，并进行

了归一化，前缘加密，狓坐标值间距较小。该层尺

寸决定了翼型曲线描述的细腻度。文中尺寸为

６１，即上翼面３１个（含后缘点），下翼面３０个（不

含后缘点），图中狔１ 到狔犖 为６１个狔坐标值。

１２　模型训练过程

ＣＮＮ的训练过程包括前向计算和误差反向

传播两大步骤。前向计算通过卷积和池化操作来

提取图像特征，再链接全链接层实现分类或回归

目的。误差反向传播通过梯度下降等算法反向传

递预测误差，更新网络权值和偏置，一般将预测值

与期望值之差作为误差。训练过程中，为解决计

算资源有限而样本数据量又通常较大的问题，

ＣＮＮ一般将训练样本按照固定批次大小（ｂａｔｃｈ

ｓｉｚｅ）送入模型进行训练，每个批次训练进行误差

反向传播和权值更新。训练集中的所有样本都训

练完一次，称为一个迭代（ｅｐｏｃｈ），每次训练完若

未达结束条件，则再次按批次输入样本继续对

ＣＮＮ的训练。训练的结束条件可以设置为误差

阈值或迭代（ｅｐｏｃｈ）次数，本文设置为迭代次数。

图２是本文建立的预测模型的训练过程示意图，

图中省略号表示多个卷积和池化操作。

图２　模型训练过程

Ｆｉｇ．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ｍｏｄｅｌ

２　数　据

本文的翼型反设计方法将压力分布图像输入

ＣＮＮ预测模型，直接计算得到翼型外形，因此样

本数据集包括翼型和与之对应的压力分布。本文

使用的数据集包含６５６１组样本，所有翼型的上

下表面边界范围如图３所示，狓为沿翼型弦长方

１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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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无量纲化坐标，狔为垂直于翼型弦长方向的无

量纲化坐标，均采用翼型函数生成，函数如式（１）

所示。

狔ｕｐ＝狔０ｕｐ（狓）＋∑
狀

犽＝１

犮犽犳犽（狓）

狔ｌｏｗ ＝狔０ｌｏｗ（狓）＋∑
狀

犽＝１

犮犽＋狀犳犽（狓

烅

烄

烆 ）

（１）

其中狔ｕｐ和狔ｌｏｗ分别为翼型上下表面函数，狔０ 表示

基准翼型，狓取值范围在０～１之间，犳犽（狓）为改进

的 ＨｉｃｋｓＨｅｎｎｅ型函数
［３６］，狀为型函数数目，犮犽

为型函数系数，通过改变狀和犮犽 控制翼型厚度与

弯度。本文选取ＮＡＣＡ００１２为基准翼型，上下表

面型函数数量狀均设置为４，因此共８个犮犽，每个

犮犽 取值有０、０．００５、０．０１三种情况，因此得到３
８＝

６５６１个翼型。

压力分布采用自主研发的 ＭＢＮＳ２Ｄ数值计

算软件［３７３８］得到，计算网格如图４所示，网格量为

３００×１００，前缘后缘网格加密，第一层到墙壁的法

向距离小于１０－５犆（犆为翼型弦长），模拟计算采

用ＮＳ（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Ｒｏｅ格式、双方程

犽ωＳＳＴ（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ｓｓ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湍流模型，流动

条件取迎角为２°、马赫数为０．４，雷诺数为６．５×

图３　６５６１组翼型几何外形变化范围

Ｆｉｇ．３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ｓｈａｐ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ｐｅｏｆ６５６１ａｉｒｆｏｉｌｓ

１０６ 的固定值。将计算所得压力分布曲线数据转

换为如图５所示的灰度图像，图像尺寸为１００像

素×１００像素，为避免由于图像中压力分布的坐

标轴取值范围不一致对模型带来的计算误差，所

有压力分布灰度图像均将狓坐标轴取值范围固

定为［－０．１，１．１］，狔 坐标轴取值范围固定为

［－１．５，１．１］，坐标轴取值范围可根据实际情况

调整。

图４　某翼型计算网格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ｉｄｏｆａａｉｒｆｏｉｌ

图５　压力分布灰度图像

Ｆｉｇ．５　Ｇｒａｙ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３　模型训练与结果分析

本文将样本数据集的６５６１组样本顺序打

乱，随机选择６０００组作为训练集，用于ＣＮＮ预

测模型训练，调整优化模型权值参数；剩下的５６１

组作为验证集合，对模型的预测能力进行测试。

３１　模型训练

本文基于开源深度学习架构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 的

ｋｅｒａｓ高级接口实现ＣＮＮ网络的构建、训练和预

测。选择均方误差（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ＭＳＥ，量

符号记为犈ｍｓ）作为损失函数，使用反向传播算法

对ＣＮＮ 网络模型参数进行优化，ＭＳＥ通过式

（２）计算得到，其中狔狋是真值，狔狆 是模型预测值。

犈ｍｓ＝∑

犖
ｂａｔｃｈ

犻＝１

狔
犻
狋－狔

犻（ ）狆
２

犖ｂａｔｃｈ
（２）

　　预测模型训练参数设置如下：训练优化方法

选择Ａｄａｍ
［３９］，学习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ｒａｔｅ）的初始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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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１，β１ 为０．９，β２ 为０．９９９，学习率衰减值为０；

分批大小为１０，即每批输入１０个压力分布图像

进行训练；迭代次数为５０次；本文用于建模和训

练的计算机配置为：ＩｎｔｅｌＣｏｒｅｉ５５２５０、１．６ＧＨｚ、

４核ＣＰＵ（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ｕｎｉｔ）、８ＧＢ内存，通

过以上训练参数，采用ＣＰＵ运算，模型训练时间

大约为３ｈ（１０４８９ｓ）。训练过程中，样本的 ＭＳＥ

随迭代次数的变化曲线如图６所示。从图中可以

看出，经过约２０次迭代后，ＭＳＥ就迅速趋于收

敛，并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有继续小幅下降的

趋势。

图６　训练过程

Ｆｉｇ．６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

３２　结果分析与对比

３．２．１　模型验证

将验证数据集的５６１组压力分布图像输入训

练好的ＣＮＮ模型，计算其对应的翼型曲线，在本

文中定义为测试实验１。图７为其中任意３组模

型预测翼型曲线与实际翼型曲线的对比图，从图

中可以看出，预测值与实际期望值几乎重合，结果

令人满意。

为进一步定性说明模型的性能，本文计算了

预测翼型曲线的方均根误差（ＲＭＳＥ，量符号记为

犈ｒｍｓ）和平均相对偏差（ε），其定义如下：

犈ｒｍｓ＝
１

犖∑
犖

犻＝１

狔
犻
狋－狔

犻（ ）狆槡
２ （３）

ε＝
∑
犖

犻＝１

狔
犻
狆－狔

犻
狋

∑
犖

犻＝１

狔
犻
狋

（４）

其中犖 为描述翼型曲线的坐标点数。这里犖 可

以是单个翼型的坐标点数，也可以是多个翼型的

坐标点总数，分布描述单个翼型和多个翼型的平

均预测误差。

表１是图７中３个翼型预测结果的误差指标

图７　实验１翼型预测结果

Ｆｉｇ．７　Ａｉｒｆｏｉ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ｓｔｃａｓｅ１

表１　实验１翼型曲线预测结果误差

犜犪犫犾犲１　犃犻狉犳狅犻犾狆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犲狉狉狅狉狅犳狋犲狊狋犮犪狊犲１

翼型 犈ｒｍｓ ε／％

犪 ０．０００３１４９ ０．６９１

犫 ０．０００２１９ ０．５７９

犮 ０．０００２９７３ ０．７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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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平均相对偏差均小于０．８％。整个验证集的

５６１组翼型预测共耗时６．７ｓ，平均一组预测时间

为约为０．０１ｓ，整体方均根为０．０００２４５３，平均相

对偏差为０．５５０％。

３．２．２　噪声对模型预测能力的影响

为了验证本文所建立模型在有噪声干扰情况

下的鲁棒性，将带噪声的压力分布曲线图像输入

模型，测试输入噪声对模型计算结果的影响，本文

称为实验２。将信噪比（ＳＮＲ，量符号记为犚ｓｎ）为

３０ｄＢ（噪声约占３．２％）
［４０］的高斯白噪声加入验

证数据集的压力分布，ＳＮＲ计算见式（５），其中

犘ｓ表示信号功率，犘ｎ 表示噪声功率，狊犻 表示无噪

声压力幅值，狀犻表示噪声幅值。

犚ｓｎ＝１０ｌｇ
犘ｓ
犘ｎ
＝

１０ｌｇ

　 ∑（狊
２
１＋狊

２
２＋…＋狊

２
犖）

犖
　

∑（狀
２
１＋狀

２
２＋…＋狀

２
犖）

犖

（５）

　　将验证集加入噪声的压力分布数据转换为灰

度图像，图８是生成的部分压力分布灰度图像。

图８　带噪声压力分布灰度图像

Ｆｉｇ．８　Ｇｒａｙ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ｎｏｉｓｅ

将验证集５６１组添加了噪声的压力分布图像

输入训练好的ＣＮＮ预测模型，计算其对应的翼

型曲线。图９为与实验１中相同的３组预测翼型

曲线与实际翼型曲线的对比图，从图中可以看出，

预测值与实际期望值几乎重合，结果依然令人

满意。

图９　实验２翼型曲线预测结果

Ｆｉｇ．９　Ａｉｒｆｏｉ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ｓｔｃａｓｅ２

表２是图９中３个翼型预测结果的误差指标

值，平均相对偏差均在１％左右。整个验证集的

５６１组翼型预测共耗时７．９ｓ，平均一组预测时间

为约为０．０１ｓ，方均根值为０．０００４５７７，平均相对

偏差０．９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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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实验２翼型曲线预测结果误差

犜犪犫犾犲２　犃犻狉犳狅犻犾狆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犲狉狉狅狉狅犳狋犲狊狋犮犪狊犲２

翼型 犈ｒｍｓ ε／％

犪 ０．０００４４２７ １．１０７

犫 ０．０００４７８ １．１２３

犮 ０．０００４５２５ １．１７７

　　实验表明本文建立模型对压力分布特性的提

取能力具有较强的抗噪声干扰能力，对模型输入

带３．２％噪声的压力分布图像，其翼型曲线预测

结果的平均相对误差依然能控制再１％以内。

３．２．３　输出层尺寸对模型预测能力的影响

输出层描述了翼型曲线固定点上的狔坐标

值，为了测试输出层坐标点个数对模型预测能力

的影响，在原６１个点的每两个点之间再增加１个

点，总点数变为１２１，即将模型输出层神经元个数

设置为１２１，本文称为实验３。由于改变了输出层

尺寸，ＣＮＮ模型结构发生了变化，模型需要重新

训练。重新准备数据后，仍然随机选择６０００组

作为训练集，用于ＣＮＮ预测模型训练，５６１组作

为验证集合，对模型的预测能力进行测试。

训练参数设置不变，训练耗时同样大约３ｈ

（１１０８４ｓ），变化不大。图１０展示了其中任意３个

翼型曲线预测结果，与期望曲线相比几乎重合，直

观结果依然令人满意。表３是图９中３个预测翼

型曲线的误差指标，其中平均相对偏差均在

０．５％左右。如表４所示，整个验证集５６１组预测

共耗时６．６ｓ，方均根值为０．０００２８１２，平均相对

偏差０．５８６％。

实验表明输出层尺寸由６１变为１２１后，训练

时间、预测时间变化均不大，预测结果误差也相当

图１０　实验３翼型曲线预测结果

Ｆｉｇ．１０　Ａｉｒｆｏｉ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ｓｔｃａｓｅ３

表３　实验３翼型曲线预测结果误差

犜犪犫犾犲３　犃犻狉犳狅犻犾狆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犲狉狉狅狉狅犳狋犲狊狋犮犪狊犲３

翼型 犈ｒｍｓ ε／％

犪 ０．０００２５８１ ０．５０８

犫 ０．０００１８５５ ０．４１５

犮 ０．０００２５８１ ０．５７６

表４　实验１～实验３性能对比

犜犪犫犾犲４　犘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狋犲狊狋犮犪狊犲１－３

参数 实验１ 实验２ 实验３

预测时间／ｓ ６．７ ７．９ ６．６

犈ｒｍｓ／１０
－３ ０．２４５３ ０．４５７７ ０．２８１２

ε／％ ０．５５ ０．９５３ ０．５８６

接近，因此本文所建模型具有一定灵活性，实践中

可以根据需求合理设置输出层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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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针对翼型反设计问题，本文建立了一种基于

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设计方法，该方法直接将压

力分布图像作为输入，通过预测模型获得翼型曲

线。实验表明，模型预测出的翼型曲线与ＣＦＤ计

算结果重合度非常高，平均相对误差在１％以内。

当输入带有噪声的压力分布曲线时，模型具有较

强鲁棒性，从而更具工程实用性。同时，可根据实

际应用，适当修改输出层尺寸，满足不同的翼型描

述需求。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模型建立过程中

可通过使用图形处理器（ＧＰＵ）计算减少训练时

间，通过增加训练迭代次数提高模型预测精度。

下一步将着重研究翼型迎角、来流马赫数等参数

为非固定值的情况，增强该方法在工程实践中的

通用性。

总之，深度学习方法在翼型气动外形设计领

域具有很强的应用前景，能将长期积累的计算或

实验气动数据资源有效利用起来，值得继续深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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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能量平衡的平流层飞艇推进系统

建模与优化设计

王冬晨１，宋笔锋１，王海峰１，焦　俊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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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在平流层飞艇推进系统高效率和轻质量需求的矛盾之中取得平衡，提出基于能量平衡的平

流层飞艇推进系统建模与优化设计方法。利用试验设计和代理模型技术分别建立了高空电动机、螺旋桨的主

要设计参数与其效率和质量的代理模型。建立了包含太阳能电池和储能电池的飞艇能源系统质量计算模型。

以整系统能量平衡和推阻平衡为约束，以推进与能源系统总质量最小为目标，借助多岛遗传算法构建了飞艇

推进系统优化设计数学模型。对某型平流层飞艇推进系统进行了优化设计，结果表明：优化后的推进系统效

率提升了２３％，推进与能源系统总质量降低了３４０ｋｇ，验证了该平流层飞艇推进系统建模与优化设计方法的

可行性和应用价值。

关　键　词：平流层飞艇；推进系统；试验设计；代理模型；多岛遗传算法；能量平衡；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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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ｒｅｄｕｃｅｄｂｙ３４０ｋｇ，ｖｅｒ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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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ｓｔｒａｔ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ｉｒｓｈｉｐ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ｓｔｒａｔ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ｉｒｓｈｉｐ；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ｍｏｄｅｌ；ｍｕｌｔｉｉｓｌａｎｄ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ｅｎｅｒｇｙ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ｄｅｓｉｇｎ

　　平流层飞艇一般采用螺旋桨电推进系统，为了

满足飞艇高空长航时的工作需求，一般以轻质量、

高效率作为推进系统的设计目标。但推进系统的

轻质量和高效率往往相互矛盾。比如，减小单套推

进系统的输入功率而增加推进系统总套数，可以使

推进系统总体效率上升，但多套推进系统本身质

量又会增加。然而，推进系统效率上升可以减小

能源消耗，进而带来能源系统的质量减少。因此，

存在一些设计点，在保证飞艇推阻平衡、浮重平衡

及能源平衡的前提下，提高推进系统效率，使得能

源系统质量减少幅度大于推进系统质量增加幅

度，从而使能源系统和推进系统的总质量减小。

目前针对螺旋桨电推进系统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螺旋桨及电动机在平流层环境下保持高效率以

及螺旋桨和电动机的参数匹配［１２］等方面。刘新强

等针对平流层飞艇螺旋桨与直流无刷电动机匹配

问题，建立了直流无刷电动机模型和螺旋桨模

型［３］，并研究飞艇动力推进系统的控制响应问题。

针对高空飞艇的电源和不同电动机的特点，罗玲、

张江鹏等探索了电动机的高空适应性设计技

术［４５］。针对高空环境下螺旋桨前进比小、雷诺数

低的特点，焦俊、刘沛清、Ｍｏｒｇａｄｏ、马蓉等对高空螺

旋桨几何外形进行了优化设计和风洞试验验

证［６９］。另外，陈声麒等通过试验设计和响应面方

法得到了推进系统效率与质量的代理模型，并开展

了不同套数下的推进与能源系统质量权衡［１０］，但

是模型相对简单。上述研究主要是针对电动机、螺

旋桨或者是两者之间的匹配设计，没有考虑不同套

数下的推进系统整体性能，及其对能源系统质量的

影响，或是推进和能源系统的建模相对简单，电动机

与螺旋桨的参数匹配等方面有待深入研究和改进。

因此，本文首先通过试验设计和代理模型技

术，分别构建了螺旋桨与电动机的效率和质量计

算模型；基于桨机匹配原则将电动机和螺旋桨代

理模型结合起来，进而获得螺旋桨电推进系统代

理模型；基于太阳辐射强度和太阳能电池铺设方

案，建立了包含太阳能电池和储能电池的飞艇能

源系统质量计算模型；最终以推进与能源系统总

质量最小为目标，以飞艇推阻平衡、浮重平衡和能

源平衡为约束，利用多岛遗传算法对平流层飞艇

不同套数、设计功率、直径和转速的推进系统方案

进行优化设计，最终确定最佳的设计组合。

１　推进系统代理模型

通过试验设计方法获得样本空间，分别构建

平流层飞艇电动机和螺旋桨的效率和质量计算模

型并完成模型验证，并基于桨机匹配原则构建推

进系统代理模型。

１１　高空螺旋桨代理模型构建与验证

螺旋桨代理模型的设计工况为：２０ｋｍ高度，

１０ｍ／ｓ轴向来流风速，设计变量为螺旋桨输入功

率犘ｐ、转速犖ｐ和螺旋桨桨径犇，各自取值范围如

表１所示，输出变量分别为该设计变量下的螺旋

桨最优方案的效率ηｐ和质量犿ｐ。

表１　螺旋桨代理模型自变量取值范围

犜犪犫犾犲１　犚犪狀犵犲狅犳狏犪狉犻犪犫犾犲狊狅犳狆狉狅狆犲犾犾犲狉狊狌狉狉狅犵犪狋犲犿狅犱犲犾

参数
数值

下边界 上边界

犘ｐ／ｋＷ １ ３０

犖ｐ／（ｒ／ｍｉｎ） ３００ ８００

犇／ｍ ４ ７

　　其中螺旋桨的功率、转速和桨径存在一定的

相互制约关系。例如，在螺旋桨输入功率较小时，

设计转速过大会造成螺旋桨弦长非常细长，而螺

旋桨输入功率较大时，设计转速过小，又会导致桨

叶弦长很宽。因此，为避免上述两种不符合实际

情况的参数组合出现在样本点空间内，对螺旋桨

设计空间进行分层和筛选，筛选后在每一层内使

用最优拉丁超立方试验设计方法完成抽样，最后

合并获得螺旋桨样本空间如图１所示。

根据动量叶素理论［１１］计算分别对样本点的螺

旋桨气动外形即弦长、扭转角分布进行优化设计，

得到各个样本点的螺旋桨几何外形，通过ＣＦＸ软

件计算样本点的气动效率；然后在几何外形和气动

参数确定的基础上，通过ＭＳＣ．Ｐａｔｒａｎ＆Ｎａｓｔｒａｎ有

限元软件对该螺旋桨样本点方案进行复合材料铺

层设计，评估满足刚度、强度和固有频率的螺旋桨

９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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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螺旋桨样本空间

Ｆｉｇ．１　Ｓａｍｐｌｅ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ｄｅｓｉｇ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样本点质量值，通过每一个样本点方案的螺旋桨

效率和质量的优化和计算，最终获得用于构建代

理模型的样本点数据。

另外，在代理模型建模方法的选取上，本文通

过在样本空间中随机选取数个样本点对代理模型

进行交叉检验，使用三阶平均相对误差判断不同

建模方法所建立代理模型的拟合优度，来筛选最

适合的建模方法［１２１３］。

最终选取神经网络方法建立螺旋桨代理模

型。各建模方法的平均误差以及最终建模结果如

表２、图２和图３所示。

表２　螺旋桨代理模型平均误差

犜犪犫犾犲２　犃狏犲狉犪犵犲犲狉狉狅狉狅犳狆狉狅狆犲犾犾犲狉狊狌狉狉狅犵犪狋犲犿狅犱犲犾狊

建模方法 效率平均误差 质量平均误差

响应面模型 ０．０８２３７ ０．０８３６１

Ｋｒｉｇｉｎｇ模型 ０．０７０２７ ０．０４１０４

神经网络模型 ０．０６５７４ ０．０３４９０

图２　螺旋桨效率代理模型

Ｆｉｇ．２　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图３　螺旋桨质量代理模型

Ｆｉｇ．３　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１２　高空电动机代理模型构建与验证

电动机代理模型设计变量为电动机输入功率

犘ｍ 和转速犖ｍ，输出变量分别为该设计变量下电

动机最优方案的效率ηｍ 和质量犿ｍ。其自变量的

取值范围如表３所示。

表３　电动机代理模型自变量取值范围

犜犪犫犾犲３　犚犪狀犵犲狅犳狏犪狉犻犪犫犾犲狊狅犳犿狅狋狅狉狊狌狉狉狅犵犪狋犲犿狅犱犲犾

参数
数值

下边界 上边界

犘ｍ／ｋＷ ５ ３０

犖ｍ／（ｒ／ｍｉｎ） ３００ １５００

　　电动机设计一般采用系列设计，设计参数分

布规范化系列化，采用全因子试验设计方法获得

样本空间，如图４所示。

图４　电动机样本空间

Ｆｉｇ．４　Ｓａｍｐｌｅ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ｍｏｔｏｒｄｅｓｉｇ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利用电动机有限元软件对每一个样本点进行

建模和设计，通过电磁仿真和结构设计方法得到

电动机的效率和质量指标用于构建代理模型。同

０２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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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地，也使用交叉检验和三阶平均相对误差判断

不同建模方法所建立代理模型的拟合优度。

最终选取的建模方式为神经网络模型，其平

均误差以及最终的建模结果如表４、图５和图６

所示。

表４　电动机代理模型平均误差

犜犪犫犾犲４　犃狏犲狉犪犵犲犲狉狉狅狉狅犳犿狅狋狅狉狊狌狉狉狅犵犪狋犲犿狅犱犲犾狊

建模方法 效率平均误差 质量平均误差

响应面模型 ０．０６７３３ ０．１０５９１

Ｋｒｉｇｉｎｇ模型 ０．０５５２９ ０．０８４６８

神经网络模型 ０．０１０２４ ０．０３４６２

图５　电动机效率代理模型

Ｆｉｇ．５　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ｏｔｏ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图６　电动机质量代理模型

Ｆｉｇ．６　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ｏｔｏｒｗｅｉｇｈｔ

１３　桨机匹配与推进系统代理模型构建

由于螺旋桨与电动机通过法兰等连接件进行

刚性连接，因此两者转速相同［１４］，即

犖ｐ＝犖ｍ （１）

　　稳定运行时，电动机扭矩犙ｍ 等于螺旋桨扭

矩犙ｐ，即电动机输出功率犘ｍ·ηｍ 等于螺旋桨输

入功率犘ｐ。如下所示：

犘ｐ＝犘ｍ·ηｍ （２）

　　基于以上关系，可以得到任意推进系统输入

功率、转速、桨径组合下推进系统代理模型。其输

入变量为螺旋桨桨径犇、推进系统转速犖ｐ、推进

系统输入功率犘ｍ，输出变量为推进系统效率ηｓｙｓ

和质量犿ｓｙｓ，如下所示：

犿ｓｙｓ＝犿ｐ＋犿ｍ ＝犳１（犇，犖ｐ，犘ｍ）

ηｓｙｓ＝ηｐ·ηｍ ＝犵１（犇，犖ｐ，犘ｍ
｛ ）

（３）

　　图７和图８分别为推进系统效率和质量的代

理模型，展示了不同输入功率下效率和质量指标

随转速与桨径变化的情况。

图７　推进系统效率代理模型

Ｆｉｇ．７　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图８　推进系统质量代理模型

Ｆｉｇ．８　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ｗｅｉｇ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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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空　动　力　学　报 第３５卷

分析推进系统代理模型可以看出：其一，推进

系统效率随桨径、转速、功率的变化并不单调，对

于给定功率而言，有一组较为合适的转速桨径组

合，桨径较大时最优转速减小，桨径较小时最优转

速增大；其二，单套推进系统的质量随桨径、转速

和功率的变化而单调变化；最后，小功率下更偏向

大桨径小转速组合；但大输入功率下最优组合点

会朝小桨径大转速方向偏移，这是由于大输入功

率下仅靠提高桨径不足以吸收多余功率，从而引

起效率下降，而大转速下桨径过大会带来螺旋桨

质量增加和结构强度的困难。因此转速适当增加

的同时桨径略微减小反而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２　能源系统参数模型

能源系统参数模型由太阳辐射强度模型和太

阳能电池铺设模型两部分组成。能源系统的负载

主要为推进系统负载及艇上设备负载。本文假设

艇上设备固定，不对能源系统质量产生任何影响。

因此，能源系统的质量减少仅来自于推进系统效

率提升。

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为ηｓｏ，白天吸收太

阳能转换为电能，一部分输入推进系统用于白天

抗风作业，一部分存入储能电池，转换效率为ηｌｉ。

夜间储能电池将先前存储的电能释放，通过能源

管理系统输入进推进系统用于夜间抗风作业。所

以，能源系统总质量犿ｅ由太阳能电池质量犿ｓｏ与

储能电池质量犿ｌｉ两部分组成。

２１　太阳辐射强度模型

太阳辐射强度模型［１５］输入变量为飞艇运行

日序数狀ｄａｙ（从１月１日开始计算）和工作纬度。

定义地日平均距离系数为犚０；地球公转轨道偏心

率为犲；全年平均太阳辐射强度为犐０。则可以建立

太阳辐射强度模型得到工作当日太阳日角α，当日

太阳辐射强度犐ｄａｙ，以及当日太阳赤纬角δ。具体

如下：

α＝２π
狀ｄａｙ－４

３６５

犐ｄａｙ＝
犐０
犚２０

１＋犲ｃｏｓα
１－犲（ ）２

２

δ＝２３．４５
π
１８０
ｓｉｎ２π

１０１．５＋狀ｄａｙ（ ）

烅

烄

烆 ３６５

（４）

　　太阳高度角ω与太阳时角θ随时间狋在一天

２４ｈ内的变化分别可以通过下式计算：

ω（狋）＝π· １－
狋（ ）１２ ，　狋∈ ［０，２４］ （５）

ｓｉｎθ＝ｃｏｓｃｏｓδｃｏｓω（狋）＋ｓｉｎｓｉｎδ （６）

　　最后考虑到太阳辐射的大气透射率ε，对于

等效面积为犛，光电转换效率为ηｓｏ的太阳能电池

实时输出功率犘ｓｏ为

犘ｓｏ＝犐ｄａｙε犛ｓｉｎθ·ηｓｏ （７）

２２　太阳能电池铺设模型

飞艇上太阳能电池的铺设往往是依附在飞艇

表面，由于单个太阳能电池组件面积远远小于飞

艇表面积，可以假设飞艇上每个组件都是近似的

平面［１６］。已知一个飞艇外形如图９所示，可以假

设飞艇中间段为圆柱体，太阳能电池铺设于圆柱

体表面［１７］。铺设角度范围为［β１，β２］，铺设长度

为犔ｓｏ。

图９　太阳能电池铺设参数

Ｆｉｇ．９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ｏｌａｒｃｅｌｌｌａｙｉｎｇ

需要说明的是，飞艇实际长时间工作时，高空

风向、飞艇任务需求等因素都会影响太阳能电池

上太阳光的实际入射角度。为了在不影响基本结

论的前提下适当简化计算，本文假设太阳能电池

工作期间飞艇航向始终垂直阳光入射方向，则太

阳光入射角度仅由太阳时角θ和太阳能电池铺设

角度β决定。图９中，狉为飞艇截面半径。太阳能

电池组件铺设长度犔ｓｏ和铺设角度范围为［β１，β２］

作为能源系统设计变量，替换上述等效面积犛，进

而通过积分得到太阳能电池阵列在吸收太阳辐射

转换为电能的实时输出功率为犘ｓｏ。

犘ｓｏ
熿

燀
＝ 犐ｄａｙε犔ｓｏ∫

β２

β１

ｃｏｓ（β－θ）狉ｄ
燄

燅
β ·ηｓｏ （８）

　　如图１０所示，犠１＋犠３ 是全天太阳能电池总

输出能量，其中犠１ 部分为太阳能电池产生多余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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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将会存储在储能电池中，犠３部分为太阳能电池

直接供给推进系统使用；犠２＋犠３ 是全天推进系统

消耗能量，其中犠２部分为夜间太阳能电池供电不

足时储能电池供给推进系统的能量，设为犠ｌｉ。

图１０　昼夜能量平衡关系图

Ｆｉｇ．１０　Ｄａｙａｎｄｎｉｇｈｔｅｎｅｒｇｙｂａｌａｎｃｅｃｈａｒｔ

从图１０可以看出，能源平衡约束可以转换为

下述关系：

犠１ηｌｉ≥犠２ ＝犠ｌｉ （９）

式中ηｌｉ为储能电池的能量存储与转换效率。

储能电池质量犿ｌｉ取决于其所需存储的总能

量犠ｌｉ以及能量密度犈ｌｉ。而太阳能电池阵列的

总质量犿ｓｏ取决于铺设角度范围为［β１，β２］和铺

设长度犔ｓｏ。

犿ｌｉ＝
犠ｌｉ

犈ｌｉ
＝犳２ 犔ｓｏ，β１，β（ ）２

犿ｓｏ＝犔ｓｏ狉β２－β（ ）１ ρｓｏ＝犵２ 犔ｓｏ，β１，β（ ）
烅

烄

烆 ２

（１０）

图１１　推进系统优化设计流程

Ｆｉｇ．１１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ｏｆ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　推进系统优化设计

为了探索使得能源系统和推进系统总质量最

小的推进系统方案，需要基于推进系统代理模型

和能源系统参数模型，使用多岛遗传算法［１８］，以

推阻平衡、浮重平衡和能源平衡为约束［１９２０］，以推

进系统和能源系统总质量最小为优化目标，建立

优化模型，具体流程如图１１。

３１　优化模型建立

优化模型的输入变量为推进系统套数狀、推

进系统设计变量（螺旋桨桨径犇，推进系统转速

犖ｐ，推进系统输入功率犘ｍ）和能源系统设计变量

（太阳能电池铺设长度犔ｓｏ，太阳能电池铺设角度

β１、β２）。

优化模型的目标函数为推进系统和能源系统

的总质量，即

犳（犡）＝狀犿ｓｙｓ＋犿ｓｏ＋犿ｌｉ （１１）

　　优化模型的约束条件分别为推阻平衡约束、

浮重平衡约束以及能源平衡约束。推阻平衡约束

表示推进系统总输出功率犘０ 大于推进系统抗风

功率犘ｌｉｍｉｔ；浮重平衡约束表示全部推进系统质量

和能源系统总质量之和犿０ 不超过推进系统总体

所分配的浮力上限犿ｌｉｍｉｔ；能源平衡约束表示白天

储能电池存储能量犠０ 满足夜间推进系统抗风消

耗总能量犠ｌｉｍｉｔ。即

犘ｍηｓｙｓ＝犘０ ≥犘ｌｉｍｉｔ

狀犿ｓｙｓ＋犿ｓｏ＋犿ｌｉ＝犿０ ≤犿ｌｉｍｉｔ

犠１ηｌｉ＝犠０ ≥犠ｌｉｍｉｔ＝犠

烅

烄

烆 ｌｉ

（１２）

　　根据以上分析，结合提出的推进系统优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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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流程，建立如下优化模型：

ｍｉｎ　犳（犡）＝狀犿ｓｙｓ＋犿ｓｏ＋犿ｌｉ

ｓ．ｔ．　犘ｌｉｍｉｔ－犘ｍηｓｙｓ≤０

狀犿ｓｙｓ＋犿ｓｏ＋犿ｌｉ－犿ｌｉｍｉｔ≤０

犠ｌｉ－犠１ηｌｉ≤０ （１３）

３２　算　例

本文利用上述方法对某飞艇推进系统进行

优化设计，通过对比优化前后推进系统和能源

系统总质量变化来验证优化设计方法的可行

性。优化模型自变量及模型内各参数取值如表

５和表６所示。

表５　推进系统优化模型部分参数

犜犪犫犾犲５　犗狆狋犻犿犻狕犲犱犿狅犱犲犾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狆狉狅狆狌犾狊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参数 数值

推进系统抗风功率限制犘ｌｉｍｉｔ／ｋＷ ２９

推进系统和能源系统质量限制犿ｌｉｍｉｔ／ｋｇ ４０００

来流风速犞／（ｍ／ｓ） ２０

运行日序数狀ｄａｙ １７２

工作纬度／（°） ３０

年平均太阳辐射犐０／（Ｗ／ｍ
２） １３８５

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ηｓｏ ０．１９

太阳能电池面密度ρｓｏ／（ｋｇ／ｍ
２） ０．６５

储能电池转换效率ηｌｉ ０．９５

储能电池能量密度犈ｌｉ／（（Ｗ·ｈ）／ｋｇ） ２３０

图１２　优化模型框架

Ｆｉｇ．１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表６　优化模型自变量取值范围

犜犪犫犾犲６　犞犪狉犻犪犫犾犲狉犪狀犵犲狅犳狅狆狋犻犿犻狕犲犱狆狉狅狆狌犾狊犻狅狀

狊狔狊狋犲犿犿狅犱犲犾

参数 范围

推进系统套数狀 ［２，１０］

螺旋桨桨径犇／ｍ ［４，７］

推进系统转速犖ｐ／（ｒ／ｍｉｎ） ［３００，８００］

推进系统输入功率犘ｍ／ｋＷ ［５，３０］

太阳能电池铺设长度犔ｓｏ／ｍ ［０，１００］

太阳能电池铺设角度β１／ｒａｄ ［０，π／２］

太阳能电池铺设角度β２／ｒａｄ ［π／２，π］

　　本文使用ｉＳｉｇｈｔ工程优化软件搭建了优化模

型的整体架构，并基于多岛遗传算法对优化模型

的设计空间进行了探索，对各设计变量进行了全

局优化。优化模型框架及收敛迭代结果如图１２

和图１３所示。

推进系统设计方案优化前后，数量布置和参

数对比的如表７和图１４所示。

对比原始方案和优化方案可以看出，在考虑

能源系统的能量平衡基础之上，进行推进系统

优化设计，虽然推进系统质量增加１２６ｋｇ，但由

于推进系统效率提升２３％，能源系统质量减少

４６６ｋｇ，因此推进系统及能源系统总质量减少

３４０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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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模型迭代收敛结果

Ｆｉｇ．１３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ｍｏｄｅｌ

表７　推进系统设计方案优化前后对比

犜犪犫犾犲７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狆狉狅狆狌犾狊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犫犲狋狑犲犲狀

狅狉犻犵犻狀犪犾狆犾犪狀犪狀犱狅狆狋犻犿犻狕犲犱狆犾犪狀

参数
数值

原始方案 优化方案

推进系统套数 ２ ４

单套推进系统输入功率／ｋＷ ３０ １０．１６

推进系统转速／（ｒ／ｍｉｎ） ５２０ ３２２

螺旋桨桨径／ｍ ６．８ ７

推进系统效率／％ ４９．１ ７２．１

推进系统总质量／ｋｇ ４１７ ５４３

太阳能电池质量／ｋｇ ２８０ ２５０

储能电池质量／ｋｇ ２４７４ ２０３８

能源系统总质量／ｋｇ ２７５４ ２２８８

推进系统＋能源系统总质量／ｋｇ ３１７１ ２８３１

图１４　推进系统方案对比

Ｆｉｇ．１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ｓｉｇｎｐｌａｎｓ

４　结　论

本文针对平流层飞艇推进系统特点，提出一

套推进系统建模和优化设计方法。通过研究推进

系统与能源系统关系得到推进系统设计需求；利

用试验设计方法建立了推进系统螺旋桨和电动机

的设计计算模型；利用太阳辐照强度关系建立了

能源系统参数模型，并通过能量供给平衡与推进

系统建立联系；基于多岛遗传算法搭建了推进系

统优化设计模型，通过优化设计确定了最优的推

进系统设计参数组合。最终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

的推进系统建模及优化设计方法可以在保证飞艇

抗风能力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改变推进系统配置，

提高推进系统效率，减少推进系统和能源系统的

总质量，具有较好的可行性。可以为飞艇推进系

统设计和选择提供一定的参考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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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马蓉，刘沛清，胡颖．临近空间飞行器螺旋桨低雷诺数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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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翼型综述［Ｒ］．北京：庆祝中国力学学会成立５０周年暨

中国力学学会学术大会，２００７．

［１０］　ＣＨＥＮＳｈｅｎｇｑｉ，ＳＯＮＧＢｉｆｅｎｇ，ＷＡＮＧＨａｉｆｅｎｇ．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ｏｐｔｉｍｕｍｐｏｗｅｒｕｎｉｔｏｆ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ｈｉｇｈ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ａｉｒｓｈｉｐ［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２０１５，２２９（２）：３０１３１１．

［１１］　刘沛清．空气螺旋桨理论及其应用［Ｍ］．北京：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２］　张科施．基于代理模型的机翼气动／结构优化方法研究

［Ｃ］∥２０１７年（第三届）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论文集（上

册）．北京：中国航空学会，２０１７：３８６３９１．

［１３］　王刚．一种螺旋桨动力配平的小型电动无尾无人机研究

［Ｄ］．西安：西北工业大学，２０１６．

ＷＡＮＧＧａｎｇ．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ａｓｍａｌ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ｅｄｔａｉｌ

ｌｅｓｓＵＡＶ ｕｓｉｎｇ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ｔｈｒｕｓｔｔｒｉｍｍｉｎｇ［Ｄ］．Ｘｉａ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康桂文，胡雨，李亚东，等．超轻型电动飞机电动力系统的

参数匹配［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１３，２８（１２）：２６４１２６４７．

ＫＡＮＧ Ｇｕｉｗｅｎ，ＨＵ Ｙｕ，ＬＩＹａｄｏｎｇ，ｅｔ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ｏｆｕｌｔｒａｌｉｇｈｔ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３，２８（１２）：２６４１

２６４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朱炳杰，杨宇丹，杨希祥，等．太阳能飞行器能源昼夜闭环

仿真分析［Ｊ］．宇航学报，２０１９，４０（８）：８７８８８６．

ＺＨＵＢｉｎｇｊｉｅ，ＹＡＮＧＹｕｄａｎ，ＹＡＮＧＸｉ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Ｅｎｅｒｇｙ

ｃｌｏｓｅｄｌｏｏｐ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ｓｏｌａｒｐｏｗｅｒｅｄａｉｒ

ｃｒａｆｔ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ｃｌｏｃｋ［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１９，４０

（８）：８７８８８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王海峰，宋笔锋．高空飞艇薄膜太阳电池内辐射量计算研

究［Ｊ］．太阳能学报，２００６，２７（８）：８１９８２３．

ＷＡＮＧ Ｈａｉｆｅｎｇ，ＳＯＮＧＢ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

ｔｈｅｓｏｌａ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ｔｈｉｎｆｉｌｍｓｏｌａｒｃｅｌｌｆｏｒｈｉｇｈａｌｔｉ

ｔｕｄｅａｉｒｓｈｉｐｓ［Ｊ］．ＡｃｔａＥｎｅｒｇｉａｅＳｏｌａｒｉｓ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６，２７

（８）：８１９８２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刘多能．平流层飞艇能源系统仿真与续航时间估算［Ｃ］∥

第三届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学术年会优秀论文集．北京：高分

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管理办公室，２０１４：２５５２６５．

［１８］　周威，陆金桂．多岛遗传算法在螺旋桨优化设计中的应用

［Ｊ］．船舶工程，２０１４，３６（５）：４６４８，６８．

ＺＨＯＵ Ｗｅｉ，ＬＵＪｉｎｇｕｉ．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ｉｓｌａｎｄ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Ｊ］．Ｓｈｉｐ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３６（５）：４６４８，６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刘多能，杨希祥，麻震宇，等．运用粒子群优化算法的平流层

飞艇总体设计［Ｊ］．国防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１５，３７（４）：５０５６．

ＬＩＵＤｕｏｎｅｎｇ，ＹＡＮＧＸｉｘｉａｎｇ，ＭＡＺｈｅｎｙｕ，ｅｔａｌ．Ｃｏｎｃｅｐ

ｔｕ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ｓｔｒａｔ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ｉｒｓｈｉｐ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ａｒ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３７（４）：５０５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赵新路，杨希祥，侯中喜，等．基于响应面近似技术的平流

层飞艇协同设计优化［Ｊ］．航空工程进展，２０１６，７（３）：３６２

３６８．

ＺＨＡＯＸｉｎｌｕ，ＹＡＮＧＸｉｘｉａｎｇ，ＨＯＵＺｈｏｎｇｘｉ，ｅｔａｌ．Ｃｏｎ

ｃｅｐｔｕ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ｓｔｒａｔ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ｉｒｓｈｉｐ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

ＲＳＡ）［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２０１６，７（３）：３６２３６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编辑：陈　越）

６２９１



第３５卷 第９期

２０２０年 ９月

航空动力学报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犲狉狅狊狆犪犮犲犘狅狑犲狉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９

Ｓｅｐ


．２０２０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０５５（２０２０）０９１９２７０９　　　　　　　　犱狅犻：１０．１３２２４／ｊ．ｃｎｋｉ．ｊａｓｐ．２０２０．０９．０１５

叶尖单侧倒圆对扩压叶栅叶顶间隙

流动的影响

高丽敏，王浩浩，赵　磊，李永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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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７１００７２）

摘　　　要：提出了一种控制扩压叶栅叶顶间隙流动的方法，通过对叶尖压力面小尺度的倒圆修型，改善了

扩压叶栅叶顶间隙流动状况。通过数值模拟方法研究叶尖倒圆结构对扩压叶栅性能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探

究３种不同倒圆半径（约为３％、４％、６％的叶片最大厚度）叶尖倒圆结构的流动控制效果。结果表明：叶尖倒

圆能够削弱叶尖分离涡，进而影响叶尖流场不同涡系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叶顶间隙通道附近的总压损失减

少；但是叶尖倒圆半径越大，泄漏流流量越大，会加剧泄漏流与主流的掺混，使总压损失增加。因此合适的叶

尖倒圆半径能够使叶栅性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改善。此外，在倒圆半径为３％叶片最大厚度时，叶栅在较大的

攻角范围内均获得了良好的改善损失的效果。

关　键　词：叶尖单侧倒圆结构；扩压叶栅；泄漏流；叶尖分离涡；被动控制方法

中图分类号：Ｖ２１１．６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２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５１７９０５１２）；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产学研基金（ＨＦＺＬ２０１８ＣＸＹ０１１１）

作者简介：高丽敏（１９７３－），女，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叶轮机械气动热力学研究。

引用格式：高丽敏，王浩浩，赵磊，等．叶尖单侧倒圆对扩压叶栅叶顶间隙流动的影响［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２０，３５（９）：１９２７１９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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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ｕｌ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ｌｌｅｔ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３％ｏｆｔｈｅｍａｘｉ

ｍｕｍｂｌａｄｅ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ｈａｓａｇｏｏｄｅｆｆｅｃ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ｒａｄｉｕｓｅ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ｂｌａｄｅｔｉｐｆｉｌｌｅ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ｃａｓｃａｄｅ；ｌｅａｋａｇｅｆｌｏｗ；

ｔｉｐ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ｖｏｒｔｅｘ；ｐａｓｓ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ｔｈｏｄ

　　压气机作为航空发动机的核心部件，对航空

发动机的性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如何设计出具

有高效率、高负荷的压气机始终是先进发动机研

制的瓶颈之一［１］。为了满足先进发动机对压气机

的设计需要，对叶顶间隙流动的研究一直是叶轮

机械领域研究的热点。大量研究表明叶顶泄漏流

动对流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流动损失和堵塞方

面，前者主要造成压气机效率的下降，后者导致压

气机做功能力下降和稳定裕度的减少［２４］。由此

可见，叶顶间隙流动对叶轮机械的性能有着重要

的影响。

基于叶顶间隙流动对压气机性能的显著影

响，如何有效控制叶顶间隙流动成为各国学者的

研究热点。文献［５９］表明通过合理地采用一些

特殊的叶尖几何结构，可以有效地控制叶顶间隙

区域的流动状况。Ｇｏｕｒｄａｉｎ等
［５］利用数值模拟

开展了叶顶凹槽结构对转子叶顶间隙流动的影

响，结果表明凹槽结构能够削弱叶尖泄漏涡；同时

在凹槽结构内部出现强旋涡，该旋涡能够通过增

加叶顶区域的轴向切应力平衡轴向压力梯度，使

得机匣附近的流动稳定性增加。Ｗａｎｇ等
［６］通过

数值模拟方法开展了沿弦长方向不同间隙形态对

叶栅间隙流场的影响，结果表明渐扩型叶尖结构

可以通过泄漏流来遏制通道二次涡对主流的影

响，进而获得更高的气动效率。Ｚｈｏｎｇ等
［７］开展

叶尖小翼对叶顶间隙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

明吸力面的叶尖小翼能够削弱叶尖泄漏涡，从

而改善局部流动状况。文献［８］对非均匀叶顶

间隙的跨声速压气机转子进行数值研究，发现

采用轴向线性变化的叶顶间隙可以提高压气机

后半轴向弦长叶尖区的气流通流能力，减少泄

漏流对叶片通道的堵塞，压气机效率提高。文

献［９］对周向非均匀间隙叶栅的出口流场进行

了实验测量，发现周向非均匀间隙可以削弱叶

尖泄漏流及吹除吸力面端壁的低能流体，从而

提高叶栅的通流能力。

上述针对控制叶顶间隙流动的措施，大部分

结构较为复杂，主要是通过影响泄漏涡来改善流

动状况，而缺少了对叶尖分离涡控制的研究。文

献［１０］对某扩压叶栅叶顶间隙区域的涡系结构形

成的机理进行分析，发现位于叶片顶部压力面边

缘的叶尖分离涡对应叶顶间隙流场损失较高的区

域；同时叶尖分离涡还会造成叶顶间隙流场的堵

塞，导致损失增加。基于叶尖分离涡对叶顶间隙

流场的重要影响，本文以削弱叶尖分离涡为目的，

结合叶尖分离涡的形成机理，提出叶尖压力面倒

圆结构，该结构形式简单，能够通过减少叶顶通道

入口附近的逆压梯度来削弱叶尖分离涡，进而改

善叶顶间隙区域的流动情况。为了探究不同半径

的倒圆结构对叶顶间隙流动状况的控制效果，本

文一共设计３种半径的倒圆结构。

１　叶顶间隙的“三涡结构”及叶尖

倒圆结构控制原理

　　西北工业大学翼型、叶栅空气动力学国家级

重点实验室前期开展了对扩压叶栅叶顶间隙流动

机理的研究［１０］，发现在叶顶间隙中存在着如图１

所示的“三涡结构”，即位于叶顶压力面边缘的叶

尖分离涡、叶顶吸力面一侧的叶尖二次涡以及泄

漏涡，这与文献［１１１２］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在图

１中，蓝色箭头代表叶顶间隙区域气流的运动方

向，黑色箭头代表旋涡结构与速度分布，红色箭头

代表切应力（τ）。位于端壁附近的气流在叶片两

侧横向压差的驱动下，通过叶顶间隙从叶片压力

面向吸力面泄漏。根据Ｒａｉｎｓ
［１３］提出的叶顶间隙

射流模型可知，在叶顶间隙入口附近存在自由流，

图１　叶顶间隙区“三涡结构”
［１０］

Ｆｉｇ．１　Ｖｏｒｔｅｘ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ｏｆｂｌａｄｅｔｉｐ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ｒｅｇｉｏｎ
［１０］

该自由流线具有沿叶高方向的分速度，即图１中

８２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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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的压力面“上升气流”。Ｍｏｏｒｅ等
［１４］基于

Ｒａｉｎｓ
［１３］所提出的势流理论通过实验研究证实在

叶尖压力面边缘存在分离泡。Ｋａｎｇ等
［１１］对

Ｍｏｏｒｅ等
［１４］的结论进行了补充，通过对端壁极限

流线的分析发现叶顶间隙流动具有三维性，因此

在叶顶靠近压力面的是叶尖分离涡。文献［１０］在

此基础上提出叶顶间隙入口附近的自由流与叶尖

分离涡的成因以及叶尖压力面区域的损失密切相

关。由图２可知，叶片压力面一侧的自由流与叶

顶间隙通道泄漏流的方向不同，因此会造成气流

的掺混而产生流动损失。

定义叶片压力面的“自由流”与叶顶通道内泄

漏流之间的夹角为图２（ａ）的θ，显然θ越小，该

“自由流”与叶顶通道内泄漏流的掺混越剧烈，产

生的流动损失也就越大。因此，本文为了减缓叶

尖压力面的“自由流”与泄漏流的掺混程度，提出

如图２（ｂ）所示的叶尖压力面的倒圆结构，即在叶

片压力面的叶尖与叶片顶面交角为倒圆结构，从

而增大叶尖压力面“自由流”与泄漏流夹角θ，以

实现减少压力面的“自由流”与泄漏流的掺混

损失。

图２　原型叶栅与叶尖倒圆叶栅

Ｆｉｇ．２　Ｏｒｉｇｉｎｃａｓｃａｄｅａｎｄｂｌａｄｅｔｉｐｆｉｌｌｅｔｃａｓｃａｄｅ

２　几何模型及数值方法

２１　几何模型

本文所采用的研究对象为翼型、叶栅空气动

力学国家级重点实验室自行设计的扩压叶栅

ＮＰＵＡ１（扩压叶栅几何示意图如图３所示），主

要几何参数如表１所示。本文在文献［１０］对该扩

压叶栅叶顶间隙区域流场的涡系结构研究的基础

上，以削弱叶尖分离涡为目的，提出叶尖压力面倒

圆结构。叶尖压力面倒圆的几何结构如图４所示，

在原型叶栅的叶片顶面及叶片压力面相交位置

图３　扩压叶栅几何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ｃａｓｃａｄｅ

表１　扩压叶栅的主要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犕犪犻狀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犮狅犿狆狉犲狊狊狅狉犮犪狊犮犪犱犲

参数 数值

栅距／ｍｍ ３０．４３

弦长／ｍｍ ６９．９４

叶型最大厚度／ｍｍ ３．５１

进气角度／（°） ４５．８

叶高／ｍｍ １００

叶顶间隙高度／ｍｍ １

倒圆半径／ｍｍ ０．１，０．１５，２

图４　叶尖倒圆结构

Ｆｉｇ．４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ｂｌａｄｅｔｉｐｆｉｌｌｅ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９２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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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倒圆结构，倒圆结构从叶片前缘点延伸至尾缘

点，并与前缘、尾缘光滑过渡连接。为了探究不同

半径的倒圆结构对叶顶间隙流动的控制效果，本文

一共对３种半径（倒圆半径犚＝３％犆ｍａｘ，４％犆ｍａｘ，

６％犆ｍａｘ，其中犆ｍａｘ为叶型最大厚度）的叶尖压力面

倒圆结构的扩压叶栅模型进行了数值计算。

２２　数值方法

扩压叶栅的数值计算采用ＣＦＸ作为求解器，

对扩压叶栅通道采用单通道数值模拟，壁面为绝

热无滑移边界，周向边界设置为周期性边界条件，

进口条件给定总温、总压，出口条件给定平均静

压。叶尖倒圆叶栅的叶顶区域网格如图５所示，

采用四面体非结构化网格，对叶顶间隙区域网格

进行加密，保证周向和叶顶间隙高度方向网格数

均大于１５，为了保证计算效率以及网格的无关

性，最终确定扩压叶栅计算域网格单元数约为

２００万。

图５　叶尖倒圆叶栅叶顶间隙计算域网格

Ｆｉｇ．５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ｓｈｉｎｂｌａｄｅｔｉｐ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ｂｌａｄｅｔｉｐｆｉｌｌｅｔｃａｓｃａｄｅ

文献［１０］利用ＳＳＴ（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ｓｓ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湍流模型对原型叶栅叶顶间隙流动开展研究，结

果表明由于ＳＳＴ湍流模型保留了犽ω 模型对近

壁面流动模拟的优势，同时在逆压梯度下对分离

流捕捉的准确性较好，能够满足对叶顶间隙流动

模拟的需求。因此本文选择ＳＳＴ湍流模型，其中

近壁面犢＋
＜２０，满足ＳＳＴ湍流模型对壁面网格

的要求。

为了验证数值方法的可靠性，将无间隙扩压

叶栅的数值计算结果与文献［１５１６］的实验数据

进行对比。图６和图７分别为叶片表面等熵马赫

数与扩压叶栅出口损失损失系数的数值计算结果

（ＳＳＴ）与实验结果的对比。由于实验条件的限

制，叶栅吹风实验是在无间隙条件下进行的，在该

条件下，采用本文的数值方法得到的计算结果与

图６　叶中截面表面等熵马赫数

Ｆｉｇ．６　ＩｓｅｎｔｒｏｐｉｃＭａｃｈｎｕｍｂｅｒａｔｍｉｄｓｐａｎｏｆ

ｔｈｅｂｌａｄｅ

图７　扩压叶栅出口损失系数分布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ｉｔｌｏｓｓ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ｃａｓｃａｄｅ

实验结果吻合较好，能够证明数值方法的可靠性。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叶尖倒圆对扩压叶栅损失的影响

由于叶顶间隙区域流动结构复杂，流场中复

杂的涡系结构会引起气流掺混造成明显的流动损

失［１７２０］。对于扩压叶栅而言，总压损失系数犆ｐ代

表了损失的总体水平，犆ｐ定义如下式所示：

犆ｐ＝ 狆

ｉｎ －狆

（ ）ｏｕｔ ／狆

ｉｎ －狆（ ）ｉｎ

式中狆

ｉｎ为进口总压，狆


ｏｕｔ为出口截面当地总压，

狆ｉｎ为进口静压。

图８在倒圆半径犚＝３％犆ｍａｘ时，分别给出来

流马赫数犕犪＝０．３，０．５，０．７，攻角犻＝０°～８°的来

流条件下，原始叶栅与叶尖倒圆叶栅的总压损失

系数对比。从原始叶栅总压损失系数曲线的总体

趋势来看，叶栅总压损失系数随着来流马赫数的

０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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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而增大。在来流马赫数相同时，总压损失系

数在攻角犻＝２°时最小。在大攻角时原始叶栅的

总压损失系数明显增大，说明该叶栅在高来流马

赫数、大攻角工况下的流场环境较为恶劣，叶栅的

损失较大。与原始叶栅相比，叶尖倒圆叶栅的总

压损失曲线位于原始叶栅曲线下方，总压损失系

数整体水平较低，总压损失系数曲线的变化也相

对平缓。但是在高来流马赫数、大攻角（图８（ｃ））

的极限工况下，总压损失系数出现了明显的增加，

并且总压损失系数超过了原始叶栅。由此可见，

叶尖倒圆在一定工况范围内能够改善扩压叶栅的

流动，减少扩压叶栅的总压损失。

进一步分析叶尖倒圆结构对叶尖流场涡系的

影响，图９显示了在来流马赫数犕犪＝０．３以及攻

角犻＝０°（工况１）下，端壁静压分布云图和泄漏涡

轨迹，其中泄漏涡轨迹用红色虚线表示。从图９

中可以看出泄漏涡轨迹对应着端壁的静压斜槽。

这符合对叶顶间隙流动研究的基本结论，也能够

体现数值模拟方法的可靠性。图１０在工况１下，

利用犙判据
［１７］显示出叶尖倒圆结构（犚＝３％犆ｍａｘ）

图８　原始叶栅和叶尖倒圆叶栅在不同来流马赫数下

总压损失系数

Ｆｉｇ．８　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ｏｓｓ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ｃａｓｃａｄｅ

ａｎｄｂｌａｄｅｔｉｐｆｉｌｌｅｔｃａｓｃａｄ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ｌｅｔ

Ｍａｃｈｎｕｍｂｅｒｓ

图９　端壁静压分布与泄漏涡轨迹（工况１）

Ｆｉｇ．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ｅｎｄｗａｌｌａｎｄ

ｌｅａｋａｇｅｖｏｒｔｅｘｔｒａｃｋ（ｃａｓｅ１）

对叶顶间隙区域涡结构的影响，可以看出叶尖分

离涡明显减弱，其空间尺度在叶片周向及间隙高

度方向均有所减少，并且整体向压力面边缘移动；

同时，叶尖倒圆叶栅的泄漏涡强度略有增大，且与

１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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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两种叶型的４５％弦长截面犙判据（工况１）

Ｆｉｇ．１０　犙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ｏｆｔｗｏｃａｓｃａｄｅｓｏｎ４５％

ｃｈｏｒｄ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ａｓｅ１）

叶片吸力面的距离更近。在图１１中，由于倒圆面

曲率连续变化，在倒圆面上形成连续的压力梯度，

与原型叶栅压力面“自由流”流道突然扩张相比，

流入叶顶间隙通道的气流所承受的逆压梯度较有

所减少，因此叶尖分离涡的强度减弱。

在工况１下，图１２显示了４５％弦长截面的

总压损失系数犆ｐ。可以明显看到叶尖倒圆结构

显著改善了叶顶间隙区域的流动，主要体现在３

图１１　叶顶间隙入口附近的压力分布（工况１）

Ｆｉｇ．１１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ｎｅａｒｂｌａｄｅｔｉｐ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ｃａｓｅ１）

个方面：①Ⅰ区域内叶尖分离涡造成的流动损失

明显减弱，集中在压力面边缘的较小区域内；②Ⅱ

区域内叶片通道中靠近叶片顶面的区域流动损失

有所减少，高损失区基本消失；③Ⅲ区域内，叶片

吸力面一侧的流动损失有所减少。Ⅰ区域叶尖分

离涡附近流动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压力面流入叶顶

间隙通道的气流与泄漏流之间方向存在差异，气

流掺混引起损失。叶尖倒圆结构改变了进入叶顶

间隙通道的气流方向，如图２（ｂ）所示，进入叶顶

间隙通道的气流方向与泄漏流方向的夹角变大，

气流之间的掺混减弱，进而减小了流动损失。原

型叶栅由于叶尖分离涡对叶顶间隙通道的堵塞作

用造成了Ⅱ区域泄漏流速度减少，与叶顶间隙通

道中间高度的泄漏流速度差异较大，存在较强的

黏性剪切，由于气流速度大小差异造成的掺混损

失较大。叶尖倒圆结构减弱了分离涡的堵塞作

用，削弱了泄漏流速度在叶顶间隙高度方向的不

均匀分布，使Ⅱ区域的损失有所减小。Ⅲ区域的

损失来源如图１所示，在叶片吸力面一侧由泄漏

涡引起的“上升气流”与间隙通道出口的泄漏流相

遇，由于速度方向及大小存在差异，气流掺混严

重，从而引起损失。由于倒圆结构削弱叶顶间隙

的堵塞作用，使得泄漏涡靠近叶片，因而引起的

图１２　４５％弦长截面叶顶间隙区域总压损失系数分布

（工况１）

Ｆｉｇ．１２　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ｏｓｓ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

４５％ｃｈｏｒｄｓｅｃｔｉｏｎｎｅａｒｂｌａｄｅｔｉｐ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ｒｅｇｉｏｎ（ｃａｓｅ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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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气流”有所减弱。“上升气流”与间隙通道出

口的泄漏流掺混减弱，导致该区域的损失有所

减少。

由上述分析可知，叶尖倒圆结构主要通过改

变“自由流”的流动方向影响叶顶间隙区域的二

次流动。因此，为了探索倒圆结构对流动的作

用规律，在有、无倒圆结构两种情况下，图１３在

工况１下显示了整个弦长范围内θ的变化。结

果表明叶尖倒圆结构的θ与原型叶栅相比较大，

说明能够减缓压力面“自由流”与泄漏流之间的

掺混程度。

综上分析可以得到，叶尖倒圆结构明显减少

了叶顶间隙区域的总压损失系数，其原因主要是

通过削弱叶尖分离涡的影响直接或间接造成的。

由此可以得知：合适半径的叶尖倒圆结构能够改

善叶顶间隙的流动状况，达到减少损失的目的。

图１３　原型叶栅与叶尖倒圆叶栅的θ分布

Ｆｉｇ．１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θ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ｃａｓｃａｄｅａｎｄ

ｂｌａｄｅｔｉｐｆｉｌｌｅｔｃａｓｃａｄｅ

３２　不同倒圆半径对流动控制效果的影响

为探究叶尖倒圆尺寸对流动控制效果的影

响，本文对叶尖倒圆半径犚＝３％犆ｍａｘ，４％犆ｍａｘ，

６％犆ｍａｘ的扩压叶栅数值模拟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如图１４所示。图１４（ａ）显示了在攻角犻＝０°～６°

范围内，叶尖倒圆叶栅的总压损失系数较低，流动

损失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改善。对比不同倒圆半径

下的总压损失系数曲线，可以看出在犚＝３％犆ｍａｘ

时总压损失系数的整体水平最低。随着倒圆半径

的增大，叶尖倒圆叶栅总压损失系数曲线逐渐向

原始叶栅总压损失系数曲线靠近，即对总压损失

的改善效果变弱。在攻角犻＝６°～８°的范围，不同

叶尖倒圆半径的叶栅的总压损失系数曲线表现出

较大的差别，随着攻角增大，叶尖倒圆半径犚＝

３％犆ｍａｘ的叶栅对流动损失的改善效果更加显著。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叶尖倒圆半径 犚＝

４％犆ｍａｘ，６％犆ｍａｘ叶栅的总压损失系数急剧增大，

且随着攻角增大，损失恶化趋势更加明显。如图

１４（ｂ）所示，叶尖倒圆半径犚＝４％犆ｍａｘ的叶栅在

攻角犻＝８°工况下叶栅总压损失系数比原始叶栅

增加３０％以上。但是在倒圆半径犚＝３％犆ｍａｘ并

不总能改善叶栅的总压损失，如图１４（ｃ）所示，在

攻角犻＞６°时，总压损失系数明显增大且超过原始

叶栅。

由第１节的分析可知，叶尖倒圆对叶栅损失

的改善主要原因是减弱了叶尖分离涡对近叶片顶

面泄漏流动的堵塞作用，但是与原始叶栅相比，叶

尖倒圆叶栅的叶顶间隙泄漏流量增大。图１５给

出了在来流马赫数为０．５工况下，不同叶尖倒圆

半径叶栅叶顶间隙泄漏流流量的变化。由图１５

可以明显地看出叶尖倒圆叶栅的泄漏流量明显高

于原始叶栅，且随着叶尖倒圆半径的增加，泄漏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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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不同叶尖倒圆半径总压损失系数对比

Ｆｉｇ．１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ｏｓｓｃｏ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ｌａｄｅｔｉｐｆｉｌｌｅｔｒａｄｉｕｓｅｓ

图１５　不同叶栅叶顶间隙泄漏流流量变化

（犕犪＝０．５）

Ｆｉｇ．１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ｌｅａｋａｇｅｍａｓｓ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ｏｆ

ｂｌａｄｅｔｉｐ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ｒｅｇ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ｓｃａｄｅｓ（犕犪＝０．５）

流量也在增加，特别是在大攻角工况下（图中圈

内）。当攻角较大时损失的增加超过了叶尖倒圆

结构削弱叶尖分离涡带来的收益，叶栅损失总体

呈增大趋势。由此可见，叶尖倒圆结构对叶栅流

动损失的改善局限在“有效攻角范围”内。结合图

１４分析，可得到较大半径的叶尖倒圆叶栅在“有

效攻角范围”内能获得较大的减少损失的收益，但

在大攻角时，对叶栅造成的损失也更大。因此选

择合适的叶尖倒圆半径能够平衡这一矛盾，使叶

栅性能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改善，如犚＝３％犆ｍａｘ

时，叶栅在较大的攻角范围内均获得了良好的改

善损失的效果。

４　结　论

本文以叶顶间隙区域叶尖分离涡形成机理为

基础，提出一种叶尖倒圆结构来削弱叶尖分离涡

以及其对叶顶间隙流场的堵塞效应，改善叶顶间

隙区域的流动状况，并探究了３种不同尺寸的倒

圆结构的控制效果，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１）相对于原型叶栅，叶尖倒圆结构在一定

的来流条件下能够改善扩压叶栅的性能，降低

总压损失系数。主要原因是叶尖倒圆结构削弱

了叶尖分离涡的影响，使叶顶间隙通道进口、叶

片顶面附近，以及叶顶间隙通道出口区域的总

压损失减少。

２）随着叶尖倒圆半径的增加，叶顶泄漏流流

量增加，加剧了泄漏流与主流的掺混，使损失增

加。当泄漏流流量的增大造成的损失超过叶尖倒

圆结构削弱叶尖分离涡带来的收益，叶栅损失总

体呈现增大趋势，故存在最佳倒圆半径能够有效

减少损失。

３）叶尖倒圆对叶栅性能的改善存在“有效攻

角范围”，在该范围之内，对叶栅流动损失及扩压

能力有较好的改善效果；倒圆半径越小，“有效攻

角范围”越宽。当倒圆半径犚＝３％犆ｍａｘ时，叶栅

在较大的攻角范围内均获得了良好的改善损失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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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ＯＬｉｍｉｎ，ＬＩＵＳｉｙｕ，ＬＩＹｏｎｇｚｅｎｇ，ｅ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ａｓｃａｄｅｔｉｐ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ｍ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２０，４１（２）：３２９３３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ＫＡＮＧＳ，ＨＩＲＳＣＨＣ．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ｄｉ

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ｆｌｏｗｗｉｔｈｉｎａ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ｃａｓｃａｄｅｗｉｔｈｔｉｐｃｌｅａｒ

ａｎｃｅ：ＰａｒｔＩ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ｉｅｌｄｓ［Ｒ］．ＡＳＭＥＰａｐｅｒ

９２ＧＴ２１５，１９９２．

［１２］　ＫＡＮＧＳ，ＨＩＲＳＣＨＣ．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ｄｉ

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ｆｌｏｗｗｉｔｈｉｎａ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ｃａｓｃａｄｅｗｉｔｈｔｉｐｃｌｅａｒ

ａｎｃｅ：ＰａｒｔⅡｔｈｅｔｉｐｌｅａｋａｇｅｖｏｒｔｅｘ［Ｒ］．ＡＳＭＥＰａｐｅｒ９２

ＧＴ４３２，１９９２．

［１３］　ＲＡＩＮＳＤＡ．Ｔｉｐ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ｆｌｏｗｓｉｎａｘｉａｌｆｌｏｗ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ｓ

ａｎｄｐｕｍｐｓ［Ｄ］．Ｐａｓａｄｅｎａ，ＵＳ：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５４．

［１４］　ＭＯＯＲＥＪ，ＴＩＬＴＯＮＪＳ．Ｔｉｐｌｅａｋａｇｅｆｌｏｗｉｎａｌｉｎｅａｒｔｕｒ

ｂｉｎｅｃａｓｃａｄ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ｕｒｂ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１９８８，１１０

（１）：１８２６．

［１５］　李萍．叶片加工误差及数据传递对压气机气动性能的影响

［Ｄ］．西安：西北工业大学，２０１５．

ＬＩＰ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ｌａｄｅ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ａｎｄｄａｔａ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ｎ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Ｄ］．Ｘｉａ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高丽敏，蔡宇桐，徐浩亮，等．压气机叶片加工误差影响不

确定分析［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１７，３２（９）：２２５３２２５９．

ＧＡＯＬｉｍｉｎ，ＣＡＩＹｕｔｏｎｇ，ＸＵＨａｏｌ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ｉｒｆｏｉｌ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ｅｒｒｏｒ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７，３２（９）：２２５３２２５９．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ＨＵＮＴＪＣＲ．Ｅｄｄｉｅｓｓｔｒｅａｍ，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ｚｏｎｅｓｉｎ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ｆｌｏｗｓ［Ｒ］．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８９

２４５５５，１９８８．

［１８］　ＸＩＡＯＸ，ＭＣＣＡＲＴＥＲＡＡ，ＬＡＫＳＨＭＩＮＡＲＡＹＡＮＡＢ，

ｅｔａｌ．Ｔｉｐ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ａｔｕｒｂｉｎｅｒｏｔｏｒ：ＰａｒｔⅠｐｒｅｓ

ｓｕｒｅ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ｌｏｓ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ｕｒｂ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１，

１２３（２）：２９６３０４．

［１９］　ＸＩＡＯＸ，ＭＣＣＡＲＴＥＲＡＡ，ＬＡＫＳＨＭＩＮＡＲＡＹＡＮＡＢ，

ｅｔａｌ．Ｔｉｐ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ａｔｕｒｂｉｎｅｒｏｔｏｒ：ＰａｒｔⅡｖｅｌｏｃ

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ｆｌｏｗｐｈｙｓｉｃ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ｕｒｂ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２００１，１２３（２）：３０５３１３．

［２０］　ＢＩＮＤＯＮＪＰ．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ｐｃｌｅａｒ

ａｎｃｅｌｏｓ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ｕｒｂ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１９８９，１１１（３）：

２５７２６３．

（编辑：陈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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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齿气体循环泵基本几何理论和容积计算

冯诗愚１，周利彪１，朱珍昱２，高秀峰２

（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学院

飞行器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南京２１００１６；

２．西安交通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西安７１００４９）

摘　　　要：以数学几何理论为基础，通过坐标变换和包络条件推导了阴阳转子的基本型线方程，建立了双

齿气体循环泵的数学模型。研究了阴阳转子相互啮合时啮合点位置随阴转子转角的变化关系。采用了线积

分的计算方法推导出工作容积的基元面积随转角的变化关系，可简化工作容积的计算难度。结果表明：在转

角为０和π的时候，阴阳转子会形成一个封闭的无效区域导致了工作腔的基元面积随转角变化过程中的突升

和突降。在吸气结束时，由于吸气腔相较于排气腔多了一个与吸气口相连的部分导致了基元面积的突降。这

些基本几何理论的建立可为双齿气体循环泵的应用打下一定的理论基础。

关　键　词：阴阳转子型线；双齿气体循环泵；啮合点；工作腔；基元面积；阴转子转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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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冯诗愚，周利彪，朱珍昱，等．双齿气体循环泵基本几何理论和容积计算［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２０，３５（９）：１９３６１９４２．

ＦＥＮＧＳｈｉｙｕ，ＺＨＯＵＬｉｂｉａｏ，ＺＨＵＺｈｅｎｙｕ，ｅｔａｌ．Ｂａｓｉｃ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ｖｏｌｕｍ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ｔｏｏｔｈｇａｓｃｉｒｃｕ

ｌａｔｉｏｎｐｕｍｐ［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０，３５（９）：１９３６１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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犱狅狌犫犾犲狋狅狅狋犺犵犪狊犮犻狉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狆狌犿狆

ＦＥＮＧＳｈｉｙｕ
１，ＺＨＯＵＬｉｂｉａｏ１，ＺＨＵＺｈｅｎｙｕ２，ＧＡＯＸｉｕｆｅｎｇ２

（１．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Ｌｉｆ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ｏｆ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１６，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Ｘｉａｎ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４９，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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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ｄｏｕｂｌｅｔｏｏｔｈｇａｓ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ｕｍｐｗａ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ｅｓｈ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ｔｏｒａｎｇｌｅｏｆｔｈｅｆｅｍａｌｅｒｏｔｏｒ

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ｅｓｈ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ｍａｌｅａｎｄｆｅｍａｌｅｒｏｔｏｒｓｗａ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ｌｉｎ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ｄｅｒｉｖ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ａｒｅａ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ｖｏｌ

ｕ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ｔｏｒａｎｇｌｅ，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ｓｉｍｐｌｉｆｙ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ｖｏｌｕｍ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ｗｈｅｎｔｈｅｒｏｔｏｒａｎｇｌｅｓｗｅｒｅ０ａｎｄπ，ｔｈｅｆｅｍａｌｅａｎｄｍａｌｅｒｏｔｏｒｓｆｏｒｍｅｄ

ａｃｌｏｓｅｄｉｎｖａｌｉｄａｒｅａ，ｗｈｉｃｈｌｅｄｔｏｔｈｅｓｕｄｄｅｎｒｉｓｅａｎｄｆ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ｅａ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ａｖｉｔｙ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ｒｏｔｏｒａｎｇｌｅ．Ａｔ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ｉｎｈａ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ｕｃｔｉｏｎｃｈａｍｂｅｒ

ｈａｄａ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ｔ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ｓｕｃｔｉｏｎｐｏｒ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ｘｈａｕｓｔｃｈａｍ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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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ｉｎａｓｕｄｄｅｎｄｒｏｐｉｎｔｈ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ｅａ．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ｂａｓｉｃ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ｃａｎｌａｙ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ｔｏｏｔｈｇａｓｃｉｒｃｕ

ｌａｔｉｏｎｐｕｍｐ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ｆｅｍａｌｅｍａｌｅｒｏｔｏｒｐｒｏｆｉｌｅ；ｄｏｕｂｌｅｔｏｏｔｈｇａｓ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ｕｍｐ；

ｍｅｓｈ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ｈａｍｂｅｒ；ａｒｅａｏｆｅｌｅｍｅｎｔ；ｆｅｍａｌｅｒｏｔｏｒａｎｇｌｅ

　　近几年来，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达到历史最

高，人类对气候系统的影响已经对人类和自然界

产生了影响。因为对污染的担忧、不断增长电力

的需求、减少ＣＯ２ 排放量以实现《京都议定书》中

设定的目标和保障能源安全，德国目前的预测是

到２０２０年发电量增加到２０％，使用的燃料量将

与现在差不多［１］。国际能源机构（ＩＥＡ）预计，到

２０２１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长了４２％。但

是，他们的报告说，运输和供热部门的过渡仍然很

缓慢，主要是由于化石燃料不足，价格等。

运输的ＣＯ２ 排放量占全球能源ＣＯ２ 排放量

的２３％。在过去的１５年里，航空排放的增长速

度达到９５％，高于道路运输６４％
［２］，燃料电池是

在航空领域应对排放增加的一项有前途的技术。

它是一种将燃料的化学能直接转化成电能的发电

装置，与燃气轮机和内燃机发电相比，它不受卡诺

循环理论对能量转换效率上限的限制，能量转换

率高６０％～８０％，实际使用效率则是普通内燃机

２～３倍
［３４］，排放远低于燃气轮机和内燃机，并具

有对环境污染小、红外辐射小、没有运动部件、噪

声小等特点，是理想的洁静动力源。在航空推进

领域，也有着宽广的应用前景［５］。

２００２年８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ＮＡＳＡ）

即展示了一台采用燃料电池驱动的电动飞机样

机，质量达到１５０ｋｇ。２００２年９月，美国波音公

司与美国国防部签订研发合同，开发了一套基于

燃料电池的无人机推进系统［６］。２００３年，该公司

建成并演示了完整的燃料电池动力系统。２００５

年５月，美国航空环境公司的“全球探测者”氢燃

料电池推进的无人机首飞成功。２００９年７月，全

球首架采用燃料电池驱动的有人驾驶飞机在德国

北部城市汉堡得以试飞成功［７］，其设计的飞行高

度约为２５５０ｍ
［８］。２００９年１０月美国海军研究实

验室研制出的一款氢动力燃料电池飞机“离子虎”

完成了２３ｈ１７ｍｉｎ的飞行，创造了非官方燃料电

池动力飞机的记录。

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晚，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同

济大学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与上海奥科赛飞机公

司历时１年多时间共同研制的中国第一架纯燃料

电池无人机“飞跃一号”已在上海奉贤首次试飞成

功。２０１７年１月，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

所研制的２０ｋＷ燃料电池系统为动力电源的国内

第一架有人驾驶燃料电池试验机首次试飞成功，标

志着我国航空用燃料电池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成

为继美、德之后第３个拥有该技术的国家
［９］。

图１　工作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Ｗｏｒｋｉｎｇｄｉａｇｒａｍ

在燃料电池中，氢和氧发生化学反应产生电

流。因此，燃料电池需要一个空气供应系统。它

是由空气过滤器、空气压缩机、电动机等组成［１０］。

其中，空气压缩机能够为燃料电池提供所需的压

力和流量的干净空气，同时还能改善系统的水平

衡［１１１２］。目前，燃料电池主要的空气压缩机为涡

旋式、螺杆式、离心式、罗茨式等。在航空领域，由

于离心式空气压缩机转速高，体积与质量小得到

广泛的应用。但是，离心式还会存在一些问题。

如在低流量状态下，会产生喘振现象，这样会对系

统性能和寿命产生严重的影响［１３１５］。

本文采用双齿机构的原理构建燃料电池的空

气增压泵和氢气循环泵，其工作原理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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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由一对相互啮合的直双齿转子，一对同步齿

轮，一个类８字形气缸和两端的墙板、齿轮箱等组

成。转子在旋转过程中相互啮合，形成周期性变

化的工作容积，从而实现气体的吸入、压缩和排

出。通过吸、排气口的合理设计，双齿气体循环泵

具有完全内压缩过程，而且无需吸气阀和排气阀

等易损部件，在保留罗茨式的结构简单、加工容

易、运行方便等优点的前提下，还解决了噪声大、

能耗高等问题。

双齿气体循环泵型线非常复杂，目前国内外

文献对其报道很少，根据微分几何的基本理

论［１６１７］，任意的曲线都可以找到与其啮合的共轭

曲线，但是并非所有曲线均可作为双齿气体循环

泵的型线。彭学院在文献［１８］中构建了一种由圆

弧、摆线和直线等多段曲线组成转子型线，但是并

没有给出诸如啮合点位置和工作腔容积随转角的

变化关系，因此很难在实际的设计中进行应用。

有鉴于此，本文在文献［１８］的基础上，建立了型线

的几何理论，定义了基本的结构参数，给出了型线

的方程以及啮合点坐标随转角的关系，特别是采

用一种线积分求解方法来得到任意转角下工作腔

基元面积，可大大简化计算难度。

１　基本型线

双齿气体循环泵是由一对同步的直齿轮阴阳

转子组成。其中，阴转子是由直线 犃１犅１、圆弧

犅１犆１、摆线犆１犇１、圆弧犇１犈１、销齿圆弧犈１犉１、圆

弧犉１犌１ 和圆弧犌１犎１ 组成，再将这些型线旋转π

即可形成完整的阴转子。阳转子也是如此，它是

由圆弧犃２犅２、直线犅２犆２、摆线犆２犇２、圆弧犇２犈２、

销齿圆弧犈２犉２、直线犉２犌２ 和圆弧犌２犎２ 组成，旋

转π亦可形成完整的阳转子型线。

１１　阴转子型线

如图２所示，坐标系中心固结一个半径为狉１ｔ

的节圆。当一个圆弧，其圆心在节圆狉１ｔ圆周上，

它的共轭曲线的形状与其完全一致。这种圆心在

节圆圆周上的圆弧为销齿圆弧。

显然圆弧犈１犉１ 的圆心在节圆狉１ｔ圆周上，其

圆心坐标为犗３
狉１ｔｃｏｓα

－狉１ｔｓｉｎ

烄

烆

烌

烎α
，则圆弧 犈１犉１ 的方

程为

狓犈
１
犉
１
（狋）

狔犈
１
犉
１
（狋

熿

燀

燄

燅）
＝

狉１ｔｃｏｓα－（狉１ｔ－狉ｗ）ｃｏｓ（α－狋）

－狉１ｔｓｉｎα＋（狉１ｔ－狉ｗ）ｓｉｎ（α－狋
［ ］）

（１）

图２　阴转子基本型线生成

Ｆｉｇ．２　Ｆｅｍａｌｅｒｏｔｏｒｂａｓｉｃｌｉｎ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式中狋∈［０，β］，α为犗１犈１ 与狓 轴的夹角，β为

犗１犉１ 与犗１犈１ 的夹角。

同理可得直线犃１犅１ 方程

狓犃
１
犅
１
（狋）

狔犃
１
犅
１
（狋

熿

燀

燄

燅）
＝
狉１ｃｏｓ（２φ）＋狉１ｔ狋ｓｉｎ（２φ）

狉１ｓｉｎ（２φ）－狉１ｔ狋ｃｏｓ（２φ
［ ］） （２）

式中狋∈［０，φ］。

圆弧犅１犆１ 的方程

狓犅
１
犆
１
（狋）

狔犅
１
犆
１
（狋

熿

燀

燄

燅）
＝
－狉ｗｃｏｓ（２狋）－狉１ｔ狋ｓｉｎ（２狋）

－狉ｗｓｉｎ（２狋）＋狉１ｔ狋ｃｏｓ（２狋
［ ］）＋
２狉１ｔｃｏｓ狋

２狉１ｔｓｉｎ
［ ］

狋
（３）

式中狋∈［０，φ］。

摆线犆１犇１ 的方程

狓犆
１
犇
１
（狋）

狔犆
１
犇
１
（狋

熿

燀

燄

燅）
＝
－狉ｈｃｏｓ（２狋）＋狉１ｔｃｏｓ狋

狉ｈｓｉｎ（２狋）－狉１ｔｓｉｎ
［ ］

狋
（４）

式中狋∈［０，ａｒｃｃｏｓ（狉１ｔ／狉ｈ）］。

圆弧犇１犈１ 的方程

狓犇
１
犈
１
（狋）

狔犇
１
犈
１
（狋

熿

燀

燄

燅）
＝
狉ｗｃｏｓ狋

狉ｗｓｉｎ
［ ］

狋
（５）

式中狋∈［－α，０］。

圆弧犉１犌１ 的方程

犪＝犪ｓｉｎ（狋／狉１ｔ）

犫＝α＋β

狓犉
１
犌
１
（狋）

狔犉
１
犌
１
（狋

熿

燀

燄

燅）
＝

－狉２ｃｏｓ（２犪－犫）－狋ｓｉｎ（２犪－犫）

－狉２ｓｉｎ（２犪－犫）＋狋ｃｏｓ（２犪－犫
［ ］）＋

２狉ｔｃｏｓ（犪－犫）

２狉ｔｓｉｎ（犪－犫
［ ］） （６）

式中狋∈［０，５０ｓｉｎ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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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弧犌１犎１ 的方程

狓犌
１
犎
１
（狋）

狔犌
１
犎
１
（狋

熿

燀

燄

燅）
＝

狉１ｃｏｓ狋

－狉１ｓｉｎ
［ ］

狋
（７）

式中狋∈［α＋β，π－２φ］。

当阴转子旋转θ１ 时，阴转子各段型线方程为

狓（狋，θ１）

狔（狋，θ１
［ ］）＝犕（θ１）·

狓（狋）

狔（狋
［ ］） （８）

式中犕（θ１）为旋转矩阵

犕（θ１）＝
ｃｏｓθ１ －ｓｉｎθ１

ｓｉｎθ１ ｃｏｓθ
［ ］

１

（９）

式中狉１ 为阴转子的基圆半径，狉２ 为阳转子的基圆

半径，狉ｗ 为圆弧犇１犈１ 的圆心在犗１ 上的半径，狉ｈ

为两转子中心距与狉ｗ 之差，φ为犃１犅１ 与犅２犆２ 不

在同一直线时，犃１犅１ 与转子连心线犗１犗２的夹角。

图３　阳转子基本型线生成

Ｆｉｇ．３　Ｍａｌｅｒｏｔｏｒｌｉｎ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１２　阳转子型线

基本的阳转子是由多段圆弧，摆线和直线组

成，如图３所示，坐标系中心固结一个半径为狉２ｔ

的节圆，圆弧犈２犉２ 的方程可由式（１）经过坐标变

换和包络条件得出，其中坐标变换矩阵为

犕１（θ１，θ２）＝
－ｃｏｓ（θ１＋θ２） ｓｉｎ（θ１＋θ２）

ｓｉｎ（θ１＋θ２） ｃｏｓ（θ１＋θ２
［ ］）

　　由于双齿气体循环泵是一对相互啮合的同步

直双齿转子，故阴阳转子的转角θ１＝θ２，则化简得

犕１（θ１）＝
－ｃｏｓ（２θ１） ｓｉｎ（２θ１）

ｓｉｎ（２θ１） ｃｏｓ（２θ１
［ ］）

其中包络条件为

狓犈
１
犉
１

狋

狓犈
１
犉
１

θ１

狔犈
１
犉
１

狋

狔犈
１
犉
１

θ１

＝０

则犈２犉２ 的方程为

狓犈
２
犉
２
（狋）

狔犈
２
犉
２
（狋

熿

燀

燄

燅）
＝

狉２ｔｃｏｓ（α）＋狉ｗｃｏｓ（α＋狋）

－狉２ｔｓｉｎ（α）－狉ｗｓｉｎ（α＋狋
［ ］）

（１０）

　　同理可得圆弧犃２犅２ 型线的方程

狓犃
２
犅
２
（狋）

狔犃
２
犅
２
（狋

熿

燀

燄

燅）
＝
－狉１ｃｏｓ（狋－φ）

狉１ｓｉｎ（狋－φ
［ ］） －

狉２ｔｓｉｎ狋ｓｉｎ（狋－φ）

狉２ｔｓｉｎ狋ｃｏｓ（狋－φ
［ ］）＋

２狉２ｔｃｏｓ（狋－２φ）

－２狉２ｔｓｉｎ（狋－２φ
［ ］）

（１１）

式中狋∈［０，φ］。

直线犅２犆２ 型线方程

狓犅
２
犆
２
（狋）

狔犅
２
犆
２
（狋

熿

燀

燄

燅）
＝

狉ｗ

狉ｗｓｉｎ
［ ］

狋
（１２）

式中狋∈［０，φ］。

摆线犆２犇２ 型线方程

狓犆
２
犇
２
（狋）

狔犆
２
犇
２
（狋

熿

燀

燄

燅）
＝
－狉ｈｃｏｓ（２狋）＋２狉２ｔｃｏｓ狋

－狉ｈｓｉｎ（２狋）＋２狉２ｔｓｉｎ
［ ］

狋
（１３）

式中狋∈［０，ａｒｃｃｏｓ（狉１ｔ／狉ｈ）］。

圆弧犇２犈２ 型线方程

狓犇
２
犈
２
（狋）

狔犇
２
犈
２
（狋

熿

燀

燄

燅）
＝
狉ｈｃｏｓ狋

狉ｈｓｉｎ
［ ］

狋
（１４）

式中狋∈［－α，０］。

直线犉２犌２ 型线方程

犫＝α＋β

狓犉
２
犌
２
（狋）

狔犉
２
犌
２
（狋

熿

燀

燄

燅）
＝

狉２ｃｏｓ犫＋狋ｓｉｎ犫

－狉２ｓｉｎ犫＋狋ｃｏｓ
［ ］

犫
（１５）

式中狋∈［０，５０ｓｉｎα］。

圆弧犌２犎２ 型线方程

狓犌
２
犎
２
（狋）

狔犌
２
犎
２
（狋

熿

燀

燄

燅）
＝

狉２ｃｏｓ狋

－狉２ｓｉｎ
［ ］

狋
（１６）

式中狋∈［α＋β，π－２φ］。

当阳转子旋转θ２ 时，阴转子各段型线方程为

狓（狋，θ２）

狔（狋，θ２
［ ］）＝犕′（θ２）·

狓（狋）

狔（狋
［ ］） （１７）

式中犕′（θ２）为旋转矩阵

犕′（θ２）＝
ｃｏｓθ２ ｓｉｎθ２

－ｓｉｎθ２ ｃｏｓθ
［ ］

２

（１８）

１３　啮合点位置

由文中第１．１节和第１．２节可知阴阳转子的

各段型线方程，则可计算出啮合点的坐标

１）０≤θ１≤α，其啮合点坐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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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狓
狔
＝犕（θ１）·

狉ｗｃｏｓ（－θ１）

狉ｗｓｉｎ（－θ１
［ ］） （１９）

　　犇１犈１ 和犇２犈２ 这两段销齿圆弧只是过渡曲

线，在转角为α的时刻啮合。犆１犇１ 线段是摆线

对一个点的啮合，其所包含的容积是无效的，占

总体积很小的比例，其啮合的转角范围０～

ａｒｃｃｏｓ（狉１ｔ／狉ｈ）。

２）α≤θ１≤α＋β，其啮合点坐标为

［］狓
狔
＝犕（θ１）·

－狉２ｃｏｓ（α＋β－θ１）

－狉２ｓｉｎ（α＋β－θ１
［ ］）＋

２狉ｔｃｏｓ（－θ１）

２狉ｔｓｉｎ（－θ１
［ ］）＋

－狉ｔｓｉｎ（－θ１＋α＋β）ｓｉｎ（α＋β－２θ１）

＋狉ｔｓｉｎ（－θ１＋α＋β）ｃｏｓ（α＋β－２θ１
［ ］）

（２０）

　　３）α＋β≤θ１≤π－２φ，其啮合点坐标为

［］狓
狔
＝犕（θ１）·

狉１ｃｏｓθ１

－狉１ｓｉｎθ
［ ］

１

（２１）

　　４）π－２φ≤θ１≤π－φ，其啮合点坐标为

［］狓
狔
＝犕（θ１）·

狉１ｃｏｓ（２φ）

狉１ｓｉｎ（２φ
［ ］）＋

狉ｔｓｉｎ（θ１＋２φ）ｓｉｎφ

－狉ｔｓｉｎ（θ１＋２φ）ｃｏｓ
［ ］

φ
（２２）

　　５）π－φ≤θ１≤π，其啮合点坐标为

［］狓
狔
＝犕（θ１）·

狉ｗｃｏｓ（２θ１）＋２狉ｔｃｏｓθ１

－狉ｗｓｉｎ（２θ１）－２狉ｔｓｉｎθ
［ ］

１

＋

－狉ｔｓｉｎθ１ｓｉｎ（２θ１）

－狉ｔｓｉｎθ１ｃｏｓ（２θ１
［ ］） （２３）

　　由于阴阳转子都是π旋转形成的，故θ１＝［π，

２π］之间啮合点的坐标与θ１＝［０，π］的啮合点坐标

是一样的，故不重复计算。其啮合如图４所示。

图４　啮合图

Ｆｉｇ．４　Ｍｅｓｈｉｎｇｄｉａｇｒａｍ

２　工作容积计算

双齿气体循环泵是采用二维型线，其工作腔

容积是可以用工作腔的基元面积乘以转子的齿高

求得，故此，必须求工作腔的基元面积。由于循环

泵是周期性变化，可将工作腔分为吸气腔，压缩腔

和排气腔，其变化如图１所示，结构参数如表１

所示。

表１　结构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

参数 数值

狉ｔ／ｍｍ ５０

狉１／ｍｍ ４０

狉２／ｍｍ ６０

狉ｗ／ｍｍ ２９

狉ｈ／ｍｍ ７１

α／ｒａｄ ０．３５

φ／ｒａｄ ａｒｃｃｏｓ（０．６９）

β／ｒａｄ ａｒｃｃｏｓ（３９／５０）

　　但是计算基元面积不仅需要各段型线的方

程，还需要知道外壳的型线方程，其外壳的方程

如下：

狉ｈ≤狋≤狉ｈ＋２０

狓１

狔
［ ］
１

＝
０［］
狋

狓２

狔
［ ］
２

＝
２狉１ｔ［ ］
狋

（２４）

式中狋∈［狉ｈ，狉ｈ＋２０］。

０≤狋≤２狉１ｔ

狓３

狔
［ ］
３

＝
狋

狉ｈ＋
［ ］

２０
（２５）

式中狋∈［０，２狉１ｔ］。

π／２≤狋≤２π－犪ｃｏｓ
狉１ｔ
狉（ ）
ｈ

狓４

狔
［ ］
４

＝
狉ｈｃｏｓ狋

狉ｈｓｉｎ
［ ］

狋

狓５

狔
［ ］
５

＝
－狉ｈｃｏｓ狋＋２狉１ｔ

狉ｈｓｉｎ
［ ］

狋
（２６）

式中狋∈［π／２，２π－ａｒｃｃｏｓ（狉１ｔ／狉ｈ）］。

本文采用线积分方法求解基元面积，即将计

算基元面积的二元面积分的问题转化为一元线积

分求解，这样只要知道组成工作腔轮廓曲线的方

程，就可直接得到工作腔的基元面积。这种方法

归一性很好，可以得到任意时刻工作腔的容积，以

下以吸气腔计算为例。

根据格林公式，一个封闭区域σ的面积犛，其

０４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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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分可转化为其外轮廓线犔 的第一类线积

分［１０］，即

犛＝σ

犢

狓
－
犡

（ ）狔 ｄ犛＝∮＋犔

（犡ｄ狔＋犢ｄ狓）

（２７）

　　令犡＝狓，犢＝０ｍｍ，那么式（１９）转化为

犛＝σ
ｄ狓ｄ狔＝－∮＋犔

狓ｄ狔＝∮－犔
狓ｄ狔＝

∑
狀

犻＝１∫－犔犻

狓ｄ狔 （２８）

　　犔是封闭区域的边线，该边线可由多段曲线

组成，正好代表积分沿轮廓线顺时针积分，负号代

表逆时针积分。

如图１、图２所示转子是由多段曲线组成，随

着转角的转动，对应的共轭曲线不同。当转角

θ１＝［０，ａｒｃｃｏｓ（狉１ｔ／狉ｈ）］，如图５所示。

　　则吸气腔的基元面积为

犛＝σ
ｄ狓ｄ狔＝－∮＋犔

狓ｄ狔＝∮－犔
狓ｄ狔＝

∑
１９

犻＝１∫－犔犻

狓ｄ狔 （２９）

图５　吸气腔基元面积

Ｆｉｇ．５　Ｓｕｃｔｉｏｎｃｈａｍｂｅ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ｅａ

　　以摆线犆１犇１ 为例，由式（５）可知其方程，对

其进行全微分

ｄ狓

ｄ
［ ］
狔
＝
２狉ｈｓｉｎ（２狋－θ１）－２狉１ｔｓｉｎ（狋－θ１）

２狉ｈｃｏｓ（２狋－θ１）－２狉１ｔｃｏｓ（狋－θ１
［ ］）

（３０）

　　该段摆线的线积分为

∫－犔９

狓ｄ狔＝∫－犆１犇１

狓ｄ狔＝

∫
狋
２

狋
１

狓犆
１
犇
１
· ２狉ｈｃｏｓ（２狋－θ１）－２狉１ｔｃｏｓ（狋－θ１［ ］）ｄ狋

（３１）

式中狋１、狋２ 表示摆线犆１犇１ 两侧端点的中心角，且

狋２ 是啮合点随着转角θ１ 在变化。

同理可得其他轮廓曲线的线积分，其上下限

分别代表曲线两侧端点的位置。

从图４中可见，不管是吸气腔、压缩腔还是排

气腔，都是由多段曲线组成的，这些曲线的线积分

含义是它们与狔轴所包含的面积。故此，多段曲

线线积分之和相互抵消就只剩下封闭区域的面

积，其随转角θ１ 的变化如图６所示。

图６　基元面积随着转角的变化

Ｆｉｇ．６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ｅａ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ｏｔｏｒａｎｇｌｅ

如图６所示，在转角为０时候阴阳转子处在

图４的位置，故转角为０的基元面积代表的是吸

气腔的面积。随着阴阳转子的转动当转子处在图

５的位置时，由于存在一个封闭的无效区域，随着

１４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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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子的转动，封闭区域的打开会造成一个基元面

积的突升。当转角到达π／２，循环泵开始压缩。

此时基元面积的突降是由于吸气腔对于压缩腔多

一个吸气口相连的面积。在压缩过程中会形成一

个图５所示的封闭的无效区域，从而导致上图的

第三个突降。

３　结　论

１）讨论了双齿气体循环泵的基本结构；以多

段圆弧、摆线和直线为阴阳转子的型线，选定了适

合的坐标，通过坐标变换和包络条件等，建立了阴

阳转子的型线方程。

２）双齿气体循环泵作为燃料电池用的压缩

机时，工作腔容积随转角的变化关系是设计循环

泵的基础。本文采用了线积分的方法推导出了其

工作腔基元面积的计算方法，而且该方法还可以

运用到更复杂型线计算中去。

３）第一个和第三个基元面积的突升和突降

是由于双齿气体循环泵摆线犆１犇１ 与犆２犇２ 在啮

合时会形成一个无效的封闭区域，但对整个双齿

气体循环泵的耗功并没有什么影响，这个会在后

续文章中进一步分析。第二个基元面积突降，是

由于吸气腔相对于压缩腔多了一个与吸气口相连

的一部分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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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ｐｐｌｙｓｙｓｔｅｍ［Ｊ］．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８（１）：３２３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张毅．燃料电池车用空气压缩机的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

［Ｊ］．内燃机与配件，２０１９（２）：２０１２０２．

ＺＨＡＮＧＹｉ．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ｔｒｅ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ｕｅｌ

ｃｅｌｌｖｅｈｉｃｌｅａｉｒ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

ａｎｄ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ｉｅｓ，２０１９（２）：２０１２０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赵冬冬，华志广，梁艳．飞机燃料电池的离心空气压缩机特

性研究［Ｊ］．航空科学技术，２０１７，２８（２）：６４６８．

ＺＨＡＯＤｏｎｇｄｏｎｇ，ＨＵＡＺｈｉｇｕ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Ｙ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ａｉｒ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ｆｕｅｌ

ｃｅｌｌ［Ｊ］．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２８（２）：６４

６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小林昭七．曲线与曲面的微分几何［Ｍ］．王运达，译．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４．

［１７］　苏步青，华宣积，忻元龙．实用微分几何引论［Ｍ ］．北京：

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１５０１５１．

［１８］　彭学院，张卫星，冯健美，等．一种双齿压缩机转子型线：

ＣＮ２０１６１０００４１５２．８［Ｐ］．２０１６０６０８．

（编辑：王碧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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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民用航空对环境、能源以及运行成本等

方面的追求，迫使现代飞行器不断开展节能减阻

方面的研究，提高飞行器的推进效率，降低燃油消

耗率和环境污染。美国在亚声速固定翼飞行器及

环境可承受飞行器（ＥＲＡ）研究计划中提出，２０１５～

２０２５年犖＋１至犖＋３代民用运输飞机的耗油率

比波音７３７８００飞机分别降低３３％、５０％、６０％
［１］。

为此，多种新型布局的飞机应运而生，如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ＮＡＳＡ）单通道部分涡轮电方案
［２］、波

音公司部分涡轮电［３］、ＮＡＳＡＮ２Ａ翼身融合分布

式推进方案［４］、ＮＡＳＡ全涡轮电 Ｎ３Ｘ方案
［５］等，

或采用推进风扇吸除机体尾迹，或采用短偏距Ｓ

弯进气道同推进风扇组合，吸除机身／机翼边界

层；均采用了畸变容忍型风扇吸除边界层或尾迹

低能流体的策略，获得飞行器总体性能提升。

文献［６］对边界层吸入推进技术在分布式推

进系统上的历史发展做了详细的综述。边界层吸

入推进技术要求进气道既要吸入机体边界层低能

流体，又要通过Ｓ弯流道实现推力偏移，导致进气

道内部产生较强的不均匀气流，甚至会发生气流

分离，造成进气道总压损失增大，出口存在高强度

的总压、旋流畸变，进一步引发风扇性能恶化。大

量文献针对单独进气道和畸变网影响下的风扇／

压气机部件性能开展了研究工作［７９］，获得了多个

进气道和风扇部件的性能变化规律。随着飞行器

对生存能力、结构质量、飞行油耗等需求的增加，

进气道长度缩短，偏心距增大，在进口吸入边界层

时，风扇与进气道的耦合影响越来越不可忽视。

为了更真实地反映这种耦合影响，２００６年

Ｇｌｅｎｎ研究中心开始逐步发展相关的试验和数值

模拟技术。他们在风洞内建立了多功能的进气

道／推进系统一体化试验台（ＶＩＩＰＡＲ）
［１０］，推进高

紧凑度的进气道／风扇一体化气动布局的研究。

２００７年发展了进气道和风扇的耦合影响的快速

计算方法［１１］，２０１０年依托 ＶＩＩＰＡＲ试验平台开

展了Ｓ弯进气道与风扇的耦合影响试验
［１２］，提高

了该项试验技术的成熟度，数值计算结果表明Ｓ

弯进气道产生的畸变造成试验风扇流量降低

１．７％，压比降低３％。

边界层吸入式进气道与风扇的耦合影响在电

推进飞机的研究过程中受到额外的重视。２００３

年波音公司就对分布式翼身融合（ＢＷＢ）布局运

输机进行了研究［１３］，发现边界层吸入时可降低

５．５％净燃油消耗，但存在发动机风扇与进气道的

耦合影响问题。麻省理工学院（ＭＩＴ）
［１４］２００７年

分析了边界层吸入式推进系统的气动收益，发现

风扇内部畸变传递过程将决定边界层吸入推进技

术对飞行器燃油消耗的收益程度。

２０１２年 Ｇｌｅｎｎ研究中心
［１］在下一代亚声速

固定翼飞行器动力系统总体方案研究中发现，采

用分布式涡扇发动机吸除翼身融合飞行器的尾

迹，当进气道的总压损失控制在０．５％以内，风扇

效率降低不到１．５％，飞行器燃油消耗可降低

３％～５％。同时，弗吉尼亚大学同Ｇｌｅｎｎ研究中

心合作研究了风扇遭遇边界层吸入Ｓ弯进气道产

生总压畸变时的响应变化［１５］，发现进气道出口速

度和方向的改变导致旋流产生，攻角的不断变化

使得叶片动态响应强烈，需要发展畸变容忍型风

扇。联合技术研究中心（ＵＴＲＣ）
［１６］采用参数化

的方法对翼身融合飞行器边界层吸入式Ｓ弯进气

道进行优化研究，优化得到的短偏距、短长径比的

ＵＴＲＣＰ４进气道同风扇耦合计算，气动效率较

原型高偏距进气道ＩｎｌｅｔＡ 提高了 ４．５％ ～

５．５％，边界层吸入时效率降低不到２％；Ｇｌｅｎｎ研

究中心进一步评估了该风扇在边界层吸入时的结

构强度性能，表明畸变来流时风扇设计工况不会

产生颤振现象［１７］。

２０１５年俄亥俄州立大学同 Ｇｌｅｎｎ研究中心

进一步研究了Ｔｕｒｂｏ计算程序对于预测内外流

耦合的边界层吸入式进气道／风扇内部压力畸变

及叶片结构响应问题［１８］，数值结果表明Ｔｕｒｂｏ程

序预测的壁面静压与试验数据吻合良好，进口边

界层厚度对气动交界面（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ｐｌａｎｅ，ＡＩＰ）总压畸变的预测精度有很大影响。弗

吉尼亚大学进一步研究了飞行器边界层吸入时风

扇对旋流畸变的响应特性［１９］，试验结果表明６５％

设计转速时风扇总压比降低１．５％，风扇出口气

流角变化达到±１０°范围。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Ｇｌｅｎｎ研究中心在２．４４ｍ×

１．８３ｍ跨声速风洞上验证了边界层吸入式进气

道与畸变容忍风扇的一体化性能［２０２１］，获得了边

界层吸入后风扇进口和出口的总压、总温分布图

谱，并采用激光位移测量仪测量了风洞试验时畸

变容忍风扇叶片的强迫响应和颤振情况［２２］，进一

步评估了该风扇设计点和非设计点边界层吸入时

的强迫响应特性［２３］，数值计算同风洞试验结果吻

合较好，确保畸变容忍风扇在大部分工况运行转

速范围内具有足够的安全裕度。

国内对单个Ｓ弯进气道、风扇部件的研究文

献广泛，但对两者之间的耦合研究很少，往往采用

４４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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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压气机模型、激盘模型、体积力模型等对部件

性能进行简化，风扇／压气机部件受畸变来流的影

响研究也采用插板、畸变模拟网的形式进行模拟，

主要考核风扇／压气机部件在设定来流畸变指数

时是否产生失速或喘振现象。２０１４年哈尔滨工

业大学［２４］对某Ｓ弯进气道和风扇进行了耦合计

算，表明吸入２０％进口高度边界层时风扇效率降

低３．７７％，堵塞流量降低１．２％，也验证了进气道

与风扇之间的耦合影响的重要性。

本文以某翼身融合分布式推进飞机为研究背

景，针对边界层吸入推进技术中存在的进气道及

风扇部件的耦合影响问题，开展不同进口边界层

厚度吸入情况下方转圆进气道和风扇部件的气动

特性研究，探讨进口边界层吸入对本文进气道和

风扇部件的影响规律，分析边界层吸入对部件流

场的影响。

１　研究对象与数值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对象来源于翼身融合分布式推进飞

机［２５］（见图１），针对飞机推进系统吸入翼身边界

层存在的进气道和风扇部件的耦合影响问题开展

数值研究。为聚焦问题，减少复杂影响因素干扰，

不考虑机体及外部绕流的影响。进气道模型为小

偏距方转圆Ｓ弯结构，轴向进气，轴向出气。进口

长宽比为２．０，轴向长度与出口直径比为１．５，进

口根部与出口根部偏距为０．５倍出口直径犇。风

扇部件由ＮＡＳＡＲｏｔｏｒ６７转子叶片
［２６］改型设计

而成，通过优化叶片前缘线掠角分布实现；整流帽

罩采用椭圆形设计，并与转子根部流道匹配；缩放

原型进气道尺寸，实现与掠型转子叶片外机匣尺

寸对接。

图１　某翼身融合分布式推进飞机

Ｆｉｇ．１　Ｏｎｅｂｌｅｎｄｅｄｗ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ａｉｒｐｌａｎｅ

１２　数值计算方法

本文数值计算分别采用了定常和非定常的方

法求解雷诺平均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ＮＳ）方程组，采

用多重网格技术加速流场收敛，湍流模型选用一

方程ＳｐａｌａｒｔＡｌｌｍａｒａｓ模型。进口边界条件选取

为标准大气，壁面边界采用绝热条件，通过逐渐提

高出口背压的方式获得进气道和风扇部件的不同

工况点。定常计算时近失速工况的背压调节精度

小于１００Ｐａ，非定常计算以定常计算收敛结果为

初场，由于非定常计算耗时很长，没有严格探求失

速边界位置。

本文数值计算三维模型如图２所示，方转圆

进气道出口和风扇帽罩部分进口直接对接，帽罩

部分出口与全环风扇进口对接形成统一计算域。

进气道采用蝶形网格生成，风扇部分采用 Ｏ４Ｈ

型网格；分别在进气道进口和风扇出口设置１倍、

０．５倍直径犇 的延伸段，增强流场收敛性。单独

进气道计算时，为了更为准确地模拟进气道出口

位置流动，将全环风扇部分替换为圆柱型管道，设

置相同轴向位置为计算域出口。进气道与风扇耦

合计算时，进气道出口与风扇进口的转、静交界面

位置选取在帽罩区域，既可以实现转动域和静止

域的区分，又可以实现交界面左右网格周期性一

致，便于采用冻结转子法传递交界面气流参数，提

高稳态计算精度。

图２　进气道风扇耦合计算模型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ａｋｅａｎｄｆａｎ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进气道与风扇耦合计算之前，分别采用

Ｇｌｅｎｎ研究中心的大偏距Ｓ弯进气道
［２７］、Ｒｏｔｏｒ

６７风扇对本文数值计算方法进行计算校核；其中

进气道网格总数为３．３４×１０６，近壁面第１层网

格尺寸为２×１０－６ｍ，确保近壁面狔
＋值在２．０以

内。图３给出了大偏距Ｓ弯进气道出口截面总压

系数犆ｐ等值线分布图，计算公式如式（１）所示。

其中狆ｔ１、狆ｔ２分别表示进口、出口截面总压，狆ｓ１表

示进口平均静压。由图可知截面上部边界层厚

度、下部旋涡核心位置同试验值都吻合得较好，低

压区预测范围较文献［２８］预测结果有一定提高，

表明本文预测方法具有较高可信度。将这套网格

设置应用于本文小偏距Ｓ弯进气道时，由于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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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大偏距Ｓ弯进气道出口总压系数分布

Ｆｉｇ．３　Ｏｕｔｌｅｔ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ｏｆｆｓｅｔＳｓｈａｐｅｄｉｎｔａｋｅ

比Ｇｌｅｎｎ研究中心的大偏距Ｓ弯进气道更小，内

部网格密度会比大偏距Ｓ弯进气道更密，且进气

道偏距更小，内部气流分离更弱，ＣＦＤ预测准确

性应更高，因此不再进行本文小偏距Ｓ弯进气道

的网格无关性验证。

犆ｐ＝
狆ｔ２－狆ｓ１

狆ｔ１－狆ｓ１
（１）

　　风扇部分采用５套网格进行网格无关性验

证，网格总数分别为６．０×１０５、７．５×１０５、９．０×

１０５、９．０×１０５、１．５×１０６，通过调节近壁面网格尺

寸获得不同的近壁面狔
＋值，当近壁面第１层网格

尺寸为２×１０－６ ｍ，近壁面狔
＋值能够在２．０以

内；５套网格对应近壁面狔
＋值分别为４．０、４．０、

４．０、２．０、２．０以内，各用 Ｇｒｉｄ１、Ｇｒｉｄ２、Ｇｒｉｄ３、

Ｇｒｉｄ４、Ｇｒｉｄ５进行标识。图４给出了５套网格

图４　网格无关性校验Ｒｏｔｏｒ６７效率特性曲线

Ｆｉｇ．４　Ｇｒｉｄ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ｃｈｅｃｋｂｙｔｈｅＲｏｔｏｒ６７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ｓ

预测的风扇设计转速效率特性曲线。由图可知降

低近壁面狔
＋值有利于减小ＣＦＤ与试验值偏差，

增大网格数影响稳定边界的预测。当近壁面狔
＋

值达到２．０，单通道网格数为９．０×１０５ 时可以得

到效率和稳定裕度都较好的预测效果，特性曲线

变化趋势也同试验值保持一致，说明本文采用的

数值计算方法可以较好地预测Ｒｏｔｏｒ６７风扇性

能，数值校验结果同文献［２９３０］校验结果也基本

一致。本文掠型风扇相较于Ｒｏｔｏｒ６７风扇仅改

变了前缘掠角分布，叶型、轮毂和机匣型线均未改

变，保持了同 Ｒｏｔｏｒ６７风扇的几何相似性。因

此，采用Ｇｒｉｄ４网格的拓扑结构进行掠型风扇的

网格生成。

定常和非定常计算均以上述校验网格生成方

案进行新的小偏距Ｓ弯进气道和掠型风扇的网格

生成，帽罩部分网格数为２．２×１０６，总网格数约

为２．５３４×１０７。本文进气道和风扇的耦合计算

仅有一个转静交界面，选用ＤｏｍａｉｎＳｃａｌｉｎｇ方法

即可启动全环非定常计算。非定常计算以定常计

算结果作为迭代初场，计算时单个叶片通道设置

为１７个计算时间步，全环一周共计３７４个时间

步，总计算时间不少于２０个全环时间周期，在本

文计算工况中均可获得残差、流量、压比、效率周

期性波动的瞬态计算结果。采用Ｉｎｔｅｌ６１４８Ｇｏｌｄ

处理器并行３６个核心，单个非定常计算工况点需

要时间约为１４ｄ。

１３　进口边界层构造方法

边界层吸入式进气道吸除飞机机翼或机体低

能边界层流体，由于发动机处于机身靠后位置，此

处流动以湍流边界层为主，详细的边界层分布需

要进气道耦合机身及外流场才能准确获得。本文

已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简化，进口边界层也作简化

处理，选择光滑平板１／７次幂湍流速度边界层进

行构造。假定进口区域总温保持恒定，通过在进

口位置积分速度分布（犞（狓，狔））、密度分布（ρ（狓，

狔））和面积（犃）计算质量流量（见式（２））；在给定

目标质量流量犿
·
时，迭代计算出边界层速度分

布，进而获得进口的总压分布。标准大气条件下

本文掠型风扇设计点质量流量为３３．２５ｋｇ／ｓ，据

此可获得不同进口边界层厚度的总压分布，如图

５所示，图中犎ｍａｘ表示进气道进口高度。选取进

口无边界层、１０％高度、２０％高度进口边界层进行

边界层吸入时的进气道和风扇的耦合流场计算和

分析，获得进口速度边界层厚度比例分别为

０．３％、９．９９％、１９．６％，位移厚度比例分别为

０．０２９％、１．２％、２．６％，表明本文进口边界层构造

方法可行。

犿
·
＝∫犃
ρ（狓，狔）×犞（狓，狔）ｄ犃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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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边界层吸入高度的进口总压分布

Ｆｉｇ．５　Ｉｎｌｅｔ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ｉｎｇｅｓｔｉｎｇｈｅｉｇｈｔｌｅｖｅｌｓ

２　计算结果与分析

２１　总体气动性能

进气道和风扇耦合计算的总体性能包含整个

计算域，通过统计计算域进口和出口气流平均参

数获得不同进口边界层厚度吸入时进气道和风扇

总体的绝热效率、总压比随流量变化的特性曲线，

质量流量经单个风扇均匀进气时堵塞流量无量纲

图６　进气道和风扇效率特性曲线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ａｋ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ｔｈｅｆａｎ

处理以后如图６、图７所示，图例中ＢＬ１０％表示

进气道进口吸入１０％高度进口边界层。

由图６、图７可知，不同高度进口边界层吸入

时，定常计算和非定常计算的总体性能参数在堵

塞工况和近失速工况差异较小，在峰值效率点附

近差异最大。相较于单个风扇均匀进气时的堵塞

流量，带进气道无边界层吸入（ＢＬ０）、吸入１０％

高度进口边界层（ＢＬ１０％）、吸入２０％高度进口

边界层（ＢＬ２０％）时堵塞流量分别降低１％、

图７　进气道和风扇总压比特性曲线

Ｆｉｇ．７　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ａｔｉｏ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

ｔｈｅｉｎｔａｋ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ｔｈｅｆａｎ

１．３％和１．８％。由非定常计算结果可知，进口不

同高度边界层吸入对特性曲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堵塞工况至近峰值效率区域；对峰值效率点至近

失速区域工况特性参数差异并不突出，该段特性

线非定常计算结果更接近于无进口边界层吸入时

的定常计算结果。由此可推测，采用合适的进气

道设计方案可以将进口边界层低能流体的影响减

小至最低，甚至消除。对比定常和非定常计算结

果可知，进口边界层越厚，定常计算结果偏离非定

常计算结果的差异就越大，这主要在于非定常计

算消除了数值计算时转动域与静止域交界面之间

数据传递的误差，确保畸变流场向下游传播过程

中气流参数信息的准确传递。本文进气道和风扇

耦合计算算例，近峰值效率点定常计算效率差异

最大达到１．６％，总压比差异达到２．８％。

２２　进气道特性及流场分析

方转圆边界层吸入式进气道存在型面曲率变

化、Ｓ弯流道渐变、面积收缩、低能边界层流体吸

入等问题，需要准确评定进气道出口的总压恢复

系数和畸变指数，获得进气道的气动特性。选择

进气道出口为ＡＩＰ气动界面，并对畸变指数的定

义，将进气道出口均分为６个等面积环面，取非机

匣壁面的５条环线上总压数据进行周向总压畸变

指数计算（参见式（３）），其中狆ｔ，ａｖｇ表示周向平均

总压，狆ｔｌ，ａｖｇ表示周向低压区平均总压，犇ｐ 表示稳

态周向畸变指数。由于文献［３１］指明稳态径向畸

变指数对发动机稳定性影响很小，本文不再对此

进行统计分析。进气道流量按流量相似参数换算

至标准大气状态的换算流量。

犇ｐ＝ ∑
５

犻＝１

１－
狆ｔｌ，ａｖｇ，犻

狆ｔ，ａｖｇ，（ ）［ ］
犻

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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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８、图９分别给出了单独进气道计算和进

气道与风扇耦合定常计算时，进气道总压恢复系

数和周向总压畸变指数随换算流量的变化图，其

中狆ｔ２／狆ｔ１表示进气道总压恢复系数，ｉｎｔａｋｅ表示

单独进气道计算，ｉｎｔａｋｅ＋ｆａｎ表示进气道和风扇

耦合计算。由图可知，本方转圆进气道总压恢复

系数较高，进口边界层高度对总压恢复系数的影

响较小，总压恢复系数随换算流量变化均呈近似

线性分布趋势。单独进气道计算的总压恢复系数

较下游有风扇抽吸时要低，可见风扇对进气道存

在影响关系。进气道出口周向总压畸变指数结果

表明，单独进气道计算时周向总压畸变指数随换

算流量变化呈线性关系；下游存在风扇抽吸时，进

气道出口周向总压畸变指数比单独进气道计算时

要低，且畸变指数随换算流量的变化趋势也不再

为近似线性关系，在风扇峰值效率点（见图９中犃

图８　进气道总压恢复系数随换算流量变化

Ｆｉｇ．８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ａｋｅ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ｗｉｔｈ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ｍａｓｓｆｌｏｗ

图９　稳态周向畸变指数随换算流量变化

Ｆｉｇ．９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ｗｉｔｈ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ｍａｓｓｆｌｏｗ

点至堵塞工况点（见图９中犅点）之间周向畸变

指数增加趋势更强，该现象在高进口边界层厚度

时更为明显。图９也进一步表明，风扇稳定工作

流量范围内，本文进气道自身产生的稳态周向总

压畸变指数在０．６％～０．８％范围，１０％高度进口

边界层吸入时畸变指数达到１．４％～１．７％，２０％

高度进口边界层吸入时畸变指数达到２．２％～

２．５％，进口边界层高度的增加会增大进气道出口

的稳态周向畸变指数，进一步评定需要结合风扇

性能进行分析。

为了说明总压不均匀区在进气道内的发展，

图１０给出了非定常计算１０％高度进口边界层吸

入时，峰值效率点进气道沿流向不同截面总压比

（狆ｔ／狆ｔ１，其中狆ｔ表示流场中任意位置的总压）等

值线分布图。由图可知，进气道出口沿圆周存在

２个高压区、２个低压区；低总压亏损区集中于进

气道的上部和下部区域，下部区域由于Ｓ弯型面

变化更为剧烈，总压亏损也更为严重；高压区集中

于进气道两侧，边界层由进口开始发展，由于流道

不断收缩，流速增长，边界层增长相对缓慢，总压

亏损小。可以预见，当气流进入风扇，转子叶片将

周期性经历不同的总压亏损区域，影响区域也主

要集中于叶片尖部。

图１０　风扇峰值效率点时进气道沿流向总压比等值

线图（ＢＬ１０％）

Ｆｉｇ．１０　Ｉｎｔａｋｅ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ａｔｉｏ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ｉｎｔｈｅｆｌｏｗ

ｓｔｒｅａｍ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ＢＬ１０％）

图１１给出了非定常计算不同进口边界层吸

入时，峰值效率点进气道出口截面总压比（狆ｔ／

狆ｔ１）等值线分布图。由图可知，进口边界层厚度

增加对本文进气道出口底部低压区范围扩大的影

响极其有限，虽然周向总压畸变指数增加明显，但

仍然在风扇可承受范围以内，进一步印证了进气

道和风扇非定常计算总体特性对进口吸入边界层

高度增加影响不明显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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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不同进口边界层吸入高度时进气道出口总压比

等值线分布图

Ｆｉｇ．１１　Ｉｎｔａｋｅｏｕｔｌｅｔ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ａｔｉｏ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ｌｅ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ｈｅｉｇｈｔｌｅｖｅｌｓ

２３　风扇特性及流场分析

针对本文非定常计算工况，提取转静交界面

和风扇计算域出口气动参数进行风扇部分的绝热

效率、总压比和流量参数的统计，获得不同进口边

界层厚度吸入时风扇部件的效率、总压比随流量

变化的特性曲线；进口选取为进气道进口时表示

包含进气道和风扇两个部件，标记为ｉｎｔａｋｅ＋

ｆａｎ；进口选取为转、静交界面时标记为ｆａｎ，表示

耦合计算时单个风扇。为便于对比分析，引入均

匀进气时单个风扇部件的定常计算效率和压比特

性曲线，表示为ｃｌｅａｎｆｌｏｗ；质量流量经单个风扇

均匀进气时堵塞流量无量纲处理以后获得的特性

曲线如图１２、图１３所示。

由图１２、图１３可知，进口边界层吸入及方转

圆进气道产生的出口畸变流动，导致全特性范围

内风扇部件效率低于均匀来流时性能，其中堵塞

工况降低最大，近失速区域降低最少，峰值效率点

降低达１．８％，近失速工况降低达１．０％。总压比

降低趋势同效率变化趋势一致，但由于进气道总

压恢复系数较高，出口周向总压畸变指数也较低，

畸变来流对风扇总压比影响较小，主要差别还在

于流量降低。由图也可得到，虽然进气道进口边

界层厚度比例已经增大至２０％，但由于进口边界

层增厚对进气道出口总压流场影响不大，对单个

风扇部件的效率和压比特性均影响不大，吸入不

同高度进口边界层导致的峰值效率点效率差异在

０．５％以内。对比边界层吸入时单个风扇（ｆａｎ）和

进气道耦合风扇（ｉｎｔａｋｅ＋ｆａｎ）的效率、总压比特

性曲线可知，进气道内部产生的气流损失导致部

件效率降低约１％～２％，总压比降低约０．０１，进

图１２　效率特性曲线

Ｆｉｇ．１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ｓ

图１３　总压比特性曲线

Ｆｉｇ．１３　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ａｔｉｏ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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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道及边界层吸入对气动效率影响较大，对总压

比影响较小，其中堵塞工况降低最大，小流量工况

降低最小，与进气道的总压恢复系数随流量变化

趋势一致。

分别在距离转子叶片前缘０．５倍、尾缘约１

倍弦长的位置截取风扇进、出口截面，提取总压、

速度参数进行不同叶展位置的气动参数分析，图

１４、图１５给出了峰值效率点风扇进、出口截面

图１４　风扇进口气动参数沿周向分布

Ｆｉｇ．１４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

ｔｈｅｆａｎａｔｔｈｅｉｎｌｅｔｓｔａｔｉｏｎ

图１５　风扇出口气动参数沿周向分布

Ｆｉｇ．１５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

ｔｈｅｆａｎａｔｔｈｅｏｕｔｌｅｔｓｔａｔｉｏｎ

１０％、９０％叶展无量纲总压比、流量系数、气流角

沿圆周分布情况。其中θ表示圆周周向角度，总

压比采用标准大气压力狆０ 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流

量系数定义为轴向速度犞狕 与最大圆周速度犝 之

比，下标１表示进口，下标２表示出口；进口气流

角β１ 为相对气流角，出口气流角α２ 为绝对气流

角。由图可知，受进气道出口畸变流场的影响，位

于帽罩部分的进口截面在圆周９０°、２７０°附近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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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总压、流量系数和气流角的突变，随着进口边

界层增厚，气流参数畸变区范围没有明显增大，畸

变区强度有所提高，同进气道出口周向总压畸变

强度增强吻合。进气道吸入２０％高度边界层时，

风扇进口１０％叶展区域受畸变来流影响较小，气

流参数变化并不突出；９０％叶展畸变区流量系数

由０．４降低至０．３，相对气流角由６６°增大至７０°。

对亚声速风扇而言，由于叶尖马赫数较高、前缘半

径小，可用攻角范围较窄，气流攻角增大４°势必

会导致尖部流场急剧恶化；对于跨声速风扇，尖部

区域相对马赫数大于１．０，尖部流场处于“唯一攻

角”状态，在风扇可承受畸变范围内，圆周方向气

流角突变影响会由于“唯一攻角”现象而被削弱，

从而提高了对气流畸变的抵抗能力。图１６给出

了进气道进口吸入２０％高度边界层时风扇峰值

效率点９０％叶展的相对马赫数（犕犪ｗ）云图，进一

步表明了处于畸变区的叶尖流场未产生低速堵塞

或气流分离现象。

图１６　风扇峰值效率点９０％叶展相对马赫数云图分布

（ＢＬ２０％）

Ｆｉｇ．１６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Ｍａｃｈｎｕｍｂｅｒ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ａｔ９０％ｓｐａｎ

ｏｎｔｈｅｆａｎｓ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ＢＬ２０％）

经过风扇的增压作用，出口总压比、流量系

数、绝对气流角沿圆周方向分布的不均匀性已经

得到了较大改善，低压、低轴向速度、高气流角畸

变区域得到了削弱，气动参数的不均匀性主要表

现为叶片通道栅距间的不均匀。图１７进一步给

出了吸入２０％高度边界层时风扇峰值效率点的

出口绝对马赫数（犕犪ａｂｓ）、总压比（狆ｔ／狆０）云图。

由图可知出口绝对马赫数沿圆周不均匀性已经得

到极大改善，总压比还存在一定的周向不均匀性，

主要集中于近轮毂区域。相较于进口气流参数畸

变情况，出口气流参数沿圆周分布更加均匀，气流

畸变得到了有效抑制。由此可知跨声速风扇对于

图１７　风扇峰值效率点出口绝对马赫数、总压比云图

（ＢＬ２０％）

Ｆｉｇ．１７　Ｏｕｔｌｅｔ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Ｍａｃｈｎｕｍｂｅｒ，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ａｔｉｏｃｏｕｎｔ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ｆａｎｓ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ＢＬ２０％）

总压畸变向下游传递具有抑制作用，该作用会降

低下游静子对上游气流参数的匹配设计难度，有

利于获得更高效的压气机气动设计方案。

３　结　论

１）本文方转圆小偏距Ｓ弯进气道自身产生

稳态周向总压畸变指数在０．８％以内；随着边界

层吸入厚度增加，出口稳态周向总压畸变指数增

大；当进口吸入２０％高度边界层时，稳态周向总

压畸变指数达到２．５％。

２）定常与非定常计算进气道和风扇部件流

场获得的绝热效率、总压比特性曲线差异明显，随

着进口吸入边界层厚度增加，差异越大。非定常

计算结果表明进口吸入２０％高度边界层以内，进

气道出口低压区范围变化不大，吸入的边界层低

能流体导致进气道和风扇部件质量流量降低在

１．８％以内，对总压比和效率影响有限。

３）单风扇部件和进气道、风扇部件的效率、

压比特性曲线表明，本文进气道及进口边界层厚

度增加对效率影响较大，对总压比影响较小；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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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均匀畸变来流导致风扇峰值效率点至近失速点

的气动效率降低１．０％～１．８％，进气道自身损失

导致部件效率降低１．０％～２．０％。

４）随着进气道进口吸入边界层增厚，风扇进

口畸变区总压亏损增加，流量系数降低，相对气流

角增大；经风扇增压作用以后，出口截面气动参数

周向畸变得到有效抑制，便于下游静子的匹配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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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叶尖定时的航空发动机涡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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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基于叶尖定时的非接触振动测试系统应用于涡轮转子叶片的技术瓶颈，突破高温传感器

结构设计、安装以及冷却等技术难点，通过设置系统触发信号保持时间，解决 Ｈ型涡轮转子叶片对叶尖定时

信号的二次触发问题，并给出核心机状态下转速基准实现方法。将非接触振动测量技术成功应用在某型涡扇

发动机高压涡轮转子叶片振动监测中，有效获取涡轮转子叶片共振时的振动频率和幅值，并与应变计测量叶

根动应变结果进行比对。结果显示：基于叶尖定时的非接触振动测试系统和接触式动应力测试系统均可监测

涡轮转子叶片振动，成功辨识转子叶片８２００ｒ／ｍｉｎ时的１２阶激励阶次激发的一弯振动模态，两种分析方法识

别共振频率相对误差在４％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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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航空发动机研制技术的进步和服役性能

的提高，其“三高”（高温、高转速、高推质比）问题

突显。涡轮前温度的不断提升，涡轮转子叶片的

高负荷导致涡轮转子叶片疲劳断裂故障时有发

生。与压气机／风扇转子叶片振动测量不同，涡轮

转子叶片极端的服役环境对试验中各种状态参数

的测量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如何全周

期测量涡轮转子叶片振动，深度提取叶片高周疲

劳特性已经成为发动机结构可靠性中的“卡脖子”

问题。突破传统的接触式高温应变测试技术，研

究耐高温的涡轮转子叶片振动测量方法，已经成

为航空发动机研制过程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传统的涡轮转子叶片振动测量是采用接触式

应变计的方式，即采用高温喷涂的方式，将应变计

安装在涡轮转子叶片上，实现叶片危险点动应力

测试，是获取叶片动应力最直接的方法，具有测试

技术相对成熟，测试精度较高等优点。然而，应变

计方法受限于传输装置滑环引电器或者遥测系统

的通道限制，使得应变计测试方法只能测试有限

叶片的有限位置应变。此外，应变计及涂层、测试

引线带来的附加质量会改变叶片的振动特性，安

装滑引电器或者遥测等装置造成发动机改装困难

且周期较长，且经历一次试验后，高温高转速恶劣

环境导致应变计存活率较低，有效工作时间大多

在１０～２０ｈ，故无法实现全周期、在线测量涡轮转

子叶片振动特性。当前，旋转叶片非接触式振动

测量技术即叶尖定时技术，已经成为现代航空发

动机测试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该方法只需在发

动机测试转子对应机匣上开孔，通过安装在机匣

上的几支叶尖定时传感器就可以测量整级所有转

子叶片振动。该方法无需对叶片和转子结构进行

任何处理，改装周期短，对流道内的流动特性影响

小，测量精度高。安装在机匣上的传感器如不超

温，可以长期使用，能够实现全周期、在线监测叶

片振动的目标，是一种比较理想的航空发动机整

机转子叶片在线监测手段［１３］。然而，叶尖定时传

感器抗油污能力较差，真实发动机转速基准实现

困难等问题导致该技术在国内应用成熟度不高，

要想完全替代应变片测试方法，还有多项关键技

术需要突破。

公开资料显示，美国普惠公司（２００２年）在阿

诺德工程发展 中心 （ＡＥＤＣ）Ｊ１ 试车台 开展

ＸＴＣ６７／１核心机试验时，利用第４代ＮＳＭＳ（ｎｏｎ

ｉｎｔｒｕ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取代应变

计以监测压气机叶片的动应力［４］。英国罗罗公

司和ＥＭＴＤ公司已经将叶尖定时技术形成成熟

的商业产品，并通过大量的试验探索叶尖定时非

接触式测量技术在叶片振动测试中的应用，其

５００余次台架、试车以及实验室振动试验结果表

明，罗罗公司研发的叶尖定时系统与应变计具有

很好的一致性［５］。德国 ＭＴＵ（ＭｏｔｏｒｅｎｕｎｄＴｕｒ

ｂｉｎｅｎＵｎｉｏ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ｓｈａｆｅｎ ＧｍｂＨ）研 究 人 员

（２００５年）基于自主研发的ＢＳＳＭ（ｂｅｒüｈｒｕｎｇｓｌｏｓｅ

ｓｃｈａｕｆｅｌｓｃｈｗｉｎｇｕｎｇｓｍｅｓｓｕｎｇ）叶尖定时系统，在

颤振工况下通过监测一扭模态振动的最大动应

力，实现了高周疲劳裂纹识别并实现了高阶模态

振动导致的高周裂纹监测与分析［６］。

基于叶尖定时（ｂｌａｄｅｔｉｐｔｉｍｉｎｇ，ＢＴＴ）的非

接触振动测试系统已经成功应用于我国压气机／

风扇／模拟转子叶片振动测试，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燃气涡轮

研究院先后将该技术应用于型号发动机整机／压

气机／风扇试验件的冷端转子叶片振动测试中，获

取了转子叶片振动特性，排除了发动机压气机转

子叶片裂纹故障［７１０］。天津大学段发阶教授团队

提出了多种叶尖定时技术的叶片同步和异步振动

分析方法，并研制了基于叶尖定时的非接触振动

测试硬件系统［１１１４］。北京化工大学王维民教授团

队在涡轮机叶片同步振动参数辨识方法方面开展

诸多研究，进行了大量的叶片建模仿真计算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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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试验验证［１５１７］。国防科技大学的杨拥民教授

团队将叶尖定时技术应用于裂纹叶片振动特性研

究中，针对不同位置不同深度裂纹的进行仿真和

试验分析［１８］。然而，国内各大研究所和高校尚鲜

开展叶尖定时技术应用在涡轮转子叶片振动测试

的相关研究。

叶尖定时技术应用于发动机涡轮转子叶片振

动测试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１）大型涡扇发动机涡轮部位的工作温度高

达１２００℃，普遍采用的无冷却光纤式叶尖定时传

感器工作范围不超过６５０℃，如何克服叶尖定时

传感器在发动机运转过程中的冷却问题，进行传

感器冷却方案设计和实施，是叶片定时脉冲信号

成功获取的关键。

２）与冷端风扇／压气机叶片不同，大型涡扇

发动机涡轮转子叶片叶尖端面形状大都为 Ｈ型，

型面具有凹槽，产生独特“双峰”现象，会对传感器

的输出信号产生影响，如何消除凹槽对传感器输出

信号的影响是获取叶片定时信息的另一关键问题。

３）大型涡扇发动机结构复杂，如何在发动机

或者核心机状态下，实现高压转子的一转一个脉

冲的转速基准测量，是进行叶端定时测量测量的

前提。

４）涡轮转子叶片短而厚，叶尖振幅相对压气

机／风扇转子叶片相对较小，从叶尖定时信号中准

确提取叶片关键振动信息相对较为困难。

本文通过研究基于叶尖定时的涡轮转子叶

片振动非接触式测量基本原理和数据分析方

法，设计具有特定结构形式的涡轮转子叶片光

纤传感器、研究传感器冷却路径实现方法、开展

Ｈ型叶片叶尖定时信号获取方法研究，研究核

心机状态下的转速基准测量方法，将非接触振

动测试系统应用在某型号涡扇发动机核心机涡

轮转子叶片振动测试中，并与应变计测量结果

进行对比分析，验证非接触振动测试系统应用

于涡轮转子叶片振动测试的可行性，为非接触

振动测试系统应用于发动机高温高转速下的涡

轮转子叶片振动特性获取和全周期振动监测提

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１　转子叶片振动非接触式测量原理

１１　基本工作原理

基于叶尖定时的非接触转子叶片振动测量系

统基本原理见图１，叶尖定时传感器沿周向安装

在旋转叶片对应机匣上，利用传感器感受旋转叶

片通过时所产生的脉冲信号。如果叶片不发生振

动，根据每个叶片在转子上的周向位置和转子的

旋转速度可以精确计算出叶片到达传感器的时

间。而实际工作中，叶片由于振动导致端部相对

于转动方向将会向前或向后偏移，使得到达传感

器的实际时间与假设叶片不振动时到达传感器的

时间不相等，即脉冲到达时间发生改变，从而产生

一个时间差Δ狋（如图１所示，１号叶片的时间差为

Δ狋１，２号叶片的时间差为Δ狋２，３号叶片的时间差

为Δ狋３，４号叶片的时间差为Δ狋４，依次类推），对该

时间差信号序列｛Δ狋｝进行分析处理，即可得到叶

片振动位移的信息，进一步可计算出叶片振动的

振幅和频率。同时，借助转速基准同步信号，可以

对每一片旋转叶片的振动进行分析［１９２２］。

图１　非接触振动测量系统工作原理

Ｆｉｇ．１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ｎｏｎｃｏｎｔａｃｔ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基于叶尖定时的非接触振动测量系统实现转

子叶片应力测试的基本流程如图２所示。通过叶

尖定时技术实现叶尖位移测试，提取转子叶片关

键振动参数如振动频率、幅值和相位等。借助转

子叶片有限元获得转子叶片关键点动应变／应力，

进而对叶片高周疲劳寿命预测与健康监测［２３２４］。

图２　叶尖定时原理实现叶片应力测试的基本流程

Ｆｉｇ．２　Ｂａｓｉｃ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ｏｆｂｌａｄｅｔｉｐｔｉｍ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ｂｌａｄｅｓｔ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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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叶尖定时传感器

为了满足旋转叶片不同工作环境，叶尖定时

传感器主要有电涡流式、电容式以及光纤式［１１］。

电涡流传感器的基本原理是转子叶片经过

电涡流探头前端时，传感器内部的磁场会产生

电涡流效应，产生脉冲信号。电容式传感器的

基本原理是感应传感器内部芯级与转子叶片

叶尖到达时作用形成脉冲信号，从而计算叶片

到达时刻。光纤式叶尖定时传感器是将激光

投射到叶尖和轮缘，通过感受叶尖和轮缘反射

回来的光强信号变化来获取叶片的到达时刻。

非接触振动测试中多采用光纤式叶尖定时传

感器，典型涡轮端光纤式传感器如图３所示，

该传感器由发射端，接收端、冷却管以及热电

偶组成。

３种传感器主要参数对比如表１所示。电

涡流传感器受叶片材料的影响较大，对叶尖端

面厚度有一定要求，其输出信号随着叶尖形状、

安装状态和环境温度等变化，精度较低，无法使

用在１０００℃以上的高温状态。电容传感器动态

性能好、功率小、测试叶尖间隙效果较好，冷却

状态下，测试环境可达１４００℃，但应用在叶尖振

幅测试上，测试精度较低。与电涡流、电容等叶

尖定时传感器相比，光纤传感器测试精度最高，

冷却条件下，最高可耐温１２００℃，满足本次试验

要求。

图３　涡轮端光纤式传感器实图

Ｆｉｇ．３　Ｐｈｏｔｏ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ｅｎｓｏｒｆｏｒｔｕｒｂｉｎｅ

表１　常用叶尖定时传感器参数比照

犜犪犫犾犲１　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狊犲狏犲狉犪犾犫犾犪犱犲

狋犻狆狋犻犿犻狀犵狊犲狀狅狉狊

ＢＴＴ

传感器

最大测试

距离／ｍｍ

响应

时间／μｓ

最大分析

频率／ｋＨｚ
耐温／℃

光纤式 １０ ０．０１ １０００００ 冷却１２００

电涡流式 １５ １０ １００ 冷却８００

电容型式 ２ ３ ３３３ 冷却１４００

２　涡轮转子叶片振动测试方案

２１　试验用涡轮端光纤式传感器设计

根据某涡扇发动机核心机涡轮部位叶尖定时

传感器安装条件，设计本次试验专用耐高温光纤

传感器，传感器探头尺寸如图４所示。本次试验

用涡轮端传感器总长为１．８ｍ，分为头部、连接中

部和尾部。传感器头部安装在涡轮转子叶片对应

机匣上，头部内嵌热电偶，实时监测传感器工作环

境温度。传感器发射、接收光纤以及冷却管在连

接中部位置引出，最后传感器尾部接头与设备冷

却系统的冷却管接头连接，传感器具体结构见实

物图如图５和图６所示。

图４　传感器头部尺寸（单位：ｍｍ）

Ｆｉｇ．４　Ｈｅａｄｓｉｚｅｏｆｓｅｎｓｏｒ（ｕｎｉｔ：ｍｍ）

图５　涡轮端光纤传感器头部和连接中部实图

Ｆｉｇ．５　Ｈｅａｄａｎｄｍｉｄｄｌｅｐａｒｔｓ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ｅｎｓｏｒ

ｆｏｒｔｕｒｂｉｎｅ

２２　涡轮端传感器冷却方案设计

无冷却条件下，叶尖定时传感器用的蓝宝石

光纤最高耐温为６５０℃。如果将之应用于工作温

度９００～１２００℃涡轮叶片的振动非接触测量中，

需要对其进行冷却、降温处理。

传感器的冷却，通常采用水冷或气冷。由于

发动机涡轮转子对应机匣较薄且轴向尺寸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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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涡轮端光纤传感器尾部实图

Ｆｉｇ．６　Ｔａｉｌｐａｒｔ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ｅｎｓｏｒｆｏｒｔｕｒｂｉｎｅ

不易进行水冷设计，加之采用水冷的方式极易泄

露，导致危险事故。因此，本试验耐高温叶尖定时

传感器采用气冷的方式，以下两种方法同时进行：

一是外部气冷，即通过外部气源提供常温气体，对

传感器进行冷却。气源额定压力为２．３ＭＰａ，大

于发动机最大工况时涡轮位置气流的总压，所以

气体能够通过冷却管冷却传感器头部直接喷入发

动机流道内。二是将传感器固定位置设计在发动

机压气机出口引入的二股流中，二股流最大工况

下的温度为４５０℃，能够对传感器进一步冷却。

具体如图７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传感器头部置

于二股流中，传感器冷却管通过焊接球头和螺母

与设备引出的带螺杆的管子连接，通过球头挤压

固定，实现传感器的外部冷却。

图７　传感器冷却系统示意图（单位：ｍｍ）

Ｆｉｇ．７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ｏ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

ｔｈｅｓｅｎｓｏｒ（ｕｎｉｔ：ｍｍ）

２３　犎型叶片信号获取方法

当前，先进的涡扇发动机高压涡轮转子结构

大多采用榫连接结构，转子叶片多为 Ｈ型异型结

构，叶片叶尖中部具有凹槽，如图８所示。根据叶

尖定时测量原理，叶片叶尖中部具有凹槽可能会

对光纤传感器的输出波形有影响，即传感器打在

凹槽时，输出电压将会降低，有可能导致一片叶片

到达时，系统同时触发两次，产生独特“双峰”现象

（如图９），从而无法正常计算叶片振动。

实际核心机盘车时，叶尖定时脉冲信号状态

如图９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Ｈ型叶片凹槽确

实对光纤传感器的输出电压产生影响。传感器打

在叶尖时，输出电压为系统满量程电压为７．５Ｖ，

打在凹槽位置时，输出电压为１．５Ｖ，打在轮缘位

置时，输出电压仅为０．５Ｖ左右。此时，虽然将触

发电压设置范围为０．５～１．５Ｖ，可以实现一个叶

片到达时触发一次。但随着转速升高，叶尖间隙

变化等原因可能导致传感器的输出电压产生大幅

值变化，此时触发电压范围太小，对叶尖定时获取

影响较大，极易导致高转速下传感器无法获取叶

尖定时信号。核心机转速为１１７５１ｒ／ｍｉｎ时，叶

尖定时信号如图１０所示，传感器打在叶尖时，输

图８　涡轮端 Ｈ型叶片示意图

Ｆｉｇ．８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Ｈ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

ｔｕｒｂｉｎｅｂｌａｄｅｓ

图９　盘车状态时叶尖定时脉冲信号

Ｆｉｇ．９　Ｂｌａｄｅｔｉｐｔｉｍｉｎｇｖｏｌｔａｇｅｐｕｌｓｅｓｉｇｎａｌａｔ

ｍａｎｕ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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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转速为１１７５１ｒ／ｍｉｎ时的叶尖定时脉冲信号

Ｆｉｇ．１０　Ｂｌａｄｅｔｉｐｔｉｍｉｎｇｐｌｕｓｅｓｉｇｎａｌａｔｔｈｅ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ｏｆ１１７５１ｒ／ｍｉｎ

出电压最小为４．５Ｖ，打在凹槽位置时，输出电压

为２．０Ｖ 左右，打在轮缘位置时，输出电压为

１．５Ｖ左右，且伴有辐射干扰。此时，基本无法通

过设置合理的触发电压实现一个叶片到达时系统

触发一次。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研究叶尖定时信号辨识

保持时间狋ｈｏｌｄ、叶尖凹槽保持时间狋ｒ、相邻叶片到

达时刻狋ｂｂ之间的关系，使其满足狋ｒ＜狋ｈｏｌｄ＜狋ｂｂ，即

叶尖定时信号辨识保持时间大于叶尖凹槽保持时

间，小于相邻叶片到达时间，以保证不漏掉叶片的

情况下，每个叶片到达系统只触发一次，原理见图

１１所示。

图１１　 叶尖定时信号辨识保持时间设置原理

Ｆｉｇ．１１　Ｓｅｔｔ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ｈｏｌｄｔｉｍｅｏｆｂｌａｄｅ

ｔｉｐｔｉｍｉｎｇｓｉｇｎａｌ

２４　转速基准实现方法

基于叶尖定时的非接触叶片振动测量系统是

利用安装机匣上的传感器测试所有叶片旋转脉冲

信号并转化成到达时间，借助转速同步传感器进

行叶片振动测试。转速同步信号（ｏｎｃｅｐｅｒｒ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ＯＰＲ）即一转一个脉冲的转速同步基准，

是叶片振动与分析的重要环节，若转速同步传感

器失效，整个系统将无法工作。转速基准获取通

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利用磁电式转速传感器，在

转轴上开键槽的方式实现；另一种是利用光纤传

感器通过感应转轴上材料反光强度的变化来获取

转速基准。由于核心机本身结构复杂，光纤传感

器安装较为困难，引线过程中传感器极易损坏。

本试验采用在转轴末端设计并安装一个声轮（圆

环），用于与转轴连接。转子旋转过程中，通过磁

电式传感器感声轮上的凹槽与其他位置到达时输

出电压的不同来实现转速获取。

２５　应变粘贴位置

为了对比分析叶片振动情况，试验过程中，在

涡轮叶片上喷涂高温应变计的方式对叶片动应力

进行测试，采用滑环引电器传输转动信号。本次

的贴片区域贴片位置为叶根相应部位，位置示意

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２　应变计粘贴位置

Ｆｉｇ．１２　Ｐａｓｔ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ａｉｎｇａｇｅ

３　试验结果分析与讨论

试验过程中，核心机先开车到慢车转速

（７８００ｒ／ｍｉｎ），然后，以２５（ｒ／ｍｉｎ）／ｓ的加速度直

接上升至最高转速１３２００ｒ／ｍｉｎ，停留３ｍｉｎ之后

降速停车。试验过程中，利用基于叶尖定时的非

接触振动测试系统测试涡轮转子叶片振动，非接

触光纤传感器信号较好。利用 ＯＲＯＳＳＡＳＵ 公

司动态测试系统测试涡轮转子叶片动应力，共计

１２片叶片应变计信号正常。

３１　叶尖定时测试结果

试验过程中，基于叶尖定时的非接触振动测

试系统监测所有叶片在８１００ｒ／ｍｉｎ左右发生共

振。图１３和图１４分别为单自由度（ｓｉｎｇｌｅ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ＳＤＯＦ）和周向傅里叶算法（ｃｉｒｃｕｍ

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Ｆｏｕｒｉｅｒｆｉｔ，ＣＦＦ）分析第２０号叶片振动

结果。两种方法具体原理可参考［１０］。所有叶片

共振幅值、共振转速和共振频率结果如图１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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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单自由度算法计算的２０号叶片振动结果

Ｆｉｇ．１３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ｂｌａｄｅ２０ｕｓｉｎｇＳＤ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图１４　周向傅里叶算法计算的２０号叶片振动结果

Ｆｉｇ．１４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ｂｌａｄｅ２０ｕｓｉｎｇＣＦ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图１５　整级涡轮转子叶片振动信息

Ｆｉｇ．１５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ｌｔｕｒｂｉｎｅｂｌａｄｅｓ

图中可以看出，所有叶片在８１４１．４～８５２６．５

ｒ／ｍｉｎ均发生共振，对应的共振频率在１６２８．２８～

１７０３．３Ｈｚ之间，共振幅值最大为７８．４×１０－６ｍ，

发生在４号叶片。

３２　应变计测试结果

试验过程中，安装应变计的１２片叶片叶根动

应力结果显示，当转速在８２００ｒ／ｍｉｎ时，１２片叶

片均发生共振现象。第８号叶片阶次谱分析结果

如图１６、图１７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第８号叶

片在转速为８２１７ｒ／ｍｉｎ时，发生共振现象，激励

阶次为１２，共振频率为１６４３．４Ｈｚ，应变幅值为

６９．２×１０－６ｍ，所有１２片叶片的共振结果如表２

和表３所示。

图１６　８号叶片阶次谱

Ｆｉｇ．１６　Ｏｒｄ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ｂｌａｄｅ８

图１７　８号叶片应变随转速变化（１２阶）

Ｆｉｇ．１７　Ｓｔｒａｉｎ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ｏｆｂｌａｄｅ８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

ｔｈｅ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ｅｎｇｉｎｅｏｒｄｅ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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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非接触振动测试系统与应变计测量固有频率结果

犜犪犫犾犲２　犚犲狊狌犾狋狅犳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犲犱狀犪狋狌狉犪犾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犻犲狊狌狊犻狀犵

狀狅狀犮狅狀狋犪犮狋狏犻犫狉犪狋犻狅狀狋犲狊狋犪狀犱狊狋狉犪犻狀

犵犪犵犲犿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

叶片编号 犳１／Ｈｚ 犳２／Ｈｚ 犚ｅ１／％

５ １６４５．２０ １６９２．１ ０．２８

８ １６５６．９０ １６４３．４ ０．８０

１２ １７０６．５８ １７１８．６ ０．７０

１４ １６２８．４６ １６９４．１ ３．８８

２７ １７０７．３０ １６６６．１ ２．４７

３４ １６４７．９０ １６２５．４ １．３８

４９ １６２８．４６ １６２５．２ １．９６

５１ １６６８．２４ １６６８．３ ０．０４

６２ １７０７．３０ １７１９．９ ０．７７

６４ １６８８．５８ １７２０．２ １．８０

６５ １６４５．２０ １６２５．０ １．２０

６６ １６６３．０２ １６２９．９ ２．００

表３　非接触振动测试系统振幅与应变计测量结果

犜犪犫犾犲３　犚犲狊狌犾狋狅犳犪犿狆犾犻狋狌犱犲狅犳狀狅狀犮狅狀狋犪犮狋狏犻犫狉犪狋犻狅狀狋犲狊狋

狊狔狊狋犲犿狑犻狋犺狋犺犪狋狅犳狊狋狉犪犻狀犵犪犵犲犿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

叶片编号 犃犻／μｍ 犈犻／１０
－６ 犃犻／犈犻 犚ｅ２／％

５ ５３．６ ４２．８０ １．２５ １０．２

８ ６２．５ ６９．２０ ０．９０ ２０．５

１２ ７１．２ ６７．９５ １．０４ ７．７

１４ ５６．２ ４０．６０ １．３８ ２１．８

２７ ６６．６ ６９．１９ ０．９６ １５．３

３４ ５４．０ ５６．５０ ０．９５ １５．８

４９ ７５．７ ７９．３５ ０．９５ １６．０

５１ ５４．０ ４２．５８ １．２６ １１．６

６２ ６１．８ ４２．６０ １．４５ ２７．７

６４ ５６．７ ３６．９０ １．５３ ３５．２

６５ ５１．９ ６２．７１ ０．８２ ２７．１

６６ ７０．２ ６４．４５ １．０８ ４．１

珔φ １．１３

３３　数据对比分析与讨论

对比上述基于叶尖定时的非接触振动测试系

统所测叶尖频率和幅值与 ＯＲＯＳ动态测试系统

测量叶根动应力的频率和幅值，结果如下。

利用式（１）对非接触振动测试与应变计测试

的频率结果进行误差分析，所得频率误差结果如

表２所示。式（１）中，非接触振动测试系统所得叶

片固有频率为犳１，应变计测量所得叶片固有频率

结果为犳２，犚ｅ１为两套系统频率结果的相对误差。

从表中可以看出，非接触振动测试频率结果与应

变计测试频率结果相对误差最大为３．８８％。

犚ｅ１ ＝
犳１－犳（ ）２
犳２

（１）

　　根据模态分析基本理论可知，叶片在发生一

弯振型振动时，叶尖振幅与应变成一定比例关

系［２４］。利用式（２）～式（４）对非接触振动测试共

振时的叶片振幅与应变计测试的叶片应变幅值结

果之比进行误差分析，所得结果如表３和图１８所

示。式（２）～式（４）中犻表示叶片编号１～５，非接

触振动测试系统所得叶片振幅为犃犻，应变计测量

所得叶片应变峰值结果为犈犻，犃犻 与犈犻 的比值为

φ犻，１２个叶片φ犻的平均值为珔φ，犚ｅ２为叶片振幅与

应变峰值比值的相对误差。从表中可以看出，非

接触振动测试系统所测叶尖振幅与叶根动应力之

比的误差最大为３５．２％，发生在６４号叶片。

φ犻 ＝
犃犻
犈犻

（２）

珔
φ＝
∑φ犻
１２

（３）

犚ｅ２ ＝
珔
φφ犻

φ犻
（４）

图１８　非接触振动测试与应变计测量频率结果对比图

Ｆｉｇ．１８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ｒｅｓｕｌｔｏｆ

ｎｏｎｃｏｎｔａｃｔ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ｏｆ

ｓｔｒａｉｎｇａｇ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分析振幅误差较大原因有以下３点：

１）由于非接触振动测试系统用光纤传感器

在试验过程中存在２支信号状态差，仅剩３支传

感器分析叶片共振情况，从周向傅里叶算法的分

析原理中可知，３支叶尖定时传感器分析出来的

叶尖振幅结果精度相对较差。

２）从图１９和表３中结果可以看出，共振时，

不同叶片动应变幅值结果略有差异，导致振幅与

应变幅值之比误差较大。主要原因为叶片本身错

１６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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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　非接触振动测试与应变计测量振幅结果对比图

Ｆｉｇ．１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

ｎｏｎｃｏｎｔａｃｔ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ｏｆ

ｓｔｒａｉｎｇａｇ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频设计、安装以及应变计粘贴位置偏差导致的应

变幅值差异。

３）涡轮叶片本身结构相对短而厚，叶片本身

的振动幅值较小，则基于叶尖定时原理的非接触

振动测试系统所能监测的叶片振动相对较小，也

间接导致振幅与应变之比的误差相对较大。

４　结　论

１）本文利用带有冷却设计的光纤传感器，通

过借助台架冷却气设计实现传感器的冷却，为核

心机工作状态下涡轮转子叶片叶尖定时信号获取

奠定基础。

２）本文通过在发动机转轴末端位置进行声

轮安装，并利用磁电式转速传感器进行测量，实现

基于叶尖定时的非接触振动测试系统的转速基准

获取，为叶尖振动分析和叶片定位奠定基础。本

方法结构改动简单、易实现，可广泛应用于核心机

的压气机和涡轮转子叶片的基于叶尖定时的非接

触振动测试过程中。

３）针对大型发动机涡轮转子叶片 Ｈ型结构

脉冲信号难以触发的难题，可以通过设置信号保

持时间对叶片到达时刻的触发时刻进行处理，准

确获取叶片振动信号，为异型叶端端面的转子叶

片非接触测试提供了技术参考。

４）基于叶尖定时的非接触振动测试系统可

实现核心机状态下的涡轮转子叶片实时振动测

试。通过与接触式应变计测试结果的比对，用于

涡轮转子叶片实时振动测试时，基于叶尖定时的

非接触振动测试系统在叶片共振时，可达到较高

的频率测试精度。表明非接触振动测试系统将在

涡轮转子叶片裂纹监测和分析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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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ｎｃｏｎｔａｃｔ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ｏｎｔｈｅ

ｒｏｔｏｒｂｌａｄ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Ｊ］．Ｇａｓ

Ｔｕｒｂｉｎ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５，２８（２）：４５４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刘美茹，朱靖，梁恩波，等．叶尖定时的航空发动机压气机叶

片振动测量［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１９，３４（９）：１８９５１９０４．

ＬＩＵ Ｍｅｉｒｕ，ＺＨＵ Ｊｉｎｇ，ＬＩＡＮＧ Ｅｎｂｏ，ｅｔａｌ．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ｎ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ｒｏｔｏｒｂｌａｄｅｓｏｆ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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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９期 刘美茹等：基于叶尖定时的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振动测量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ｉｐｔｉｍ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９，

３４（９）：１８９５１９０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欧阳涛．基于叶尖定时的旋转叶片振动检测及参数辨识技

术［Ｄ］．天津：天津大学，２０１１．

ＯＵＹＡＮＧＴａｏ．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ｂｌａｄ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

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ｕｓｉｎｇｂｌａｄｅｔｉｐｔｉｍｉｎｇ

［Ｄ］．Ｔｉａｎｊｉｎ：Ｔｉａｎｊ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张玉贵，．气轮机叶片振动的非接触式在线监测关键技术

研究［Ｄ］．天津：天津大学，２００８．

ＺＨＡＮＧＹｕｇｕｉ．Ｋｅ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ｎｏｎｃｏｎｔａｃｔ

ｏｎｌｉｎ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ｆｏｒｆｕｍｅｔｕｒｂｉｎｅｂｌａｄ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Ｄ］．

Ｔｉａｎｊｉｎ：Ｔｉａｎｊ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冯军楠，段发阶，叶德超，等．一种耐高温光纤式叶尖定时

传感器及验证装置［Ｊ］．纳米技术与精密工程，２０１６，１４

（３）：１６７１７２．

ＦＥＮＧＪｕｎｎａｎ，ＤＵＡＮＦａｊｉｅ，ＹＥＤｅｃｈａｏ，ｅｔａｌ．Ａｎｏｐｔｉｃａｌ

ｆｉｂｅｒｔｉｐｔｉｍｉｎｇｓｅｎｓｏｒ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ｃａ

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Ｊ］．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６，１４（３）：１６７１７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欧阳涛，郭文力，段发阶，等．基于叶尖定时的旋转叶片同

步振动辨识新方法［Ｊ］．振动与冲击，２０１１，３０（８）：２４９

２５２，２５７．

ＯＵＹＡＮＧ Ｔａｏ，ＧＵＯ Ｗｅｎｌｉ，ＤＵＡＮ Ｆａｊｉｅ，ｅｔａｌ．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ｂｌａｄｅｓ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ｖｉｂｒａ

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ｉｐｔｉｍ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ｈｏｃｋ，２０１１，３０（８）：２４９２５２，２５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屈维，王维民，陈立芳．裂纹参数对汽轮机叶片振动特性影

响研究［Ｊ］．北京化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６，４３

（１）：７８８５．

ＱＵ Ｗｅｉ，ＷＡＮＧＷｅｉｍｉｎ，ＣＨＥＮＬｉｆａｎｇ．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ｃｒａｃｋ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ｔｅａｍ

ｔｕｒｂｉｎｅｂｌａｄ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ｅｍｉ

ｃ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４３（１）：７８８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王维民，任三群，陈立芳，等．涡轮机叶片同步振动参数辨

识方法研究（建模仿真）［Ｊ］．振动与冲击，２０１７，３６（１７）：

１２０１２６．

ＷＡＮＧ Ｗｅｉｍｉｎ，ＲＥＮＳａｎｑｕｎ，ＣＨＥＮＬｉ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Ｓｙｎ

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

ｂｌａｄｅｓｏｆａｔｕｒｂｉｎ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ｈｏｃｋ，

２０１７，３６（１７）：１２０１２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王维民，任三群，陈立芳，等．涡轮机叶片同步振动参数辨

识方法研究（实验研究）［Ｊ］．振动与冲击，２０１７，３６（１７）：

１２７１３３．

ＷＡＮＧＷｅｉｍｉｎ，ＲＥＮＳａｎｑｕｎ，ＣＨＥＮＬｉ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Ｔｅｓｔｓ

ｆｏｒ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ａｔｕｒｂｉｎｅｓｂｌａｄ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ｈｏｃｋ，

２０１７，３６（１７）：１２７１３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ＣＨＥＮＺ，ＹＡＮＧＹ，ＸＩＥＹ，ｅｔａｌ．Ｎｏｎｃｏｎｔａｃｔｃｒａｃｋｄｅｔｅｃ

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ｂｌａｄ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Ｅｕｃｌｉｄｉａｎａｎｇｌｅｓｕｓｉｎｇｏｐｔｉｃａｌｆｉｂｅｒｓｅｎｓｏｒｓ［Ｊ］．

Ｓｅｎｓｏｒｓａｎｄ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２０１３，２０１（１）：６６７２．

［１９］　ＲＩＧＯＳＩＧ，ＢＡＴＴＩＡＴＯＧ，ＢＥＲＲＵＴＩＴＭ．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ｙｔｉｐｔｉｍ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

ｍｅｎｔｓ［Ｊ］．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７，７９

（１）：７１４．

［２０］　欧阳涛，段发阶，李孟麟，等．旋转叶片异步振动全相位

ＦＦＴ辨识方法［Ｊ］．振动工程学报，２０１１，２４（３）：２６８２７３．

ＯＵＹＡＮＧＴａｏ，ＤＵＡＮＦａｊｉｅ，ＬＩＭｅｎｇｌｉｎ，ｅｔａｌ．Ａ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ｂｌａｄｅａ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ｂｙ

ａｌｌｐｈａｓｅＦＦ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１，

２４（３）：２６８２７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ＬＩＮＪ，ＨＵ Ｚ，ＣＨＥＮＺ，ｅｔａｌ．Ｓｐａｒｓ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ｂｌａｄｅｔｉｐｔｉｍｉｎｇｓｉｇｎａｌｓ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ｅｂｌａｄ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ｏ

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Ｊ］．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２０１６，８１：２５０２５８．

［２２］　ＤＩＡＭＯＮＤＤＨ，ＨＥＹＮＳＰＳ．Ａｎｏｖｅｌ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ｈｅｄｅ

ｓｉｇｎｏｆ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ｓｅｎｓｏｒ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ｏｔｏｒｂｌａｄｅｔｉｐ

ｔｉｍ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８，１４０

（６）：８０６１００３．１８０６１００３．８．

［２３］　胡伟，王德友，杜少辉，等．非接触式数字光纤叶片测振系

统研究及应用［Ｊ］．航空发动机，２０１０，３６（１）：３７４１．

ＨＵ Ｗｅｉ，ＷＡＮＧＤｅｙｏｕ，ＤＵＳｈａｏｈｕｉ，ｅ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ｎｃｏｎｔａｃｔｄｉｇｉｔａｌｏｐｔｉｃａｌｆｉｂｅｒｒｏｔｏｒ

ｂｌａｄ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Ｊ］．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

２０１０，３６（１）：３７４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敖春燕，乔百杰，刘美茹，等．基于非接触式测量的旋转叶片

动应变重构方法［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２０，３５（３）：５６９５８０．

ＡＯＣｈｕｎｙａｎ，ＱＩＡＯ Ｂａｉｊｉｅ，ＬＩＵ Ｍｅｉｒｕ，ｅ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ｔｒａｉｎ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ｂｌａｄ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

ｎｏｃｏｎｔａｃ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

２０２０，３５（３）：５６９５８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编辑：王碧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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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中介轴承内圈局部缺陷的双转子系统的

组合共振特性

伊海铭，侯　磊，高　朋，韩清扬

（哈尔滨工业大学 航天学院，哈尔滨１５０００１）

摘　　　要：针对航空发动机双转子系统建立简化的动力学模型，在考虑中介轴承非线性 Ｈｅｒｔｚ接触力和径

向游隙等非线性因素的情况下，将中介轴承内圈局部缺陷模拟成倒置的等腰梯形凹槽，利用４阶ＲｕｎｇｅＫｕｔ

ｔａ法进行数值计算，得到系统的分岔图，并着重分析分岔区域的组合共振特性，结果表明：相较于无故障系

统，该系统在分岔图上出现三个新的分岔区域，前两个分岔区域是由内圈故障特征频率与高低压转子的转频

形成的组合频率诱发的组合共振引起的，第三个是由内圈故障特征频率诱发共振引起的，在分岔区域内，系统

运动的周期性的变化规律表现为从近似单周期运动到概周期运动再到近似单周期运动。

关　键　词：双转子系统；中介轴承；局部缺陷；组合共振特性；非线性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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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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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２０１８Ｔ１１０２８２）

作者简介：伊海铭（１９９７－），男，硕士生，主要从事非线性动力学与振动控制研究。

引用格式：伊海铭，侯磊，高朋，等．含中介轴承内圈局部缺陷的双转子系统的组合共振特性［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２０，３５（９）：１９６４

１９７６．ＹＩＨａｉｍｉｎｇ，ＨＯＵＬｅｉ，ＧＡＯＰｅｎｇ，ｅｔａｌ．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ｄｕａｌｒｏ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ａｌｏｃａｌ

ｄｅ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ｈａｆｔｂｅａｒｉｎｇｉｎｎｅｒｒ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０，３５（９）：１９６４１９７６．

犆狅犿犫犻狀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狅狀犪狀犮犲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犪犱狌犪犾狉狅狋狅狉

狊狔狊狋犲犿狑犻狋犺犪犾狅犮犪犾犱犲犳犲犮狋狅犳犻狀狋犲狉狊犺犪犳狋

犫犲犪狉犻狀犵犻狀狀犲狉狉犻狀犵

ＹＩＨａｉｍｉｎｇ，ＨＯＵＬｅｉ，ＧＡＯＰｅｎｇ，ＨＡＮＱｉｎｇｙ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Ｈａｒｂｉ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ａｒｂｉｎ１５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ｗｉｔｈｄｕａｌｒｏ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ｗａｓｅｓｔａｂ

ｌｉｓｈｅｄ．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ｆａｃｔｏ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Ｈｅｒｔｚｃｏｎｔａｃｔｆｏｒｃｅａｎｄｒａｄｉａｌ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ｄｅ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ｒ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ｓｈａｆｔｂｅａｒｉｎｇｗａｓｓｉｍ

ｕｌａｔｅｄａｓａｎ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ｉｓｏｓｃｅｌｅｓｔｒａｐｅｚｏｉｄａｌｇｒｏｏｖｅ．Ｔｈｅ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ｏｒｄｅｒ４ｗａｓ

ｕｓｅｄｔｏ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ｄｒａｗｔｈｅ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

ｎａｎ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ｅｍｐｈ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ｔｈｒｅｅ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ｄｕａｌｒｏ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ｌｏｃａｌｄｅ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ｈａｆｔｂｅａｒ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ｔｗｏ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ｗｅｒｅ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ｏｆｉｎｎｅｒｒｉｎｇｆａｕｌｔ，

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ｓｔ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ｗａ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ｏｆｉｎｎｅｒｒｉｎｇｆａｕｌｔ．

Ｉｎｔｈｅ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ｉｔｙｏｆ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ｔｉｏｎｗｏｕｌｄｃｈａｎｇ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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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ｉｎｌｙｆｒｏｍ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ｓｉｎｇｌ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ｍｏｔｉｏｎｔｏａｌｍｏｓｔ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ｎｔｏａｐ

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ｓｉｎｇｌ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ｍｏ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ｄｕａｌｒｏｔｏｒ；ｉｎｔｅｒｓｈａｆｔ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ｌｏｃａｌｄｅｆｅｃ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在双转子航空发动机中，中介轴承支撑于高、

低压转子之间，且承载环境恶劣，极易出现磨损、

划伤、疲劳剥落等局部缺陷，若未及时诊断，很容

易造成中介轴承失效，引发安全事故，具有极大的

危害性［１］，因此对含中介轴承局部缺陷的双转子

系统的非线性振动分析十分必要。

在对含中介轴承故障双转子系统的研究

中，建立合理的动力学简化模型是理论研究的

基础，孙传宗等［２］建立了双转子系统三维实体

有限元模型，通过 ＣｒａｉｇＢａｍｐｔｏｎ模态综合法

对系统模型进行缩减，并证明了缩减模型在临

界转速和固有频率计算上的准确性，其结果有

利于快速求解双转子系统的临界转速；路振勇

等［３］建立了一个高压转子二支点、低压转子四

支点的六点支承双转子系统复杂离散动力学

模型，并运用质心集中法又得到两个简化模

型，通过对比三个模型的临界转速，验证了简

化模型的准确性；邓四二等［４］将中介轴承简化

成一个弹性支承，将支撑轴承等价成一个支撑

弹簧和阻尼，建立了简化的双转子模型，并利

用有限元法将高、低速转子分别划分为１０个

和９个单元对运动方程进行求解，着重对系统

动态性能进行分析；罗贵火等［５］在考虑了中介

轴承非线性刚度的条件下，建立了简化的高低

压转子反向旋转双转子系统的非线性动力学

模型，运用分岔图研究了系统的非线性特性，

着重分析了转速、径向游隙、高低压转子不平

衡量对系统非线性特性的影响；赵明等［６］建立

了具有畸形结构的双转子系统简化模型，并利

用模态综合法分析双转子系统的临界转速，评

价复杂转子在各种条件下的模态综合质量，在

提高模态综合质量方面具有一定参考价值；陈

果［７］建立了双转子支承机匣系统耦合动力学

模型，在耦合模型中利用有限元法进行建模，

并在考虑滚动轴承和挤压油膜阻尼非线性的

情 况 下，运 用 Ｎｅｗｍａｒｋβ法 与 改 进 的 Ｎｅｗ

ｍａｒｋβ法相结合的数值积分方法获取系统非

线性动力学响应；缪辉等［８］建立了一个四点支

承、四个转盘且含支座的双转子系统有限元模型，

并利用 ＡＮＳＹＳ计算分析了支座对系统临界转

速、主振型和不平衡响应的影响；张大义等［９］利用

集中质量法建立了双转子系统简化模型，将有限

元法和振型筛选法相结合，提出了适用于工程的

临界转速分析方法，并结合算例详细论述了完全

法和缩减法的求解过程；廖明夫等［１０］建立了简支

对称及带弹支和阻尼器的双转子模型，可用于分

析支承刚度、阻尼以及中介轴承对双转子系统的

影响，适用于解析方法分析，明晰地揭示了双转子

的运动规律。

对于 轴 承 局 部 缺 陷 的 模 拟，ＭｃＦａｄｄｅｎ

等［１１］考虑了轴承的几何形状、传递函数、振动

衰减和载荷分布等因素，将滚动轴承内圈单点

缺陷在径向载荷作用下的模型推广到多点缺

陷，并进行了验证；徐可君等［１２］建立在内、外圈

分别与高、低速转子联接的两种支承形式下，

滚动体含有单一故障缺陷的中介轴承动力学

模型，对仅在滚动体上出现缺陷进行了研究，

同时对比研究了不同支承形式及内、外圈不同

旋转方向对中介轴承振动影响；徐可君等［１３］又

基于弹性接触理论，建立了内圈具有单一局部

缺陷的四自由度中介轴承动力学模型，研究了

轴承振动响应的有量纲参数和无量纲参数随

缺陷大小，内、外圈转速和径向外载荷变化的

规律；Ｂｒｉｅ
［１４］针对轴承故障引起的准周期信号

进行建模及理论研究，发现理论推导和实际故

障诊断的固有频率有差异，并提出了两种解释

方法；Ｐａｔｉｌ等
［１５］建立了一个用于预测局部缺陷

的球轴承模型，利用 Ｈｅｒｔｚ接触力表示轴承力，

研究了故障轴承的非线性振动响应，并进行了

实验验证；Ｐａｔｅｌ等
［１６］建立了轴承内、外圈出现

单一及多个局部缺陷的动力学模型，并在考虑

轴承滚珠、内外圈等质量的情况下进行仿真模

拟，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拟合良好；田晶等［１７］

建立了一种考虑时变位移激励的四自由度中

介轴承外圈故障动力学模型，研究了外圈存在

故障时的振动响应，得到了响应规律；田晶

等［１８］又在考虑弹流润滑影响和时变位移激励的

情况下，提出了一种带局部缺陷的中介轴承动力

学建模方法，并结合实验研究，验证了对中介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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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圈故障建模的准确性；孙明伟等［１９］以单转子系

统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了含碰摩、松动、裂纹耦

合故障时系统的周期、拟周期以及混沌现象；高朋

等［２０］建立了一个四点支承的双转子系统简化模

型，将中介轴承缺陷模拟为恒定深度和跨度的凹

槽，并着重分析了外圈故障下系统的幅频特性和

产生机理。

通过以上分析，双转子系统的动力学建模方

法已基本形成体系，单纯对中介轴承局部缺陷的

建模分析也已取得较多成果，但对于含中介轴承

局部缺陷的双转子系统非线性动力学特性的研

究，尤其是对其组合共振特性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本文针对含中介轴承局部缺陷的双转子系统，提

出一种采用倒置的等腰梯形凹槽模拟中介轴承局

部缺陷的建模方法，并结合系统分岔图着重对故

障系统的组合共振特性展开研究，旨在揭示含中

介轴承局部缺陷的双转子系统分岔区域的组合共

振响应特征，为中介轴承故障机理研究奠定基础，

为相关故障诊断提供理论指导。

１　含中介轴承局部缺陷的双转子

系统动力学建模

１１　双转子系统动力学建模

本文采用文献［２０］建立的四点支承、八自由

度的双转子发动机简化模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双转子系统简化模型
［２０］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ｄｕａｌｒｏ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
［２０］

在简化模型中，将固定低压转子轴两端和高

压转子轴一端的支承轴承力做线性化处理，分别

简化为线弹性力和阻尼力，中介轴承为圆柱滚子

轴承，支承于高、低压转子之间，考虑其 Ｈｅｒｔｚ接

触力、径向游隙等非线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可以

得到系统的动能、势能、瑞利耗散能以及广义虚

功，具体表达形式如下：

系统动能

犜＝
１

２
犿１（狓

２
１＋狔

２
１）＋

１

２
犑ｄ

１
（α
２
狓＋α

２
狔）＋

１

２
犑ｐ１（ω

２
１－２ω１α狓α狔）＋

１

２
犿２（狓

２
２＋狔

２
２）＋

１

２
犑ｄ

２
（β
２
狓＋β

２
狔）＋

１

２
犑ｐ２（ω

２
２－２ω２β狓


β狔）

（１）

　　系统势能

犞 ＝
１

２
犽１ （狓１－α狔犾１）

２
＋（狔１＋α狓犾１）［ ］２ ＋

１

２
犽２ （狓１＋α狔犾２）

２
＋（狔１－α狓犾２）［ ］２ ＋

１

２
犽３ （狓２－β狔犾３）

２
＋（狔２＋β狓犾３）［ ］２ ＋

犿１犵狓１＋犿２犵狓２ （２）

　　瑞利耗散能

犇＝
１

２
犮１ （狓１－α狔犾１）

２
＋（狔１＋α狓犾１）［ ］２ ＋

１

２
犮２ （狓１＋α狔犾２）

２
＋（狔１－α狓犾２）［ ］２ ＋

１

２
犮３ （狓２－β狔犾３）

２
＋（狔２＋β狓犾３）［ ］２ （３）

　　广义力虚功

δ犠 ＝犿１ω
２
１犲１ ｃｏｓ（ω１狋）δ狓１＋ｓｉｎ（ω１狋）δ狔［ ］１ －

犉狓 δ狓１＋δα狔（犾２－犾５［ ］）－（δ狓２＋δβ狔犾４｛ ｝）＋

犿２ω
２
２犲２ ｃｏｓ（ω２狋）δ狓２＋ｓｉｎ（ω２狋）δ狔［ ］２ －

犉狔 δ狔１－δα狓（犾２－犾５［ ］）－（δ狔２－δβ狓犾４｛ ｝）

（４）

　　在上述表达式中，狓、狔分别表示转子质心在

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的位移，犿、犲、ω、犑ｐ、犑ｄ 分别

表示转子转盘质量、转子的偏心距、转子的转速、

转子极向转动惯量、转子绕直径的转动惯量，其中

下标为１的参数代表低压转子相关参数，下标为

２的参数代表高压转子相关参数；α狓、β狓 分别表示

低、高压转子绕狓轴转动的角度；α狔、β狔 分别表示

低、高压转子绕狔轴的转动角度；犽犻、犮犻分别表示线

弹性支承轴承的刚度系数和阻尼系数（其中犻＝

１，２，３）；犉狓、犉狔 分别表示在水平和竖直方向中介

轴承的弹性恢复力；犾、犾１、犾２、犾３、犾４、犾５ 分别表示图

１中对应的转轴长；犵表示重力加速度；狋表示振

动时间。

对于这个非保守系统，由第二类拉格朗日

方程

ｄ

ｄ狋

犜

狇（ ）
犻

－
犜

狇犻
＋
犞

狇犻
＋
犇

狇犻
＝
δ犠

δ狇犻
（５）

　　将式（１）～式（４）代入式（５）中得系统的振动

方程组如下：

６６９１



　第９期 伊海铭等：含中介轴承内圈局部缺陷的双转子系统的组合共振特性

犿１̈狓１＋犽１（狓１－α狔犾１）＋犽２（狓１＋α狔犾２）＋犮１（狓１－α狔犾１）＋犮２（狓１＋α狔犾２）＝犿１ω
２
１犲１ｃｏｓ（ω１狋）－

　犉狓－犿１犵

犿１̈狔１＋犽１（狔１＋α狓犾１）＋犽２（狔１－α狓犾２）＋犮１（狔１＋α狓犾１）＋犮２（狔１－α狓犾２）＝犿１ω
２
１犲１ｓｉｎ（ω１狋）－犉狔

犑ｄ
１
α̈狓＋犑ｐ１ω１

α狔＋犽１犾１（狔１＋α狓犾１）－犽２犾２（狔１－α狓犾２）＋犮１犾１（狔１＋α狓犾１）－犮２犾２（狔１－α狓犾２）＝

　犉狔（犾２－犾５）

犑ｄ
１
α̈狔－犑ｐ１ω１

α狓－犽１犾１（狓１－α狔犾１）＋犽２犾２（狓１＋α狔犾２）－犮１犾１（狓１－α狔犾１）＋犮２犾２（狓１＋α狔犾２）＝

　－犉狓（犾２－犾５）

犿２̈狓２＋犽３（狓２－β狔犾３）＋犮３（
狓２－β狔犾３）＝犿２ω

２
２犲２ｃｏｓ（ω２狋）＋犉狓－犿２犵

犿２̈狔２＋犽３（狔２＋β狓犾３）＋犮３（
狔２＋β狓犾３）＝犿２ω

２
２犲２ｓｉｎ（ω２狋）＋犉狔

犑ｄ
２

¨
β狓＋犑ｐ２ω２


β狔＋犽３犾３（狔２＋β狓犾３）＋犮３犾３（

狔２＋β狓犾３）＝－犉狔犾４

犑ｄ
２

¨
β狔－犑ｐ２ω２


β狓－犽３犾３（狓２－β狔犾３）－犮３犾３（

狓２－β狔犾３）＝犉狓犾

烅

烄

烆 ４

（６）

　　取Δ０＝１μｍ得无量纲参数：τ＝ω１狋，犡１＝
狓１

Δ０
，犡２＝

狓２

Δ０
，犢１＝

狔１

Δ０
，犢２＝

狔２

Δ０
，Α狓＝

犾

Δ０
α狓，Α狔＝

犾

Δ０
α狔，Β狓＝

犾

Δ０β
狓，Β狔＝

犾

Δ０β
狔，犈１＝

犲１

Δ０
，犈２＝

犲２

Δ０
，λ＝

ω２

ω１
，γ１＝

犑ｐ１
犑ｄ

１

，γ２＝
犑ｐ２
犑ｄ

２

，犔１＝
犾１
犾
，犔２＝

犾２
犾
，犔３＝

犾３
犾
，犔４＝

犾４
犾
，犔５＝

犾５
犾
，

犆１＝
犮１
犿１ω１

，犆２＝
犮２
犿１ω１

，犆３＝
犮１犾１犾

犑ｄ
１
ω１
，犆４＝

犮２犾２犾

犑ｄ
１
ω１
，犆５＝

犮３
犿２ω１

，犆６＝
犮３犾３犾

犑ｄ
２
ω１
，犓１＝

犽１
犿１ω

２
１

，犓２＝
犽２
犿１ω

２
１

，犓３＝
犽１犾１犾

犑ｄ
１
ω
２
１

，

犓４＝
犽２犾２犾

犑ｄ
１
ω
２
１

，犓５＝
犽３
犿２ω

２
１

，犓６＝
犽３犾３犾

犑ｄ
２
ω
２
１

。则可以将系统的振动方程（６）写为无量纲形式

犡″１＋犓１（犡１－犃狔犔１）＋犓２（犡１＋犃狔犔２）＋犆１（犡′１－犃′狔犔１）＋犆２（犡′１＋犃′狔犔２）＝

　犈１ｃｏｓτ－
犉狓

犿１ω
２
１Δ０
－
犵
ω
２
１Δ０

犢″１＋犓１（犢１＋犃狓犔１）＋犓２（犢１－犃狓犔２）＋犆１（犢′１＋犃′狓犔１）＋犆２（犢′１－犃′狓犔２）＝

　犈１ｓｉｎτ－
犉狔

犿１ω
２
１Δ０

犃″狓＋γ１犃′狔＋犓３（犢１＋犃狓犔１）－犓４（犢１－犃狓犔２）＋犆３（犢′１＋犃′狓犔１）－犆４（犢′１－犃′狓犔２）＝

　
犉狔（犾２－犾５）犽

犑ｄ
１
ω
２
１Δ０

犃″狔－γ１犃′狓－犓３（犡１－犃狔犔１）＋犓４（犡１＋犃狔犔２）－犆３（犡′１－犃′狔犔１）＋犆４（犡′１＋犃′狔犔２）＝

　－
犉狓（犾２－犾５）犾

犑ｄ
１
ω
２
１Δ０

犡″２＋犓５（犡２－犅狔犔３）＋犆５（犡′２－犅′狔犔３）＝λ
２犈２ｃｏｓ（λτ）＋

犉狓
犿２ω

２
１Δ０
－
犵
ω
２
１Δ０

犢″２＋犓５（犢２＋犅狓犔３）＋犆５（犢′２＋犅′狓犔３）＝λ
２犈２ｓｉｎ（λτ）＋

犉狔
犿２ω

２
１Δ０

犅″狓＋λγ２犅′狔＋犓６（犢２＋犅狓犔３）＋犆６（犢′２＋犅′狓犔３）＝－
犉狔犾４犾

犑ｄ
２
ω
２
１Δ０

犅″狔－λγ２犅′狓－犓６（犡２－犅狔犔３）－犆６（犡′２－犅′狔犔３）＝
犉狓犾４犾

犑ｄ
２
ω
２
１Δ

烅

烄

烆 ０

（７）

方程（７）中无量纲的方程组可以写成矩阵的形式

犡″＋
犓ｌ

犓
［ ］

ｈ

犡＋
犆ｌ

犆
［ ］

ｈ

犡′＝
犉ｌ

犉
［ ］

ｈ

（８）

式中

犡＝ 犡１ 犢１ Α狓 Α狔 犡２ 犢２ Β狓 Β［ ］狔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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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ｌ＝

犓１＋犓 ０ ０ 犓２犔２－犓１犔１

０ 犓１＋犓２ 犓１犔１－犓２犔２ ０

０ 犓３－犓４ 犓３犔１＋犓４犔２ ０

犓４－犓３ ０ ０ 犓３犔１＋犓４犔

熿

燀

燄

燅２

，

犓ｈ＝

犓５ ０ ０ －犓５犔３

０ 犓５ 犓５犔３ ０

０ 犓６ 犓６犔３ ０

－犓６ ０ ０ 犓６犔

熿

燀

燄

燅３

，

犆ｌ＝

犆１＋犆２ 犆２犔２－犆１犔１

犆１＋犆２ 犆１犔１－犆２犔２

犆３－犆４ 犆３犔１＋犆４犔２ γ１

犆４－犆３ －γ１ 犆３犔１＋犆４犔

熿

燀

燄

燅２

，　犆ｈ＝

犆５ ０ ０ －犆５犔３

０ 犆５ 犆５犔３ ０

０ 犆６ 犆６犔３ λγ２

－犆６ ０ －λγ２ 犆６犔

熿

燀

燄

燅３

，

犉ｌ＝

犈１ｃｏｓτ－
犉狓

犿１ω
２
１Δ０

－
犵

ω
２
１Δ０

犈１ｓｉｎτ－
犉狔

犿１ω
２
１Δ０

犉狔（犾２－犾５）犾

犑ｄ
１
ω
２
１Δ０

－
犉狓（犾２－犾５）犾

犑ｄ
１
ω
２
１Δ

熿

燀

燄

燅０

，　犉ｈ＝

λ
２犈２ｃｏｓ（λτ）＋

犉狓
犿２ω

２
１Δ０

－
犵

ω
２
１Δ０

λ
２犈２ｓｉｎ（λτ）＋

犉狔
犿２ω

２
１Δ０

－
犉狔犾４犾

犑ｄ
２
ω
２
１Δ０

犉狓犾４犾

犑ｄ
２
ω
２
１Δ

熿

燀

燄

燅０

１２　中介轴承非线性传递力的简化建模

对中介轴承建立简化的动力学模型，如图２

所示，模型中狉ｉ为中介轴承内圈半径，狉ｏ 为中介

轴承外圈半径，θ犼 为中介轴承的第犼个滚子在任

意狋时刻的瞬时角位置，犖ｂ 表示中介轴承中圆柱

滚子的个数，ωｃ 为保持架转速。由中介轴承内、

外圈与高、低压转子的连接关系，中介轴承内、外

圈转速分别为ω１ 和ω２。

图２　中介轴承简化模型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ｈａｆｔｂｅａｒｉｎｇ

假设模型为理想的，轴承内、外圈转速分别与

低、高压转子转速相同，且滚子在内圈和外圈之间

做纯滚动，则保持架转速为

ωｃ＝

　
ω１狉ｉ＋ω２狉ｏ

２
　

狉ｉ＋狉ｏ
２

＝
ω１狉ｉ＋ω２狉ｏ
狉ｉ＋狉ｏ

（９）

　　第犼个滚子在任意狋时刻的瞬时角位置为

θ犼 ＝ωｃ狋＋
２π
犖ｂ
（犼－１），（犼＝１，２，…，犖ｂ）

（１０）

　　假设系统发生小变形，令狓犻、狔犻、狓狅、狔狅 分别

表示中介轴承内圈水平位移分量、内圈竖直位移

分量、外圈水平位移分量、外圈竖直位移分量，δ０

表示轴承的径向游隙，则第犼个滚子与轴承内外

圈接触时的相对变形为

δ犼 ＝ （狓犻－狓狅）ｃｏｓθ犼＋（狔犻－狔狅）ｓｉｎθ犼－δ０，

（犼＝１，２，…，犖ｂ） （１１）

　　将广义坐标代入式（７）得

δ犼 ＝ 狓１＋θ狔（犾２－犾５［ ］）－（狓２＋φ狔犾４｛ ｝）ｃｏｓθ犼＋

狔１－θ狓（犾２－犾５［ ］）－（狔２－φ狓犾４｛ ｝）ｓｉｎθ犼－δ０

（犼＝１，２，…，犖ｂ） （１２）

　　用 Ｈｅｒｔｚ接触力表示第犼个滚子受压时的弹

性恢复力为

犉犼 ＝犓ｂδ
狀
犼犎（δ犼） （１３）

这里，犎（狓）＝
１ 狓＞０

０ 狓≤｛ ０
。

在双转子—中介轴承系统中，中介轴承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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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子弹性恢复力在水平和竖直方向分力的合力构

成中介轴承在水平和竖直方向的弹性恢复力，则

中介轴承的非线性传递力可表示为

犉狓

犉
［ ］

狔

＝犓ｂ∑

犖
ｂ

犼＝１

δ
狀
犼犎（δ犼）

ｃｏｓθ犼

ｓｉｎθ
［ ］

犼

（１４）

其中犓ｂ表示中介轴承的 Ｈｅｒｔｚ接触刚度，狀是与

轴承类型相关的系数，双转子航空发动机的中介

轴承一般选用圆柱滚子轴承，故在本文中取系数

狀＝
１０

９
。

１３　中介轴承局部缺陷建模

对于存在于中介轴承内圈的局部缺陷，为充

分模拟滚子进入局部缺陷、处于局部缺陷、离开局

部缺陷的过程，这里将缺陷假设一个倒置的近似

等腰梯形凹槽，如图３所示。

图３　中介轴承局部缺陷简化模型

Ｆｉｇ．３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ｌｏｃａｌｄｅｆｅｃｔｓｏｆ

ｉｎｔｅｒｓｈａｆｔｂｅａｒｉｎｇ

其中δｅ为缺陷深度恒定处的深度，犾ｅ为缺陷

的总跨度，这里假设深度恒定部分的跨度犾０＝

０．８－犾ｅ，假设缺陷过渡部分（梯形腰处）随对应角

度均匀变化。

由于轴承内外圈均在不断旋转中，局部缺陷

的瞬时角位置可以写成关于时间狋的函数形式，

这里用参数θｅ来表示缺陷的瞬时角位置，则初始

角位置为φ的局部缺陷在任意狋时刻的角位置可

表示为

θｅ＝ω１狋＋φ （１５）

　　为了直接表示第犼个滚子与局部缺陷的相对

角位置关系，这里引入表示余数的函数ｍｏｄ（·），

则第犼个滚子与局部缺陷的相对角位置差可表

示为

Δθ犼 ＝ｍｏｄ（θ犼－θｅ ，２π），犽＝ （１，２，…，犖ｂ）

（１６）

　　这里可通过第犼个滚子与局部缺陷的相对角

位置差与缺陷跨度所对应的角度进行比较，即可

判断滚子是否进入缺陷及进入缺陷的恒定深度部

分还是过渡部分。则在考虑局部缺陷影响的情况

下，第犼个滚子与内外圈产生的接触变形量可表

示为

δ犼ｄ ＝

δ犼－δｅ Δθ犼＜
犾０
２狉ｉ

δ犼－

２
犾ｅ
２狉ｉ
－Δθ（ ）犼狉ｉδｅ
犾ｅ－犾０

犾０
２狉ｉ
≤Δθ犼＜

犾ｅ
２狉ｉ

δ犼 Δθ犼≥
犾ｅ
２狉

烅

烄

烆 ｉ

（１７）

　　由 Ｈｅｒｔｚ接触力与挠度的关系可知，此时第

犼个滚子的弹性恢复力为

犉犼 ＝犓ｂδ
狀
犼ｄ
犎（δ犼ｄ） （１８）

　　这里同样引入 犎（狓）＝
１ 狓＞０

０ 狓≤｛ ０
，用以排除

无效项。则在含中介轴承局部缺陷的双转子系统

中，中介轴承的弹性恢复力可表示为

犉狓

犉
［ ］

狔

＝犓ｂ∑

犖
ｂ

犼＝１

δ
狀
犼ｄ
犎（δ犼ｄ）

ｃｏｓθ犼

ｓｉｎθ
［ ］

犼

（１９）

　　同样地，犓ｂ 表示中介轴承的 Ｈｅｒｔｚ接触刚

度，系数狀＝
１０

９
。将方程（１９）代入式（８）中，即得

到含中介轴承局部缺陷的双转子系统的无量纲化

振动方程。

１４　中介轴承内圈故障特征频率求解

当轴承的工作面，如轴承内圈、轴承外圈、滚

子、保持架等，出现局部缺陷时，其他健康工作面

与局部缺陷会发生周期性的碰撞冲击，这种冲击

引起的振动会以一种特殊频率成分的形式在频谱

图中出现，这些故障特征频率往往是故障诊断中

确定故障出现及类型的重要依据，这里对中介轴

承内圈故障特征频率进行求解。其中，犳ｈ 表示高

压转子转频，犳ｌ表示低压转子转频，犳ｃ 表示中介

轴承保持架转动角频率，犳ｒ表示保持架相对于中

介轴承内圈转动的角频率，犳ｉ表示内圈故障特征

频率。

由方程（９）已知保持架转速，则保持架的转动

角频率为

犳ｃ＝
犳ｌ狉ｉ＋犳ｈ狉ｏ
狉ｉ＋狉ｏ

（２０）

　　保持架相对于内圈的角频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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犳ｒ＝犳ｃ－犳ｌ＝ （犳ｈ－犳ｌ）
狉ｏ

狉ｏ＋狉ｉ
（２１）

　　对于圆柱滚子轴承的每一圈转动，保持架中

每个滚子均会对局部缺陷产生一次冲击，那么对

于滚子数为犖ｂ 的圆柱滚子轴承，内圈故障特征

频率可表示为

犳ｉ＝犖ｂ（犳ｈ－犳ｌ）
狉ｏ

狉ｏ＋狉ｉ
（２２）

　　在系统频谱图中，内圈故障特征频率会以单

独的形式出现，如犳ｉ、２犳ｉ，或以组合的形式出现，

如２犳ｉ－犳ｌ、４犳ｉ－２犳ｈ 等，这些频率成分是本文判

断分岔原因的重要依据。

２　含中介轴承局部缺陷双转子系统

的组合共振特性

２１　无故障双转子系统共振特性分析

本文采用文献［２１］中的一组双转子航空发动

机的结构参数，具体参数数值如下：

高、低压转子及支承参数

犿１＝９７．３７ｋｇ，犿２＝１０８．３０ｋｇ，犑ｐ１＝３．６９０７

ｋｇ·ｍ
２，犑ｄ１ ＝１．８４５４ｋｇ·ｍ

２，犑ｐ２ ＝４．０１１９

ｋｇ·ｍ
２，犑ｄ２＝２．００６０ｋｇ·ｍ

２，犽１＝６×１０
７Ｎ／ｍ，

犽２＝６×１０
７ Ｎ／ｍ，犽３ ＝６×１０

７ Ｎ／ｍ，犮１ ＝６５５

Ｎ·ｓ／ｍ，犮２＝６５５Ｎ·ｓ／ｍ，犮３＝６５５Ｎ·ｓ／ｍ，犾１＝

０．９１８８ｍ，犾２＝１．１１２２ｍ，犾３＝０．５１２０ｍ，犾４＝

０．６２４３ｍ，犾５＝０．０９９５ｍ，犲１＝１μｍ，犲２＝０．５μｍ。

中介轴承参数

狉ｉ＝５８ｍｍ，狉ｏ＝６６ｍｍ，犖ｂ＝８，犓ｂ＝１０
８

Ｎ／ｍ１０
／９，δ０＝１μｍ。

将以上参数代入方程（８），利用４阶Ｒｕｎｇｅ

Ｋｕｔｔａ法对系统的振动方程进行求解，以低压转

子转速作为分岔参数，取转速比λ＝１．２８，由于高

低压转子的分岔图趋势相似，这里只给出无故障

双转子系统高压转子竖直位移响应随转速变化的

分岔图，即“位移转速”分岔图，如图４所示。

从图４可看出，无故障双转子系统分岔图中

出现了两次响应幅值增大的现象，即出现了两次

共振，分别对两个主共振标号犚ｈ、犚ｌ。而在非共

振区域，无故障系统的振动规律性很强，没有出现

分岔现象。无故障系统在非共振区域的振动响应

基本相同，因此这里任取两个位置犚２、犚３，给出

ω犚
ｈ
＝６５１ｒａｄ／ｓ，ω犚

ｌ
＝８３５ｒａｄ／ｓ，ω犚

２
＝５９９ｒａｄ／ｓ和

ω犚
３
＝６９６ｒａｄ／ｓ时的竖直时间历程、轴心轨迹图、

庞加莱截面图和频谱图，如图５～图８所示。

通过观察图５、图６可发现，无故障系统在两

图４　无故障双转子系统分岔图

Ｆｉｇ．４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ｙｄｕａｌｒｏ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

图５　ω犚
ｈ
＝６５１ｒａｄ／ｓ时，无故障系统的振动响应

Ｆｉｇ．５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ｓｙｓｔｅｍａｔ

ω犚
ｈ
＝６５１ｒａｄ／ｓ

个共振区域的竖直响应信号均是近似的谐波信

号；轴心轨迹均呈现为一个长轴沿纵向的椭圆形；

庞加莱截面均是一个点，系统做单周期运动；对于

第一个主共振，频谱图中只显含高压转子转速对

应频率，可知第一个主共振是由高压转子偏心激

励引起的；对于第二个主共振，频谱图中低压转子

转速对应频率占主导，可知第二个主共振是由低

压转子偏心激励引起的。

通过观察图７、图８可发现，无故障系统在非

共振区域的竖直响应信号均是近似的谐波信号；

在对应转速较低的非共振区域，由于重力对纵向

振动起抑制作用，轴心轨迹图呈现为一个长轴沿

横向的椭圆形，而在对应转速较高的非共振区域，

因重力对纵向振动起促进作用，轴心轨迹图呈现

为一个长轴沿纵向的椭圆形；庞加莱截面图始终

为一个点，系统做单周期运动；频谱图中只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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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ω犚
ｌ
＝８３５ｒａｄ／ｓ时，无故障系统的振动响应

Ｆｉｇ．６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ｓｙｓｔｅｍａｔ

ω犚
ｌ
＝８３５ｒａｄ／ｓ

图７　ω犚
２
＝５９９ｒａｄ／ｓ时，无故障系统的振动响应

Ｆｉｇ．７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ｓｙｓｔｅｍａｔ

ω犚
２
＝５９９ｒａｄ／ｓ

低压转子转速对应的频率成分，可知系统的振动

是由高、低压转子的双频偏心激励引起的。

２２　含中介轴承内圈局部缺陷的双转子系统

组合共振特性分析

　　 本文选取局部缺陷参数：δｅ＝２０μｍ，犾ｅ＝２０

ｍｍ，φ＝０。将中介轴承内圈局部缺陷嵌入系统绘

制含中介轴承内圈局部缺陷的双转子系统的分岔

图，如图９所示，并利用文献［２０］中对双转子系统

振动能量的表示方式绘制了含中介轴承内圈局部

缺陷的双转子系统的幅频响应曲线，如图１０所示。

由图９可发现，含中介轴承局部缺陷的系统

图８　ω犚
３
＝６９６ｒａｄ／ｓ时，无故障系统的振动响应

Ｆｉｇ．８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ｓｙｓｔｅｍａｔ

ω犚
３
＝６９６ｒａｄ／ｓ

图９　含中介轴承局部缺陷的系统分岔图及分岔区编号

Ｆｉｇ．９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ａｌｏｃａｌ

ｄｅ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ｓｈａｆｔ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ｎｄ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

图１０　含中介轴承局部缺陷的系统幅频响应曲线

Ｆｉｇ．１０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ａｌｏｃａｌｄｅ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ｓｈａｆｔｂｅａ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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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岔图中的两个主共振峰与健康系统基本一致，

但与无故障系统不同的是，含中介轴承局部缺陷

的系统还出现了三个新的分岔区域。在图９中对

这三个分岔区域进行了局部放大，为便于对分岔

区域的振动响应特性的演化过程进行讨论，对三

个分岔区域分别编号Ａ、Ｂ、Ｃ，并用下标１、２、３分

别表示每个分岔区域内分岔开始、分岔最大、分岔

结束，对应转速分别为ωＡ
１
＝５７１ｒａｄ／ｓ，ωＡ

２
＝５８２

ｒａｄ／ｓ，ωＡ
３
＝５８６ｒａｄ／ｓ，ωＢ

１
＝５８７ｒａｄ／ｓ，ωＢ

２
＝５９９

ｒａｄ／ｓ，ωＢ
３
＝６１４ｒａｄ／ｓ，ωＣ

１
＝６８０ｒａｄ／ｓ，ωＣ

２
＝６９６

ｒａｄ／ｓ，ωＣ
３
＝７１１ｒａｄ／ｓ。

由图１０可发现，在含中介轴承内圈局部缺陷

系统的幅频响应曲线上，会出现两个主共振峰

犚′ｈ、犚′ｌ，峰值对应转速分别为ω犚′
ｈ
＝６５２ｒａｄ／ｓ、

ω犚′
ｌ
＝８３４ｒａｄ／ｓ，这与健康系统及故障系统分岔图

中的主共振峰值对应转速基本吻合。同时曲线上

还会出现四个异常共振峰，分别标号 Ａ′、Ｂ′、Ｃ′，

Ｄ，峰值对应转速分别为ωＡ′＝５８２ｒａｄ／ｓ、ωＢ′＝５９８

ｒａｄ／ｓ、ωＣ′＝６９４ｒａｄ／ｓ、ωＤ＝６７６ｒａｄ／ｓ，其中异常共

振峰Ａ′、Ｂ′、Ｃ′峰值对应转速与分岔区Ａ、Ｂ、Ｃ的

分岔最大处对应转速基本吻合，而由于异常共振

峰Ｄ的峰值过小，异常共振程度过小，系统在ωＤ

处并未出现分岔现象。

为讨论系统在各个分岔区域内的振动响应特

性的演化过程，分别绘制在三个分岔区的各特征

转速下故障系统的竖直时间历程、轴心轨迹图、庞

加莱截面图和频谱图，如图１１～图１９所示。

图１１　ωＡ１＝５７１ｒａｄ／ｓ时，故障系统的振动响应

Ｆｉｇ．１１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ｔ

ωＡ１＝５７１ｒａｄ／ｓ

结合图１１、图１２、图１３可发现，在Ａ分岔区

图１２　ωＡ
２
＝５８２ｒａｄ／ｓ时，故障系统的振动响应

Ｆｉｇ．１２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ｔ

ωＡ
２
＝５８２ｒａｄ／ｓ

图１３　ωＡ
３
＝５８６ｒａｄ／ｓ时，故障系统的振动响应

Ｆｉｇ．１３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ｔ

ωＡ
３
＝５８６ｒａｄ／ｓ

域内，随着转速的增大，竖直响应信号经历了非周

期信号—近似拍振信号—非周期信号的变化；轴

心轨迹图从一个长轴沿横向的近似的椭圆形变成

了边界模糊且存在尖锐部分的椭圆面，接着又变

回了近似椭圆形；庞加莱截面图从一条极小的闭

合曲线变成了两条闭合曲线，又变成了一条短粗

线段，在这段过程中，系统运动经历了从接近单周

期的概周期运动—概周期运动—接近单周期的概

周期运动的变化；在频谱图中，除了高、低压转速

对应频率，还出现了与故障相关的组合频率，在这

些故障组合频率中，随着转速的增大，故障组合频

率成分２犳ｉ－犳ｌ的幅值先增大再减小，与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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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岔趋势一致，而故障组合频率成分４犳ｉ－２犳ｈ 的

幅值一直减小，可推断Ａ分岔区域是由内圈故障

特征频率与低压转子转频组合的组合频率诱发的

组合共振引起的，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共振对应的

组合频率成分是２犳ｉ－犳ｌ。

结合图１４、图１５、图１６可发现，在Ｂ分岔区

域内，随着转速的增大，竖直响应信号经历了非周

期信号—近似拍振信号—非周期信号的变化，其

中拍振现象更加明显；轴心轨迹图从一个长轴沿

横向的近似的椭圆形变成了边界清晰的圆面，接

图１４　ωＢ
１
＝５８７ｒａｄ／ｓ时，故障系统的振动响应

Ｆｉｇ．１４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ｔ

ωＢ
１
＝５８７ｒａｄ／ｓ

图１５　ωＢ
２
＝５９９ｒａｄ／ｓ时，故障系统的振动响应

Ｆｉｇ．１５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ｔ

ωＢ
２
＝５９９ｒａｄ／ｓ

图１６　ωＢ
３
＝６１４ｒａｄ／ｓ时，故障系统的振动响应

Ｆｉｇ．１６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ｔ

ωＢ
３
＝６１４ｒａｄ／ｓ

着变成了长轴沿横向的椭圆形；庞加莱截面图从

一条短粗线段变成了一条扁平闭合曲线，接着变

成了一个点，在这段过程中，系统运动经历了从接

近单周期的概周期运动—概周期运动—单周期运

动的变化；在频谱图中，除了高、低压转速对应频

率，还出现了与故障相关的组合频率，在这些故障

组合频率中，随着转速的增大，故障组合频率成分

２犳ｉ－犳ｌ的幅值先增大再减小，与系统的分岔趋势

一致，而故障组合频率成分４犳ｉ－２犳ｈ 的幅值一直

减小至消失，可推断Ｂ分岔区域是由内圈故障特

征频率与低压转子转频组合的组合频率诱发的组

合共振引起的，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共振对应的组

合频率成分仍是２犳ｉ－犳ｌ。

结合图１７、图１８、图１９可发现，在Ｃ分岔区

域内，随着转速的增大，竖直响应信号经历了近似

谐波信号—近似拍振信号—近似谐波信号的变

化，其中的拍振现象变得更加明显；轴心轨迹图从

一个长轴沿纵向的近似的椭圆形变成了边界清晰

的椭圆面，接着变成了一个长轴沿纵向的椭圆环；

庞加莱截面图从一条极小的闭合曲线变成了一条

明显的闭合曲线，接着又变回了一个极小的闭合

曲线，在这段过程中，系统运动经历了从极接近单

周期的概周期运动—概周期运动—极接近单周期

的概周期运动的变化；在频谱图中，除了高、低压

转速对应频率，还出现了内圈故障特征频率以及

与故障相关的组合频率，随着转速的增大，内圈故

障特征频率犳ｉ和故障组合频率成分３犳ｌ－犳ｉ均从

无逐渐增大，再减小至消失，与系统的分岔趋势一

致，而在发生分岔的位置，内圈故障特征频率犳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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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ωＣ
１
＝６８０ｒａｄ／ｓ时，故障系统的振动响应

Ｆｉｇ．１７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ｔωＣ
１
＝６８０ｒａｄ／ｓ

图１８　ωＣ
２
＝６９６ｒａｄ／ｓ时，故障系统的振动响应

Ｆｉｇ．１８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ｔωＣ
２
＝６９６ｒａｄ／ｓ

图１９　ωＣ
３
＝７１１ｒａｄ／ｓ时，故障系统的振动响应

Ｆｉｇ．１９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ｔωＣ
３
＝７１１ｒａｄ／ｓ

所占成分极大，而组合频率３犳ｌ－犳ｉ所占成分极

小，可推断Ｃ分岔区域的分岔主要是由内圈故障

共振引起的。

３　结　论

本文针对含中介轴承内圈局部缺陷的双转子

系统进行动力学建模，得到系统的振动方程，并利

用４阶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法进行数值计算，以低压转

子转速为分岔参数，对无故障双转子系统和含中

介轴承局部缺陷的双转子系统的共振特性进行对

比研究，并对故障系统中出现的组合共振特性着

重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１）相比于无故障系统，故障系统会在主共振

区域以外的区域出现三个分岔区，其中第一个分

岔主要是由于中介轴承内圈故障特征频率与低压

转子转频组合的组合频率诱发的组合共振引起

的，其主导组合频率为２犳ｉ－犳ｌ，同时伴随着较显

著的４犳ｉ－２犳ｈ组合频率成分；第二个分岔主要也

是由于中介轴承内圈故障特征频率与低压转子转

频组合的组合频率诱发的组合共振引起的，其主

导组合频率也为２犳ｉ－犳ｌ，但此时４犳ｉ－２犳ｈ 组合

频率成分不显著；第三个分岔主要是由于中介轴

承内圈故障特征频率诱发的故障共振引起的，对

应频率为犳ｉ。

２）在第一个分岔区域内，随着转速的增大，

系统运动的演化过程为：接近单周期的概周期运

动—概周期运动—接近单周期的概周期运动。在

分岔区内幅值最大处，系统水平方向振动响应表

现为近似拍振，轴心轨迹为长轴沿横向的椭圆面，

且边界模糊并出现尖锐部分。

３）在第二个分岔区域内，随着转速的增大，

系统运动的演化过程为：接近单周期的概周期运

动—概周期运动—单周期运动。在分岔区内幅值

最大处，系统水平方向振动响应表现为近似拍振，

且拍振现象比第一个分岔区的更明显，轴心轨迹

为一个边界清晰的圆面。

４）在第三个分岔区域内，随着转速的增大，

系统运动的演化过程为：极接近单周期的概周期

运动—概周期运动—极接近单周期的概周期运

动。在分岔区内幅值最大处，系统水平方向振动

响应表现为近似拍振，且拍振现象比第二个分岔

区的更明显，轴心轨迹为一个长轴沿纵向的椭

圆面。

本文的研究揭示了在中介轴承内圈出现局部

缺陷的情况下，双转子系统的分岔特性以及各分

４７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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岔区域对应的非线性共振类型，初步阐释了中介

轴承故障机理，对中介轴承故障诊断有一定的指

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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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ｓｈａｆｔｂｅａｒ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ｐｌｕｓ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９，４０（１）：１３１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田晶，艾延廷，赵明，等．考虑弹流润滑影响的表面局部缺陷

中介轴承动力学建模［Ｊ］．振动与冲击２０１９，３８（５）：８０８６．

ＴＩＡＮＪｉｎｇ，ＡＩＹａｎｔｉｎｇ，ＺＨＡＯＭｉｎｇ，ｅ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

ｅｌｉｎｇ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ｓｈａｆｔ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ｗｉｔ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ｏｃａｌｄｅｆｅｃｔｃｏｎ

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ｅｌａｓｔｏｈｙｄｒｏ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ｉ

５７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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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ｈｏｃｋ，２０１９，３８（５）：１３１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孙明伟，张海兵，王海飞．故障转子系统的动力学行为分析

［Ｊ］．中国制造业信息化，２０１２，４１（７）：５０５４．

ＳＵＮＭｉｎｇｗｅｉ，ＺＨＡＮＧＨａｉｂｉｎｇ，ＷＡＮＧＨａｉｆｅｉ．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ｏｆ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ｓｒｏ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Ｊ］．Ｍａ

ｃｈｉｎ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２，

４１（７）：５０５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ＧＡＯＰｅｎｇ，ＨＯＵＬｅｉ，ＹＡＮＧＲｕｉ，ｅｔａｌ．Ｌｏｃａｌｄｅｆｅｃｔｍｏｄ

ｅ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ｓｈａｆｔ

ｂｅａｒｉｎｇｉｎａｄｕａｌｒｏ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２０１９，６８：２９４７．

［２１］　陈会征．挤压油膜阻尼器滚动轴承转子系统非线性动力

学研究［Ｄ］．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２０１７．

ＣＨＥＮＨｕｉｚｈｅｎｇ．Ｓｔｕｄｙｏｎ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ｓｑｕｅｅｚｅ

ｆｉｌｍｄａｍｐｅｒｒｏｌｌｉｎｇｂｅａｒｉｎｇｒｏ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Ｄ］．Ｈａｒｂｉｎ：

Ｈａｒｂｉ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编辑：张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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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量有缺失的无失效小样本轴承

可靠性评估

许凌天１，沈雪瑾１，蒋　爽２，陈晓阳１

（１．上海大学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上海２００４４４

２．上海天安轴承有限公司 测试中心，上海２０１１０８）

摘　　　要：针对有试验性能退化量参数记录、且（或）有部分数据缺失情况的小样本无失效轴承试验问题，

通过由Ｔａｙｌｏｒ和Ｔｈｏｍｐｓｏｎ提出的数据模拟法实现补全样本退化量，结合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自助法扩大样本量，再

根据基于性能退化轨迹的补充信息方法来进行其可靠性评估。选取７组受试轴承的振动退化量，对比在完整

数据和带有缺失数据情况下的分析结果，发现可合理利用原舍弃不合规试验的部分有效信息，使之增加可靠

性评估的样本数，从而得到较不用这些数据更为准确的结果，且所得结果较用完整数据结果绝对值相差在

０．１以内。对比由极大似然估计法和加权ＥＢａｙｅｓ法分析试验寿命数据的结果，发现该方法所得评估结果更

优，与试验实际相比误差在１０％以内，对于提高评估精度及降低试验成本有积极的实际意义。

关　键　词：可靠性评估；性能退化；数据缺失；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随机数据模拟

中图分类号：Ｖ２３３．４；ＴＢ１１４．３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０９

基金项目：国家“十二五”规划项目上海大学子项（Ｄ．５００１０９１５００１）

作者简介：许凌天（１９９４－），男，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小样本无失效轴承可靠性评估。

引用格式：许凌天，沈雪瑾，蒋爽，等．退化量有缺失的无失效小样本轴承可靠性评估［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２０，３５（９）：１９７７１９８７．

ＸＵＬｉｎｇｔｉａｎ，ＳＨＥＮＸｕｅｊｉｎ，ＪＩＡＮＧＳ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ｗｉｔｈ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ｄｅｇｒａ

ｄ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ｕｎｄｅｒ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ｎｏｎｆａｉｌｕｒ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０，３５（９）：１９７７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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犱犲犵狉犪犱犪狋犻狅狀犱犪狋犪狌狀犱犲狉狊犿犪犾犾犪狀犱狀狅狀犳犪犻犾狌狉犲狊犪犿狆犾犲狊

ＸＵＬｉｎｇｔｉａｎ
１，ＳＨＥＮＸｕｅｊｉｎ１，ＪＩＡＮＧＳｈｕａｎｇ２，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ｙａｎｇ１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４４４，Ｃｈｉｎａ；

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ｅｎｔｅｒ，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ｉａｎａｎ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Ｌｉｍｉｔｅ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１１０８，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ｕｎｄｅｒ

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ｎｏｎｆａｉｌｕｒ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ｗａｓｍａｄｅ．Ａ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ｄｒａｎｄｏｍｎｕｍｂｅ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ｂｙＴａｙｌｏｒａｎｄ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ｎｇｓａｍｐｌｅ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ｄａ

ｔａ，ｔｈｅ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ｅｘｐａｎｄ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ｚ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ｔｈ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ｂａ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ｖｉｂｒａ

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７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ｔｅｓｔｅ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ｗａｓ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ａｎｄ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ｔｗａｓ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ｃａｎｏｂｔａｉｎ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ｖａｌｕ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ａ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０．１．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ｆｅｔｉｍｅｄａｔａ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ＥＢａｙｅｓｍｅｔｈ

ｏｄ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Ｉｔ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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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ｗｅｒｅｂｅｔｔ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ｅｒｒｏｒｗａｓｗｉｔｈｉｎ１０％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ｔｅｓｔ，ｓｈｏｗ

ｉｎｇ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ｆｏｒ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ｓｔｃｏｓｔ．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ａｔａ；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ｍｅｔｈｏｄ；ｒａｎｄｏｍｎｕｍｂｅ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轴承是机械系统中最重要的部件之一。随着

装备高速重载化和制造技术飞快发展，对高可靠

性长寿命轴承的要求也再不断提高，要获得产品

高可靠性数据需要长时间的试验。对于试验中得

到的无失效数据，对其进行可靠性评估可以在样

本未失效前得到其准确的可靠性预测，能够极大

的节省试验成本，也有助于在样本失效前做出防

护。所以，对无失效数据可靠性的研究越来越引

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高度重视。傅惠民等［１］提

出一种 Ｗｅｉｂｕｌｌ分布定时无失效数据可靠性分析

方法，在形状参数下限已知的情况下，给出了可靠

度和使用寿命的单侧置信下限，从而能够根据定

时无失效数据对产品进行高置信水平的可靠性评

定；Ｋｗｏｎ
［２３］基于Ｂａｙｅｓ方法，分别针对轴承服从

Ｗｅｉｂｕｌｌ分布和对数正态分布的产品，提出了无

失效样本的可靠性验证方法；夏新涛等［４５］基于最

大熵法，以滚动轴承为研究对象，实现了在轴承概

率分布未知的情况下对其寿命进行无失效数据可

靠性评估。高攀东等［６］通过 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法仿

真，以航空轴承为研究对象，对比了ＥＢａｙｅｓ法和

多层Ｂａｙｅｓ法的优劣性，并对超参数的选值和分

组数的界定提出了建议。

为了节省试验成本，对可靠性试验中投入的

样本量也越来越少，针对轴承小样本情况下的可

靠性评估分析，国内外学者也做了不少的研究。

Ｌｉｎ等
［７］提出了一种数据模拟方法，在小样本数

据的情况下评估了产品的寿命性能；Ｇａｌｅｔｔｏ等
［８］

针对小样本提出了一种Ｂａｙｅｓ分析方法，并将其

用于估计 Ｗｅｉｂｕｌｌ分布的两个参数；高攀东等
［９］

将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与中值无偏矩估计法相结合，并应

用于小样本下 Ｗｅｉｂｕｌｌ分布的参数估计，获得了

准确的评估结果。秦荦晟等［１０］研究了小样本轴

承在竞争失效模式下的可靠性评估，在样本量较

小的情况下提高了可靠性评估精度。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自助法［１１］也受到不少学者的青睐，将其用于在小

样本问题中扩大样本量。

在无失效及小样本情况下，由于样本的寿命

数据很难完全表达其失效信息，许多学者往往分

析样本的退化量作为补充信息来对其进行可靠性

评估。张中益等［１２］通过神经网络模拟计算了球

轴承磨损量与寿命的关系，并且准确预测了球轴

承的寿命；张晓东等［１３］采用残差自回归模型结合

可靠性理论分析了小样本退化数据的可靠性

评估。

有关基于性能退化的可靠性评估已经有了较

为成熟的理论体系［１４１５］，但是对在试验中常遇到

的部分缺失的性能退化数据，如何对其进行可靠

性评估分析却鲜有研究。特别是在试验中经常遇

到的不可抗力因素（陪试件失效、设备跳闸等）得

到了样本还未失效前的数据部分缺失的性能退化

量，若能对此情况下的样本数据进行可靠性评估，

对于降低重复试验次数及减少试验时间具有积极

的实际意义。本文针对此种在基于得到带有性能

退化量且数据有缺失的情况下，对小样本无失效

轴承可靠性评估提出一种思路。用 ＫＳ（Ｋｏｌ

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法检验数据是否服从正态分

布，再 通 过 Ｔａｙｌｏｒ等
［１６］提出的 ＴＴ（Ｔａｙｌｏｒ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数据模拟法利用 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法生成

随机数实现模拟大量的性能退化增量，求得退化

增量服从的正态分布参数后利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自助

法生成大量关于退化增量的“伪”退化量数据扩大

样本量，最后用基于退化轨迹的方法分析大量完

整样本数据得到可靠性评估结果。

１　基于退化轨迹的可靠性分析

基于退化轨迹的可靠性分析由于其计算便

捷、评估效果良好的特点，被广泛的应用于带有性

能退化数据的可靠性评估分析中，本文介绍一种

通过拟合退化量服从的参数得到退化轨迹的方

法，其基本流程如下。

假设对一批产品中的狀个产品进行可靠性试

验，在相同的条件下试验进行若干小时，期间检测

产品的某一性能参数狔的变化情况。比如对参

试产品每隔Δ狋测试一次性能值，对狀个产品均进

行了犿次测试，获得产品性能数据如下：

狔＝

狔１，１ 狔１，２ … 狔１，犿

狔２，１ 狔２，２ … 狔２，犿

  

狔狀，１ 狔狀，２ … 狔狀，

熿

燀

燄

燅犿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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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狔犻，犼表示第犻个样品（犻＝１，２，…，狀），第犼个

测量值（犼＝１，２，…，犿）。假设在狋犼 处测得的狀个

退化数据狔１，犼，狔２，犼…狔３，犼，且这组数据服从正态分

布，则对每一个测试时刻求正态分布的均值＾μ犼 和

σ^犼方差估计值，公式如下：

＾
μ犼 ＝

１

狀
狀

犻＝１

狔犻，犼 （２）

σ^犼 ＝
１

狀
狀

犻＝１

（狔犻，犼 －^μ犼）槡
２ （３）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是可靠性评估中流行的扩大样

本量的方法，在试验样本量较小时效果很好，故本

文利用该方法解决小样本问题中样本量不足的问

题，其实现过程见文献［１１］。通过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

可以得到大量的样本性能退化量，算得所有时刻

点性能退化量服从的正态分布参数，对样本性能

退化均值＾μ犼 和方差σ^犼 进行曲线拟合，得到两个

参数关于时间的退化轨迹表达式。这样产品的可

靠度函数就可以表示为

犚^（狋犼）＝Φ
犾－^μ（狋犼）

σ^（狋犼
［ ］）

（４）

式中犾表示产品的性能失效阈值。在工程实际

中，产品的设计者一般会给定一系列的性能退化

阈值以满足用户的功能需求，有的阈值根据实际

工况由专家给出建议，也有的阈值可由机械结构

自身失效性质进行设定，如轴承保持架的驱动扭

矩［１７］。可利用计算机画出式（４）的函数曲线作为

产品的可靠性曲线，将任意时刻代入式（４）可得产

品各个时刻点的可靠度点估计值。本文将采用

ＫＳ检验法用来检验是否各时刻的退化量都服从

正态分布。

２　带有缺失数据的评估方法

２１　提出方法

Ｔａｙｌｏｒ和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提出的数据模拟法结

合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自助法可以解决在带有缺失性能退

化数据情况下的可靠性评估分析。

将模拟退化量数据分为前一时刻退化量值和

模拟退化增量值。将观察的间隔时间段Δ狋内的

退化量写成式（５）所示。

Δ狔＝

Δ狔１，１ Δ狔１，２ … Δ狔１，犿

Δ狔２，１ Δ狔２，２ … Δ狔２，犿

  

Δ狔狀，１ Δ狔狀，２ … Δ狔狀，

熿

燀

燄

燅犿

（５）

式中Δ狔犻，犼表示第犻个样品（犻＝１，２，…，狀）在第

犼－１次测量至第犼次测量之间的Δ狋小时内退化

量的增量值（犼＝１，２，…，犿）。同理，ＫＳ检验将

被用来验证各时刻是否服从正态分布。ＴＴ数据

模拟法在计算正态分布参数中能够取得良好的效

果，故本文考虑运用此方法模拟性能退化增量以

补全有缺失的数据组。其实现步骤如下：

１）假设在狋犼 时刻下狀个样本的退化数据为

狔１，犼，狔２，犼，…，狔狀，犼，计算它们的平均值。

２）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ｏｌ法
［１８］生成服从均匀分布的

随机样本犲１，犲２，…，犲狀，该均匀分布的下限为
１

狀
－

３（狀－１）

狀槡 ２
，上限为１

狀
＋
３（狀－１）

狀槡 ２
，其中狀表示

原始样本数据的样本个数。

３）计算狋犼时刻下新样本的模拟数据

狕犻′犼 ＝∑
狀

犻＝１

犲犻（狔犻，犼－珔狔犼）＋珔狔犼 （６）

式中狕犻′犼表示狋犼时刻下模拟的第犻′个样本值。

４）步骤１～步骤３重复狀次，狀表示原始样

本数，构成一组新的样本狔犼 ＝（狕１犼，狕２犼，狕３犼，，…，

狕狀犼），计算新样本均值＾μ犅犼和方差^σ犅犼。

５）根据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自助法，将步骤１至步骤

４重复犅次，就可以获得整个犅组在狋犼 时刻下的

均值珘μ犼犮和方差
珓σ犼犮（犮＝１，２，…，犅），并进而求出

ＴＴ数据模拟法的计算结果。

＾
μ犅犼 ＝

１

犅∑
犅

犮＝１

珘
μ犼犮

σ^犅犼 ＝
１

犅∑
犅

犮＝１

珓σ犼犮 （７）

式中珘μ犅犼表示新数据组样本的均值，^σ犅犼表示新数

据组样本的方差。

求出参数＾μ犅犼和^σ犅犼后，根据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自助法

生成服从均值为＾μ犅犼和方差为σ^犅犼的犖 个随机数，

个数犖 与原始样本中需要补充的缺失数据个数

有关。生成的数据表示为 Δ狔１，犼，Δ狔２，犼，…，Δ狔犻，犼

表示为第犼次观察时第犻个样本的退化量增量。

模拟生成的“伪”性能退化数据表示为

狔′犻，犼＝狔犻，犼＋Δ狔犻，犼 （８）

式中狔′犻，犼为第犼次观察时第犻个样本补充后的样本

数据，狔犻，犼为第犼次观察时第犻个样本原始数据或

者第犼－１次观察时第犻个样本补充后的样本数

据，Δ狔犻，犼为生成的第犼次观察时第犻个样本的退

化量增量。

通过ＴＴ数据模拟法得到的狀个正态分布参

数估计值，由于试验的随机性，有些样本缺失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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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多而有些样本缺失的数据会比较多，缺失量

较大的样本对于参数估计的权重比较高，本文采

用加权的方法得到最终的正态分布参数估计μ和

σ。求解方程组（式（９））便可得到μ 和σ 的估

计值。

∑
狀－狇

犻＝１

犿犻
狀
狓＋狇狓＝１

σ＝∑
狀

犻＝１

犿犻
狀
狓σ犻

μ＝∑
狀

犻＝１

犿犻
狀
狓μ

烅

烄

烆
犻

（９）

式中狓为数据组的权重值，μ和σ为退化增量服

从的正态分布函数的均值和方差的估计值，μ犻 和

σ犻为第犻个组的正态分布参数估计值，犿犻 为第犻

个组缺失数据组可用的退化增量个数，狀为完整

数据组可用的退化增量，狇为完整数据组组数。

通过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自助法可以生成大量的各时刻点

退化量数据组，采用文中第１节提到的基于退化

轨迹方法对模拟数据进行分析。带有缺失性能退

化数据的可靠性评估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有缺失性能退化数据的可靠性评估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ｍａｋｉｎｇ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ｗｉｔｈ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

２２　方法验证

对某型号柔性轴承进行可靠性寿命试验，试

验装置见文献［１９］。试验设定的最大截尾时间为

１２００ｈ，主驱动电动机转速为１３５０ｒ／ｍｉｎ，副驱动

电动机转速为１３ｒ／ｍｉｎ，试验中在柔轮长轴位置

施加大小为４００Ｎ 的对称径向力。试验采用

Ｐｏｌｙｔｅｃｐｄｖ１００激光测振仪测量柔轮表面的振动

速度信号，并经计算机处理得到样本振动速度的

有效值。根据柔轮的实际工况，设定振动速度有

效值的阈值为５０ｍｍ／ｓ。试验在达到最大截尾时

间前样本均由于振动速度达到阈值而失效，表１

列出了试验中测得的样本振动速度的有效值。

为了验证计算方法在小样本无失效且有部分

数据缺失情况下的有效性，本文将对表１样本前

６１３ｈ未失效时的振动速度数据做缺失处理，运用

文中第２．１节提出的方法分析处理后的缺失数据

组得到可靠性评估结果，与表１中前６１３ｈ的完整

数据分析得到的可靠性评估结果做对比。前

６１３ｈ的完整数据通过文献［１４１５］提出的退化轨

迹分析法和文献［２０］提出的 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自助法

结合退化量分布的可靠性分析（ＤＤＢＭＣ）法进行

分析，ＤＤＭＢＣ法被证明在小样本基于性能退化

的可靠性分析中有较好的评估效果。假设试验中

遇到的不可抗力因素（如传感器异常、或测量系统

故障、或陪试件失效等），造成样本１、２在某时刻

后的振动速度未能准确记录或试验停止，处理结

果如表２所示。得到的数据处理结果带有因截尾

试验或由于不可抗力导致试验中止时得到性能退

化数据有缺失情况的普遍性。

根据ＫＳ检验法，取显著水平为０．０５时，通

过犎 值判断是否接受假设检验；犎＝０时，表示

接受假设，犎＝１时，表示否定假设。结果表明样

本各个时刻点的退化量和退化增量均符合正态

分布。

根据文中第２．１节中提出的方法，通过计算

机辅助生成大量的“伪”振动速度有效值，利用生

成的样本数据通过文中第１节的分析模型计算样

本轴承的退化轨迹拟合参数。文献［２１］指出，轴

承振动退化轨迹通常用线性模型和指数模型进行

拟合，并表明指数模型有更好的拟合效果，故本文

采用指数函数的形式拟合样本的退化轨迹。将根

据文中第２．１节方法生成的大样本数据整理如式

（１）的形式，再将样本时刻点的振动速度有效值代

入式（２）、式（３）得到各时刻点样本的振动速度有

效值服从的正态分布函数的均值和方差，通过指

数函数拟合后退化轨迹如式（１０）、式（１１）所示。

珘
μ（狋犼）＝ｅ

０．０００８１狋＋３．２８５ （１０）

珓σ（狋犼）＝ｅ
０．０００７６狋＋１．１８７ （１１）

　　将式（１０）、式（１１）代入式（４）可得到可靠性曲

线图。退化轨迹分析法及 ＤＤＭＢＣ法的计算过

程略去，下面仅给出对比结果。表３给出了３种

计算方法分别得到的样本在６１３ｈ及样本最大失

效时间１０３６ｈ的可靠度点估计值犚（狋）的对比结

果，表中狋表示时间。图２给出了３种计算方法

分别得到的可靠性曲线图对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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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某型号柔性轴承可靠性试验观测到的振动速度有效值

犜犪犫犾犲１　犈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狏犪犾狌犲狅犳狏犻犫狉犪狋犻狅狀狊狆犲犲犱狅犫狊犲狉狏犲犱犻狀犪犮犲狉狋犪犻狀狋狔狆犲狅犳犳犾犲狓犻犫犾犲犫犲犪狉犻狀犵犻狀狉犲犾犻犪犫犻犾犻狋狔狋犲狊狋

时间／ｈ
振动速度／（ｍｍ／ｓ）

样本１ 样本２ 样本３ 样本４ 样本５

２４ ２０．５３ ２２．０２ ２６．３９ ２３．０２ ２３．９３

６６ ２６．７４ ２３．３７ ２７．９０ ２４．３６ ２６．７４

１０２ ２９．１３ ２６．８５ ２７．９１ ２７．３６ ２８．１９

１４４ ３０．４０ ２８．３６ ２８．０２ ２８．０７ ３０．０１

１５７ ３０．７０ ３０．３９ ２９．６６ ３０．６５ ３０．７０

１８６ ３１．１５ ３０．５８ ３０．７７ ３０．７８ ３１．０６

２１８ ３２．３６ ３２．８０ ３２．００ ３２．６５ ３１．９０

４５２ ３３．６４ ３５．１３ ３６．００ ３６．９９ ３６．５４

４８８ ３５．７６ ３７．２９ ４０．０３ ３７．２７ ３８．３９

５２７ ３６．４３ ３７．４７ ４０．０４ ３７．６５ ４０．７０

５５８ ３８．４５ ３８．４５ ４０．９４ ３７．６９ ４０．８２

５７４ ３９．６７ ４０．２３ ４０．９７ ３８．０９ ４１．３３

６１３ ４１．５４ ４１．７７ ４１．３７ ３９．６６ ４２．４６

     

１０３６ ５１．７３

表２　经处理后的前６１３犺数据部分缺失的轴承振动速度

犜犪犫犾犲２　犅犲犪狉犻狀犵狊犻狀犮狅犿狆犾犲狋犲狏犻犫狉犪狋犻狅狀狊狆犲犲犱犳狅狉狋犺犲犳犻狉狊狋６１３犺犪犳狋犲狉狆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犵

时间／ｈ
振动速度／（ｍｍ／ｓ）

样本１ 样本２ 样本３ 样本４ 样本５

２４ ２０．５３ ２２．０２ ２６．３９ ２３．０２ ２３．９３

６６ ２６．７４ ２３．３７ ２７．９０ ２４．３６ ２６．７４

１０２ ２９．１３ ２６．８５ ２７．９１ ２７．３６ ２８．１９

１４４ ３０．４０ ２８．３６ ２８．０２ ２８．０７ ３０．０１

１５７ ３０．７０ ３０．３９ ２９．６６ ３０．６５ ３０．７０

１８６ ３１．１５ ３０．５８ ３０．７７ ３０．７８ ３１．０６

２１８ ３２．３６ ３２．８０ ３２．００ ３２．６５ ３１．９０

４５２ ３３．６４ ３５．１３ ３６．００ ３６．９９ ３６．５４

４８８ ３５．７６ ３７．２９ ４０．０３ ３７．２７ ３８．３９

５２７ ３７．４７ ４０．０４ ３７．６５ ４０．７０

５５８ ４０．９４ ３７．６９ ４０．８２

５７４ ４０．９７ ３８．０９ ４１．３３

６１３ ４１．３７ ３９．６６ ４２．４６

１８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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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三种计算方法得到的可靠度点估计值对比

犜犪犫犾犲３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狉犲犾犻犪犫犻犾犻狋狔狆狅犻狀狋犲狊狋犻犿犪狋犲狊

狅犫狋犪犻狀犲犱犫狔狋犺狉犲犲犮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犿犲狋犺狅犱狊

计算方法
可靠度犚（狋）

狋＝６１３ｈ 狋＝１０３６ｈ

ＤＤＢＭＣ法（完整数据组） ０．９４３６ ０．１０７３

退化轨迹法（完整数据组） ０．９２８１ ０．０７１３

本文方法（缺失数据组） ０．８８２１ ０．０５１６

图２　３种计算方法得到的可靠性曲线图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ｔｈｒｅ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由图２可知，本文方法分析性能退化有缺失

的数据组得到的可靠性曲线结果与现有的退化轨

迹分析法、ＤＤＢＭＣ法分析完整数据组得到的结

果很接近，说明该方法利用缺失数据组中的有效

信息扩大可用样本量进行可靠性评估是可行的。

通过表３给出的可靠度点估计值结合试验实际，

在６１３ｈ处样本没有出现失效，３种方法得到的可

靠度点估计值均较高，符合试验结果；在１０３６ｈ

处５个样本均达到阈值而失效，而３种方法在此

时的可靠度点估计值几乎都在０．１以下，验证了

本文方法在基于退化量数据有缺失的情况下得到

的无失效小样本可靠性评估结果是可信的。

３　实例分析

文献［２０］针对某型号滚动轴承进行４０００ｈ

的定时截尾寿命试验。试验机为ＣＧＳ３８超高速

高温轴承试验机，对轴承施加５Ｎ的轴承载荷，试

验转速为５８０００ｒ／ｍｉｎ，试验的最大截尾时间为

４０００ｈ。正式试验前，对受试轴承进行３ｈ的预跑

合。试验样本量为７，根据用户主机工作精度要

求，设定的轴承失效条件为轴承的振动值犃超过

１．５犵（犵表示重力加速度），由于试验仪器的测量

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在试验过程中只有连续３次

出现振动值超过１．５犵，才判定轴承失效。表４记

录了试验样本的振动值，表５为试验结束时轴承

的失效情况。试验中记录的样本振动值及设定的

退化阈值均为有效值。

３１　与完整性能退化数据的对比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的一般性和优越性，本文

同理将对表４数据做缺失处理，运用文中第２．１

节提出的方法分析处理后的缺失数据组得到可靠

性评估结果，与表４中前１３００ｈ的完整数据分析

得到的可靠性评估结果做对比。前１３００ｈ的完

整数据通过文献［１４１５］提出的退化轨迹分析法

和ＤＤＢＭＣ法进行分析。由于本文分析的是无

失效可靠性评估问题，故只对前１３００ｈ的样本振

动量做处理分析，以期得到试验样本在１３００ｈ后

准确的可靠性评估结果，处理结果如表６所示。

根据文中第２．１节模型，同理可得到各时刻

点样本的振动有效值服从的正态分布函数的均值

和方差，通过指数函数拟合后退化轨迹如式（１２）、

式（１３）所示。

珘
μ（狋犼）＝ｅ

０．０００７狋－１．３０５１ （１２）

珓σ（狋犼）＝ｅ
０．０００６狋－１．３８６８ （１３）

　　将式（１２）、式（１３）代入式（４）可得到可靠性曲

线图。按常规思路，可以不分析数据有缺失的样

本１～２，只分析完整的样本３～７数据组，采用退

化轨迹分析法和ＤＤＢＭＣ法也能得到可靠性曲

线图。同时，舍弃数据完整的样本７，分析带有缺

失数据的样本１～６前１３００ｈ的性能退化数据，得

到的可靠性曲线与将表１中前１３００ｈ的原始数据

和前１３００ｈ样本３～７组的性能退化数据分别通过

退化轨迹分析法、ＤＤＢＭＣ法进行分析得到的可靠

性曲线做对比如图３所示。将上述不同计算方法

下对不同样本量分析得到的可靠度点估计值犚（狋）

做定量对比，对比结果如表７所示。

由图３可知，本文方法分析前１３００ｈ缺失性

能数据得到的可靠性曲线与ＤＤＢＭＣ法、退化轨

迹分析法分析前１３００ｈ完整数据得到的可靠性

曲线趋势一致且评估结果更为保守，表７列出的

各个点可靠度点估计值也比较接近，在２０００ｈ内

３种处理方法的相对误差控制在５％以内。由表

７给出的可靠度点估计值结合表５可靠性试验失

效情况，可知在１３００ｈ内试验进行中没有样本损

坏，得到的可靠性评估结果均很高，符合试验情

２８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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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轴承４０００犺振动量试验数据

犜犪犫犾犲４　４０００犺狏犻犫狉犪狋犻狅狀狋犲狊狋犱犪狋犪狅犳犫犲犪狉犻狀犵狊

时间／ｈ
犃／犵

样本１ 样本２ 样本３ 样本４ 样本５ 样本６ 样本７

０ ０．０３００ ０．０８７０ ０．０８４１ ０．１８２５ ０．００２０ ０．１１６３ ０．０９１６

１３０ ０．１８５０ ０．４９４０ ０．１４８４ ０．９６８７ １．０５１６ ０．４６７４ ０．１１３４

２６０ ０．２２２０ ０．２８７０ ０．１６５８ １．１６８０ ０．９１３７ ０．６１５０ ０．１４６８

３９０ ０．２５６５ ０．３０８８ ０．１５８５ １．１９５９ １．２４６９ ０．９４９２ ０．１１９５

５２０ ０．１７０４ ０．２７５０ ０．１６４３ ０．６５２１ １．５６００ ０．９７１３ ０．１５７９

６５０ ０．１９００ ０．８１０４ ０．１４５３ １．０１１０ １．２８３２ ０．９８４４ ０．１７２５

７８０ ０．２１８９ ０．６３６８ ０．１５８３ ０．８４２８ １．１０３０ ０．９７９８ ０．１８０７

９１０ ０．２０４４ ０．５４２１ ０．１８８５ ０．５０５７ １．００５５ ０．８９４５ ０．１８９４

１０４０ ０．２２４４ ０．６１１７ ０．１４６６ ０．５８１２ １．２９６４ ０．８７３６ ０．１４５８

１１７０ ０．２２５６ ０．４０６４ ０．１８２５ ０．３６８６ １．３３０３ ０．９０５８ ０．１３３８

１３００ ０．２３０５ ０．３７８０ ０．３５７４ ０．５５４７ １．３６８８ ０．９４１８ ０．１４３３

       

４０００ １．２５４９ １．０７５４

表５　试验结束时轴承的失效情况

犜犪犫犾犲５　犅犲犪狉犻狀犵狊犳犪犻犾狌狉犲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犪狋狋犺犲犲狀犱狅犳狋犺犲狋犲狊狋

参数 样本１ 样本２ 样本３ 样本４ 样本５ 样本６ 样本７

状态 失效 失效 失效 失效 失效 未失效 未失效

试验时间／ｈ １３１３ ２２８８ ２４７２ ２５０６ ３３８２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表６　经处理后的前１３００犺数据部分缺失的轴承振动有效值

犜犪犫犾犲６　犈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狏犪犾狌犲狅犳犫犲犪狉犻狀犵狊犻狀犮狅犿狆犾犲狋犲狏犻犫狉犪狋犻狅狀狏犪犾狌犲狊犳狅狉狋犺犲犳犻狉狊狋１３００犺犪犳狋犲狉狆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犵

时间／ｈ
犃／犵

样本１ 样本２ 样本３ 样本４ 样本５ 样本６ 样本７

０ ０．０３００ ０．０８７０ ０．０８４１ ０．１８２５ ０．００２０ ０．１１６３ ０．０９１６

１３０ ０．１８５０ ０．４９４０ ０．１４８４ ０．９６８７ １．０５１６ ０．４６７４ ０．１１３４

２６０ ０．２２２０ ０．２８７０ ０．１６５８ １．１６８０ ０．９１３７ ０．６１５０ ０．１４６８

３９０ ０．２５６５ ０．３０８８ ０．１５８５ １．１９５９ １．２４６９ ０．９４９２ ０．１１９５

５２０ ０．１７０４ ０．２７５０ ０．１６４３ ０．６５２１ １．５６００ ０．９７１３ ０．１５７９

６５０ ０．８１０４ ０．１４５３ １．０１１０ １．２８３２ ０．９８４４ ０．１７２５

７８０ ０．６３６８ ０．１５８３ ０．８４２８ １．１０３０ ０．９７９８ ０．１８０７

９１０ ０．１８８５ ０．５０５７ １．００５５ ０．８９４５ ０．１８９４

１０４０ ０．０８４１ ０．１８２５ １．２９６４ ０．８７３６ ０．１４５８

１１７０ ０．１８２５ ０．３６８６ １．３３０３ ０．９０５８ ０．１３３８

１３００ ０．３５７４ ０．５５４７ １．３６８８ ０．９４１８ ０．１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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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计算方法下对不同样本量的可靠性曲线图

对比结果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ｓ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况；在２０００ｈ试验样本的失效率为０．１４３，本文方

法得到分析前１３００ｈ缺失性能数据得到的该点

可靠度估计值为０．６８５３，相较不用这些数据得到

的点估计值更加接近试验实际；在２５００ｈ试验样

本的失效率为０．４２８，此时不用数据有缺失的样

本得到的失效概率估计值超过了０．７５，而本文方

法得到该点可靠度点估计值为０．４７８５，与试验实

际相符合；在３０００ｈ试验样本的失效率达到了

０．５７１，本文方法在该点的可靠度点估计值为

０．３１８３，得到了略为保守的估计值，而此时不用

数据有缺失的样本得到的失效率在０．９上下，已

经完全不可信，验证了本文方法在处理带有缺失

性能退化数据情况下得到的可靠性评估是可信

的，可以得到较不用这些数据更为准确的评估

结果。

表７　不同计算方法下对不同样本量的可靠度点估计值结果对比

犜犪犫犾犲７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狉犲犾犻犪犫犻犾犻狋狔狆狅犻狀狋犲狊狋犻犿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犪犿狆犾犲狊犻狕犲狊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犿犲狋犺狅犱狊

计算方法
可靠度犚（狋）

狋＝１０００ｈ 狋＝２０００ｈ 狋＝２５００ｈ 狋＝３０００ｈ

ＤＤＢＭＣ法（完整数据组１～７） ０．９８１２ ０．７２ ０．５５２６ ０．４２４３

ＤＤＢＭＣ法（完整数据组３～７） ０．９７４ ０．４９３１ ０．２２５７ ０．０８２７

本文方法（缺失数据组１～７） ０．９８１９ ０．６８５３ ０．４７８５ ０．３１８３

退化轨迹法（完整数据组１～７） ０．９８１７ ０．７０２９ ０．５０６１ ０．３４９２

退化轨迹法（完整数据组３～７） ０．９５４６ ０．４７２９ ０．２４７８ ０．１１８２

本文方法（缺失数据组１～６） ０．９６８６ ０．６３６５ ０．４４３８ ０．３０３３

　　同时，发现运用本文方法分析前１３００ｈ带有

缺失数据的样本１～６的可靠性评估结果较ＤＤ

ＢＭＣ法、退化轨迹分析法分析前１３００ｈ完整数

据组的可靠性评估结果略为保守。得到的可靠度

点估计值与ＤＤＢＭＣ法、退化轨迹分析法分析前

１３００ｈ完整样本数据的结果有一定差异，绝对值

差异控制在１０％左右，对比前文得到的试验实际

失效率得到了保守的可靠度评估结果，但大体上

仍符合试验实际，评估结果明显好于较不分析前

１３００ｈ带有缺失数据的样本得到的评估结果，说

明尽管舍弃了一组完整的样本数据，但试验中得

到的数据有缺失的样本仍在可靠性评估中有一定

的作用，对于试验中由于不可抗力造成了数据缺

失后又因为条件限制不能重新再做完整试验的情

况下本文仍能得到相对较准确的评估结果，从而

在减少完整试验样本降低试验成本方面具有积极

意义。

３２　与寿命数据可靠性评估结果对比分析

针对试验得到的表５寿命数据，考虑采用极

大似然估计法进行参数的估计。对随机截尾试验

寿命数据的极大似然函数可以表示为式（１４）的

形式。

犔（β，η）＝
狀

犻＝１

［犳（狋犻，β，η）］
λ犻［１－犉（狋犻，β，η）］

１－λ犻

（１４）

式中β和η分别是 Ｗｅｉｂｕｌｌ分布的形状参数和尺

度参数，犳（狋犻，β，η）是 Ｗｅｉｂｕｌｌ分布的概率密度函

数，犉（狋犻，β，η）是 Ｗｅｉｂｕｌｌ分布的概率分布函数，狋犻

表示第犻个样本的试验数据，如果狋犻是失效数据，

则λ犻＝１；如果狋犻是截尾数据，则λ犻＝０。β和η可

通过求解方程组（式（１５））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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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β
＋

狀

犻＝１

λ犻ｌｎ狋犻


狀

犻＝１

λ犻

－

狀

犻＝１

狋β犻ｌｎ狋犻


狀

犻＝１

狋β犻

＝０

η
β＝

狀

犻＝１

狋β犻


狀

犻＝１

λ犻

（１５）

　　为了与不同的无失效数据可靠性分析方法做

比较，考虑将表５轴承完全寿命数据处理成无失

效寿命数据，通过文献［２２］提出的加权ＥＢａｙｅｓ法

评估可靠性分析处理后的无失效寿命数据，该方法

被证明可以对寿命服从威布尔分布的产品进行无

失效寿命数据的可靠性评估，且比传统Ｂａｙｅｓ法有

更好的适用性。处理方法为将样本１～２的截尾时

间和前文假设的试验中断时间一致，样本３～７的

截尾时间在样本完全失效寿命之前均匀选取。本

文仅列出处理试验前２０００ｈ的无失效寿命数据，

得到处理后的无失效寿命数据如表８所示。

表８　经处理后的前２０００犺轴承无失效寿命数据

犜犪犫犾犲８　犅犲犪狉犻狀犵狊狕犲狉狅犳犪犻犾狌狉犲犾犻犳犲狋犻犿犲犱犪狋犪犪犳狋犲狉狆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犵犳狅狉狋犺犲犳犻狉狊狋２０００犺

参数 样本１ 样本２ 样本３ 样本４ 样本５ 样本６ 样本７

状态 未失效 未失效 未失效 未失效 未失效 未失效 未失效

试验时间／ｈ ５２０ ７８０ １０２０ １２６０ １５００ １７６０ ２０００

　　通过极大似然估计法算得轴承的形状参数

β＝３１７５，尺度参数η＝３．５６。将表８的无失效数

据通过加权ＥＢａｙｅｓ法评估可靠性，算得轴承的

形状参数β＝６４８５．５，尺度参数η＝１．０２０９。式

（１６）给出了产品服从双参数 Ｗｅｉｂｕｌｌ分布的可靠

度函数表达式，将形状参数β和尺度参数η代入

式（１６）便可得到轴承的可靠性曲线图。

犉（狓）＝ｅｘｐ －
狋（ ）η［ ］

β

（１６）

　　将极大似然估计法分析表５完全失效寿命的

结果与加权ＥＢａｙｅｓ法分析前２０００ｈ的无失效

寿命数据结果和本文方法分析前１３００ｈ缺失退

化数据结果分别得到的可靠性曲线图做对比，如

图４所示。

图４　不同分析方式分析无失效寿命及退化数据得到的

可靠性曲线图对比结果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ｚｅｒｏｆａｉｌｕｒｅｌｉｆｅｔｉｍｅｄａｔａａｎｄ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由图４可知，运用本文方法分析前１３００ｈ带

有缺失性能退化数据与极大似然估计法分析完全

失效寿命数据得到的曲线结果趋势很接近且评估

结果更偏于保守，验证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而

加权ＥＢａｙｅｓ法分析结果在没有性能退化数据的

情况下评估结果容易受样本分组及截尾时间的影

响，从图４上反映出曲线的退化趋势与前两种分

析方法相去甚远。结合试验在前２０００ｈ可靠性

较高的实际，发现加权ＥＢａｙｅｓ法仅在１８００～

２０００ｈ的评估结果略优于本文，其余时间段的评

估明显过于保守，对样本的可靠性评判不够准确。

将极大似然估计法分析完全失效寿命的结果

与加权ＥＢａｙｅｓ法分析前２０００ｈ的无失效寿命

数据结果和本文方法分析前１３００ｈ缺失退化数

据结果分别得到的某几个点可靠度点估计值犚（狋）

做对比，得到对比结果如表９所示。

由表９给出的可靠度点估计值结合试验实际

可知，加权ＥＢａｙｅｓ法分析表８中前２０００ｈ无失

效寿命数据得到的评估结果在１０００ｈ处显得过

低，同时在２５００～３０００ｈ过程中试验的实际失效

率在０．４８～０．５７之间，加权ＥＢａｙｅｓ法的评估结

果不符合实际，对样本的可靠度评估不够准确；对

比极大似然估计法得到的结果，本文方法分析得

到的估计结果在试验还未开始失效时评估结果会

更加偏于保守，在试验２５００～３０００ｈ阶段相比更

加符合试验实际，其评估效果也明显优于加权Ｅ

Ｂａｙｅｓ法分析表８无失效寿命数据得到的评估结

果，验证了在前１３００ｈ没有样本失效的情况下，

本文通过分析样本部分缺失的性能退化数据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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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不同分析方式得到的可靠度估计值结果对比

犜犪犫犾犲９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狉犲犾犻犪犫犻犾犻狋狔犲狊狋犻犿犪狋犻狅狀狅犫狋犪犻狀犲犱犫狔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犿犲狋犺狅犱狊

计算方法
可靠度犚（狋）

狋＝１０００ｈ 狋＝２０００ｈ 狋＝２５００ｈ 狋＝３０００ｈ

极大似然法（完全失效寿命） ０．９８３７ ０．８２４５ ０．６５２４ ０．４４１７

本文方法（缺失数据组１～７） ０．９８１９ ０．６８５３ ０．４７８５ ０．３１８３

加权ＥＢａｙｅｓ法（无失效寿命） ０．８６２２ ０．７４０２ ０．６８５３ ０．６３４３

以得到较为准确的可靠性评估结果，为该种情况

下的无失效数据可靠性分析提供了一种思路。

４　结　论

１）针对无失效小样本轴承可靠性试验中经

常遇到的带有性能退化量且数据有缺失的情况提

出了一种可靠性分析方法。运用ＴＴ数据模拟法

结合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自助法可以根据缺失部分的有效

信息补全数据组并扩大样本量，最后通过基于退

化轨迹的分析方法得到可靠性评估结果，并经实

例证明可行。

２）通过对比发现，弃用或合理利用带有数据

缺失的样本会对可靠性评估精度造成影响，本文

方法因充分利用缺失数据组中有效信息而增大可

利用样本量，提高了此情况下小样本轴承试验的

可靠性评估精度。

３）基于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可靠性试验中断

前得到的部分性能退化数据仍包含试验样本的性

能退化信息，通过充分利用其有效信息而扩大可

靠性评估中的可用样本量，对提高评估准确性或

减少必要的完整试验组数，以降低试验成本的想

法可行且有积极的实际意义。

４）与极大似然估计法分析试验得到的完全

寿命数据结果对比发现，传统基于无失效寿命数

据的可靠性分析方法（如加权ＥＢａｙｅｓ法）在不结

合样本性能退化数据时进行可靠性分析具有一定

的局限性，而分析样本失效前的部分性能退化数

据可以得到较基于寿命数据下更准确的结果，提

高了无失效数据下的可靠性评估精度，为无失效

数据可靠性评估提供了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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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粒子模拟的舱内布局对霍尔推进器

真空羽流的影响

王军伟，张　磊，龚　洁，韩　潇，刘　然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９４）

摘　　　要：对霍尔推进器地面测试过程中真空环境下的羽流流场进行模拟研究，通过直接蒙特卡洛

（ＤＳＭＣ）方法进行多种布局方式下的系列数值模拟，重点研究地面测试设施中舱内的抽氙冷板、束流挡板在

不同布局环境下对真空羽流流场的影响。数值模拟结果显示：抽氙冷板的布局位置对羽流流场影响较不明

显，但应考虑舱内各处均布以防压力局部集聚过高形成阻力；束流挡板对返流粒子的抑制作用明显，对抽氙冷

板等具有较好的防护功能，但也同时改变了羽流流场分布，甚至会影响到推进器的放电特性和性能表现。通

过该数值模拟方法可以实现对舱内工艺设备的设计指导，对抽氙冷板、束流挡板等进行布局优化，继而为推进

器地面测试提供更为有效的测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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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ｍ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ｅｓ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ｏｒｇｒｏｕｎｄｔｅｓｔｓ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ｖａｃｕｕｍｆｉｅｌｄ；ｐｌｕｍｅ；ｄｉｒｅｃ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真空羽流是指推进器工作时，其喷流向外部

真空环境膨胀形成的羽毛状流场。传统化学推

进羽流的成分主要是化学反应产生的中性分子

和原子，其运动速度较低且无电磁场的影响；而

电推进羽流的成分是推进工质电离产生的等离

子体及溅射污染物等，且运动速度较高，电磁场

强烈耦合。

电推进地面测试系统中，由于真空获得泵组

抽速限制和真空设备的泄漏放气等特点，所有模

拟真空设备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本底气体。当推进

气体工质（主要为氙气工质）进入真空舱时，背景

压力会瞬间升高，直至泵组抽速、设备泄漏率和推

进器供给流量达到平衡。因此，电推进系统在地

面模拟真空环境下的测试存在影响其性能预测的

局限性。研究发现目前模拟真空环境对推进系统

的地面测试影响主要包括推进器性能和寿命、羽

流效应以及溅射污染等方面的影响，不同的真空

环境下推进器性能、背景气体返流、电离特性、推

进器溅射污染和振荡均有影响［１３］。对于较小功

率电推进系统在现有试验能力下均能满足其测试

要求，但未来对于大功率、长寿命电推进系统要求

更大、功能更有效的地面真空环境设施保障，以此

获取试验过程中精确的性能参数和验证数据。随

着推进器功率等级、流量和寿命等能力的不断提

高，真空环境下电推进的测试影响受地面模拟真

空环境（空间尺寸、背景气体压力、内部工艺设备

布局等）的影响也愈来愈大，其真空环境下推进器

的耦合影响已成为阻碍推进技术发展和研究的重

要议题［４］。

由于真空容器的体积一般较大，内部工艺设

备布局复杂，导致内部羽流环境压力及温度流场

较为复杂，因此难以通过传统计算方法进行设

计［５７］。本文采用直接蒙特卡洛（ＤＳＭＣ）方法对

真空羽流流场进行数值模拟研究，通过对抽氙冷

板、束流挡板的布局变换探究其对真空羽流流场

的影响，为后续电推进系统性能改进与验证提供

保证，最终实现为电推进真空测试试验及测试成

套设备制定标准和指导方针的目的，特别是随着

未来大功率、长寿命电推进系统的开发，这种需求

变得尤为迫切。

美国Ｍｉｃｈｉｇａｎ大学Ｂｏｙｄ等人
［８］采用ＤＳＭＣ

方法，建立了氙气工质从霍尔推进器扩散到真空

舱室内的流动模型，并将仿真结果与试验压力测

量值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地面模拟真空的有限压

力有许多不良影响。例如：地面测试过程中推进

器产生的推力更高，羽流更大，地面试验的羽流发

散角比空间试验更大。图１为 ＮＡＳＡ格林研究

中心Ｙｉｍ等人
［９］采用ＤＳＭＣ方法，通过一系列流

场模拟对地面试验真空装置中的总气体密度

（狀ｔｏｔａｌ）和背景气体密度（狀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等参数进行了详

细分析，研究的重点是背景气体本身而非评估其

和推进器运行的相互作用。研究认为背景气体在

试验过程中具有显著的速度，气体速度对推进器压

力的正确测量和充气流量的计算有较大影响，因此

需要将这些影响考虑在内，以正确描述推进器在不

同地面试验真空设备上的运行特性。此外，Ｍｉｃｈｉ

ｇａｎ大学 Ｗａｌｋｅｒ等人研究了不同工质流量下地面

真空环境内压力云图的函数关系，利用三维非结构

化ＤＳＭＣ方法立了计算模型，并在测试设备内安

装有５个校准的ＢａｙａｒｄＡｌｐｅｒｔ（ＢＡ）热阴极电离

规进行验证，对试验结果和数值结果进行了比对，

试验和计算数据显示了相同的趋势［１０］。

图１　ＮＡＳＡ格林研究中心真空流场计算模型

Ｆｉｇ．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ＮＡＳＡＧｌｅｎ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

美国Ｇｅｏｒｇｉａ大学Ｆｒｉｅｍａｎ等人提出了背景

气体返流模型与方法，如图２所示，研究了真空试

验装置中背景气体流动与霍尔推进器（ＨＥＴ）的

耦合问题。针对不同真空环境几何形状和泵位布

局，建立了设备背景流场分析模型。研究表明在

试验不确定度范围内，利用５ｋＷＰ５和１．５ｋＷ

ＳＰＴ１００预测以往的经验数据，背景气体返流模

９８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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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典型推进器模拟真空环境下气体返流模型

Ｆｉｇ．２　Ｇａｓｒｅｇｕｒｇｉｔ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ｔｈｒｕｓｔｅｒｓｕｎｄｅ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ｖａｃｕｕｍ

型计算与经验测量值接近７０％
［１１１２］，图中相关物

理量含义参见文献［１１１２］。

１　羽流数值模拟过程

ＤＳＭＣ粒子模拟方法是模拟稀薄气体流动

问题的常用有效手段，适用于分子间的平均距离

远大于分子直径的流体力学问题，可以有效地模

拟稀薄气体的流动问题，用来计算非定常流的过

渡流场［１３１４］。该方法采用随机过程描述分子间的

碰撞，这就要求被模拟的气体分子呈杂乱无章的

状态，而且分子间的距离较大，通常克努森数犓狀

介于０．１～１０之间。从均匀稳定流态开始，模拟

过程中的时间参数可通过真实流动的物理时间来

认定。将物理空间划分若干个单元网格，以便选

择相互碰撞的分子对和对宏观流动进行抽样。通

常空间网格按照三维来处理，模拟分子的位置和

速度都是连续分布的，并且在计算机循环误差范

围内，质量、动量和能量是守恒的。

电子流体模型采用效率和精确性方面均较好

的混合粒子模拟ＰＩＣ（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ｎｃｅｌｌ）方法，适合

进行航天器电推进羽流问题的数值模拟。使用

ＤＳＭＣ方法，引入大量的模拟粒子，根据一定的

物理模型，模拟粒子之间的碰撞；引入ＰＩＣ方法，

将羽流流场的粒子分配到网格节点上，得到羽流

流场的电场分布，模拟电场作用下羽流流场中的

粒子运动［１５１６］。电推进器的工质是氙单质，经过

在电离室与电子的碰撞，羽流场中会存在多种粒

子，其中主要包含Ｘｅ、Ｘｅ＋和 Ｘｅ２＋这３种粒子。

重点考虑其中的两种碰撞：①动量碰撞，视为弹性

碰撞，用可变硬球模型来模拟；②电荷交换碰撞

（ｃｈａｒｇ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即 Ｘｅ、Ｘｅ
＋ 和 Ｘｅ、

Ｘｅ２＋之间的碰撞，具体表现为高速运动的Ｘｅ＋和

Ｘｅ２＋与低速Ｘｅ发生碰撞，产生低速运动的Ｘｅ＋

和Ｘｅ２＋和高速运动的Ｘｅ（原子）。跟踪粒子在运

动时间狋内发生碰撞的概率为

犘（狋）＝１－ｅｘｐ －∫
狋

０
狀犞ｒ犛ｔｄ（ ）狋 （１）

式中狀为背景粒子数，犞ｒ 为碰撞粒子的相对速

度，犛ｔ为碰撞截面面积。在计算过程中，每个时

间步长内粒子的碰撞概率为

犘＝１－ｅｘｐ（－狀犞ｒ犛ｔΔ狋） （２）

　　得到粒子碰撞的概率后，采用“舍选抽样”的

方法判断粒子是否发生碰撞，即利用随机数程序

产生随机数ｒａｎｄ，将该随机数与碰撞概率犘作比

较，决定离子是否发生碰撞。

本研究中用于模型建立的真空环境设备由主

舱与副舱组成，主舱尺寸为３ｍ×６ｍ，副舱尺寸

为１ｍ×１ｍ，中间通过大型高真空插板阀实现通

断。舱内氙气抽除通过低温冷头驱动抽氙冷板

（氙泵）的方式实现，此外舱内还配有束流挡板用

于高能粒子的溅射防护。根据优化原则及实际情

况，本研究拟定图３中４种模型方案。

方案１：推进器置于前方端部位置，抽氙冷板

（６块）全部集中在同侧端部，内部无防护装置；方

案２：推进器置于前方端部位置，抽氙冷板（４前２

后）前后分布，内部无防护装置；方案３：推进器置

于前方端部位置，抽氙冷板（６块）全部集中在前

０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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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研究目标模型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ｅｓｔ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端部一侧，防护装置采用推进器周围布置多层挡

板的形式；方案４：推进器置于前方端部位置，抽

氙冷板（６块）全部集中在前端部一侧，防护装置

采用束流挡板并置于后端部面对羽流方向位置。

根据前述方案建立非结构化网格如图４所

示，为减少计算量，在计算中采用一半的网格，降

低网格数量。为尽量与真实舱体结构符合，建立

网格时同时考虑了主舱及副舱，但同时也忽略了

一些细节。舱内抽氙冷板尺寸及其与推进器之间

的相对位置关系、束流挡板结构及位置一致。抽

氙冷板共设置为６块，抽氙冷板表面设置为自由

边界，即氙粒子到达抽氙冷板上随即删除该粒子。

由于网格结构比较复杂，为了能够比较全面

地展示舱内粒子分布情况，图５中采取上下两图

不同截面的方式进行说明，下半图采用水平截面，

上半图采用与水平面成２２．５°偏角的平面，该平

面包含１个抽氙冷板，方便进行对比分析。

图４　网格划分示意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ｍｅｓｈｉｎｇ

图５　分析截面示意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初始化参数根据以往经验总结设置：推进器流

量由给定的流量：１６０ｍＬ／ｍｉｎ，按照Ｘｅ（原子）：Ｘｅ＋

（１价）∶Ｘｅ２＋（２价）＝４∶４∶１的粒子数比分配，

经计算，设定为：３．１８５１９×１０１９、３．１８５１９×１０１９、

７．９６２９６×１０１８ｓ－１。离子的宏观速度如表１所示，进

表１　推进器模拟的基本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犅犪狊犻犮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狋犺狉狌狊狋犲狉

参数 数值

出口外径／ｍｍ １００

出口内径／ｍｍ ６０

总流量／（ｍＬ／ｍｉｎ） １６０

羽流发散角／（°） ４５

１价氙离子速度／（ｍ／ｓ） １８０００

２价氙离子速度／（ｍ／ｓ） ２５４５６

氙原子温度／Ｋ ２７３

氙离子温度／ｅＶ ４

壁面温度／Ｋ ３００

等温模型参考温度／ｅＶ ３．５

参考电子密度／１０１６ｍ－３ １．０

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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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流场时的热速度根据离子温度遵循 Ｍａｘｗｅｌｌ

分布随机生成，最终其实际速度为宏观速度与热

速度的之和。对于离子热速度信息缺乏实际的测

量结果，参考电子温度估计为３．５ｅＶ。所有边界

电场强度设置为０Ｖ／ｍ。

设定所有粒子撞击真空容器及束流挡板壁面

后中和成中性粒子，碰撞反射符合 Ｍａｘｗｅｌｌ模

型。除抽氙冷板和推进器壁面是粒子出口外，粒

子从其他边界面无法逃出。粒子与本底气体及壁

面的溅射效应暂不考虑。

２　结果分析与优化研究

２１　舱内压力分布

舱内背景压力是影响地面电推进试验测量数

据的主要影响因素。舱内压强由Ｘｅ、Ｘｅ＋及Ｘｅ２＋

粒子数密度构成。其中氙原子速度较慢，积聚效

应明显，同时由于氙离子撞击壁面后变为氙原子，

因此氙原子数量高于氙离子，是真空压力分布的

主要构成部分。

如图６所示，方案１中抽氙冷板集中于前端

部推进器所在位置，因而能够保证推进器周围压

力环境明显低于方案２布局。方案３和方案４舱

内抽氙冷板位置相同，不同的是束流挡板的位置

布局。从舱内压力的分布上来看，由于霍尔推进

器羽流发散角较大，方案３中位于抽氙冷板与推

进器之间的束流挡板布置可以有效实现羽流粒子

对抽氙冷板的防护，但其同时干扰了推进器羽流

流场，影响了舱内羽流分布，造成舱内后段粒子数

密度显著增大，其主要原因是速度较大的Ｘｅ＋离

子及 ＣＥＸ（ｃｈａｒｇ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粒子撞击

束流挡板后失去电荷，速度降至热运动速度，造成

粒子积聚。方案４中羽流粒子撞击束流挡板后进

入后侧封头处，造成封头内粒子积聚，压强增大，

束流挡板前方压强低于方案３，因此该种结构布

局可以有效捕获高能粒子，但从图中可以看出束

流挡板后方需要增加抽氙冷板，以提供气体出口

图６　舱内压强分布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ｃａｂｉｎ

进一步降低封头处压强。图６中横坐标狓为舱体

轴向位置，纵坐标狉为舱体径向位置。

２２　犡犲
＋离子数密度分布

Ｘｅ＋离子具有较高的密度和速度，是电推进

器羽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图７显示了４种方案下

舱内Ｘｅ＋离子数的密度分布。图中可以看出，方

案１和方案２对舱内Ｘｅ＋离子数密度分布影响不

大，而方案３前部的束流挡板有效限制了推进器

出口附近向后扩散的ＣＥＸ离子及大羽流扩散角

的Ｘｅ＋离子分布，方案４的束流挡板则大幅降低

了舱后段封头位置处的Ｘｅ＋离子分布。

２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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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Ｘｅ
＋离子分布云图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Ｘｅ
＋

２３　犡犲
＋离子速度分布

Ｘｅ＋离子是粒子数密度中最大的组成部分，

由于其速度较高，因此是羽流流场中影响能量分

布的重要部分，是分析力效应、热效应及溅射污染

效应时的主要因素。图８展示了各个方案下的

Ｘｅ＋离子速度（狌）分布。

从图８可以看出抽氙冷板位置由于距离羽流

区较远，对Ｘｅ＋的速度分布的影响不大。通过对比

可以看出，方案３和方案４中的束流挡板显著降低

了其后方Ｘｅ＋离子的速度，使得Ｘｅ＋离子对抽氙冷

板的溅射效应显著降低。方案３中的环形束流挡

板对羽流流场的影响较大，对比可以看出，推进器

图８　Ｘｅ
＋离子速度分布云图

Ｆｉｇ．８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Ｘｅ
＋

出口附近的ＣＥＸ粒子直接撞击在最内侧的束流挡

板平面上，继而变为低速运动的氙原子，后续的氙

离子与束流挡板周围的氙原子进一步发生电荷交

换碰撞，进而导致推进器出口喷出的高速Ｘｅ＋离子

的羽流发散角降低，最终影响羽流流场。方案４中

的端部束流挡板对其附近及封头处Ｘｅ＋离子的速

度降低作用明显，对羽流核心区域影响较小。

综合以上的分析结果，给出优化建议：在保证

同等抽速条件下抽氙冷板的布置方式与方案２相

同，即在推进器后方设置４块抽氙冷板用于为推进

器出口位置提供良好的本底环境。同时，将方案４

中的端部束流挡板位置前移，其余２块抽氙冷板置

于束流挡板后方，使得氙原子进入束流挡板后方后

被及时抽除，从而最大幅度地降低抽氙冷板对羽流

流场的影响，同时增大抽氙冷板的吸附效率。

３　结　论

对４种布局方案进行模拟对比分析可知：

１）抽氙冷板的布局位置对羽流流场影响较

不明显，推进器周围布局更多的抽氙冷板可为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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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提供更大面积的出口，有利于为推进器点火

提供更好的本底真空环境，但舱体内远离推进器

的位置也应考虑一定数量的抽氙冷板以防压力局

部集聚过高形成阻力。

２）方案３中位于推进器前部的环形束流挡

板对羽流流场影响较大，其影响了推进器出口附

近粒子的分布，使得大部分粒子处于束流挡板后

方，增大了舱体后段的粒子数密度，导致压强升

高。该方案中束流挡板对抽氙冷板的溅射防护效

果明显，但也同时改变了羽流的流场分布，导致对

大羽流发散角推进器羽流的测量误差的增大。

３）方案４中的端部束流挡板对羽流流场影

响较小，同时对返流粒子的抑制作用明显。束

流挡板能够将来流的高能粒子变为慢速的氙原

子，通过设置的束流挡板角度使得氙原子进入

其后方的封头内，对封头内的氙原子也具有较

好的“密封”作用，抑制了返流的氙原子与来流

高能Ｘｅ粒子间的ＣＥＸ碰撞，但存在的问题是封

头处的压强较大，应该增加抽氙冷板对其中的

氙气粒子进行有效抽除。

４）由于设备效应的影响，电推进技术已经

发展到必须为测试设备制定标准指导方针的地

步，以确保可靠的深空探测推进系统开发和测

试［１７１８］。特别是随着未来大功率、长寿命推进

器的开发，这种技术变得尤为迫切。通过探寻

内部真空环境布局对羽流流场的影响，有益于

开展推进系统真空环境下的测试等效性及有效

性偏差研究，可为后续我国深空探测型号实施

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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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不同组分推进剂对固体燃料冲压发动机（ＳＦＲＪ）燃烧性能的影响，以添加了石蜡、炭黑以

及炭纤维的聚乙烯（ＰＥ）为推进剂，采用连管点火实验装置对ＳＦＲＪ进行了研究。用扫描电镜观测了燃烧后的

燃面形貌。用三维扫描仪和数据重构方法获得了燃速三维分布。根据实验所获数据进一步计算得到不同工

况下ＳＦＲＪ工作性能参数。结果表明：加入５％的炭纤维会阻碍聚乙烯基推进剂燃烧表面的机械剥蚀，影响热

解过程，使其无法自持燃烧。通过燃速三维分布发现了开尔文亥姆霍兹不稳定现象。在聚乙烯基推进剂中

添加炭黑和石蜡均能够提高燃速，石蜡影响更明显。石蜡质量分数为３０％、５０％以及纯石蜡的推进剂比聚乙

烯分别提高了３７．５％、５１．４％和５４４％。最后拟合得到了聚乙烯基推进剂平均燃速与石蜡质量分数呈指数递

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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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体燃料冲压发动机（ＳＦＲＪ）因其安全性高、

可靠性好、成本低廉、结构简单等特点，在世界范

围内吸引了广泛关注［１］。多数国家都针对ＳＦＲＪ

相关技术相继开展了研究工作。ＳＦＲＪ工作性能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推进剂的燃烧性能，而在

ＳＦＲＪ工作过程中，推进剂燃烧性能对推进剂本

身性能、发动机的结构、飞行状态以及空域变化等

因素影响较为敏感。因此，针对固体燃料冲压发

动机的推进剂燃烧性能进行研究，对于研发新型

推进剂与揭示其燃烧影响规律有重要意义。

目前，应用于固体燃料冲压发动机（ＳＦＲＪ）燃

烧特性研究的推进剂主要有端羟基聚丁二烯

（ＨＴＰＢ）、聚乙烯（ＰＥ）、聚苯乙烯（ＰＳ）等烃类固

体推进剂。其中聚乙烯（ＰＥ）以环保无毒、来源普

遍、成本低廉且易于加工制造而被广泛应用于

ＳＦＲＪ的燃烧特性研究中。国内外在ＳＦＲＪ聚乙

烯等固体燃料推进剂燃烧特性研究方面取得了一

系列成果［２５］。但聚乙烯等固体燃料推进剂存在

能量较低、燃速偏低等缺点。推进剂正在向高能

化方向发展，为了增加固体燃料的能量，许多学者

在固体燃料中加入高能颗粒，如金属铝、镁以及硼

等。但金属颗粒的加入会出现颗粒烧结、燃烧不

完全等负面作用，硼有剧毒且制造成本高昂。

石蜡是一种烃类含能材料，低熔点牌号的石

蜡类燃料具有较高的燃面退移速率和质量消耗

率［６］。唐乐等［７］发现石蜡平均退移速率是ＨＴＰＢ

的２９６％，其对应的绝热火焰温度为３６００Ｋ，略低

于 ＨＴＰＢ，理论比冲约为３５４ｓ，略高于 ＨＴＰＢ。

石蜡具有与传统烃类燃料相当的密度比冲性

能［８］，是混合发动机的理想能源［９］。Ａｋｈｔｅｒ等
［１０］

建立了石蜡ＨＴＰＢ混合燃料燃速的幂律模型，发

现石 蜡 的 加 入 使 ＨＴＰＢ 燃 料 燃 速 提 升 了

３５２．８％。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等
［１１］提出，与 ＨＴＰＢ相比，

石蜡能降低混合发动机的制造成本，为低成本运

载火箭提供可能。Ｍｅｔｏｃｈｉａｎａｋｉｓ等
［１２］发现推进

剂表面传热特性是影响药柱燃烧性能的一个重要

因素，炭黑与炭纤维都可以增大推进剂表面辐射

吸热系数及热扩散系数，提高传热特性。杨海

涛［１３］发现，添加炭黑的聚乙烯推进剂与聚乙烯推

进剂相比可缩短发动机点火时间，有效改善发动

机燃烧稳定性及工作特性。

综上所述，国内外针对向聚乙烯固体推进剂

中加入石蜡、炭黑以及炭纤维的研究较少，因此对

分别添加有石蜡、炭黑以及炭纤维的聚乙烯推进

剂燃烧性能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本文在

发动机结构与来流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上述不

同组分种类以及不同组分质量分数的固体推进剂

燃烧特性进行了实验研究，研究结果对ＳＦＲＪ新

型推进剂的设计与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１　实验固体推进剂的制备

１１　制备原料及方法

本文用高密度聚乙烯混合石蜡、炭黑以及炭

纤维来做推进剂。如图１所示，高密度聚乙烯的

原料为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ＥｘｘｏｎＭｏｂｉｌ）生产

的高密度聚乙烯（ＨＤＰＥ／ＨＭＡ０１６）颗粒，粒径

为１５４μｍ；石蜡为辽宁抚顺石化公司生产的昆仑

牌５８全精炼石蜡颗粒；炭黑为精选木炭粉，粒径

为７４μｍ；炭纤维为日本东丽公司（ＴＯＲＡＹ）生产

的Ｔ７００ＳＣ１２Ｋ炭纤维长丝经特殊处理获得的

等长细微颗粒，粒径为７４μｍ。

以制备添加石蜡的聚乙烯推进剂为例。首先

将石蜡颗粒放入粉碎机打出粉，按照需要的组分

配比将石蜡粉、聚乙烯粉放入搅拌机掺混，将混合

６９９１



　第９期 邱　爽等：推进剂组分对固体燃料冲压发动机性能的影响

图１　聚乙烯、石蜡、炭黑及炭纤维

Ｆｉｇ．１　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ｐａｒａｆｆｉｎ，ｃａｒｂｏｎｂｌａｃｋ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ｂｅｒ

原料放入套有锡箔纸的制备模具。然后将制备模

具放入融化装置进行加热，使混合原料完全熔化

混合，取出制备模具，用液压装置给融化的固体推

进剂加以适当压力并冷却、退模，取出圆柱形推

进剂。

１２　推进剂评估

制备的固体推进剂外径为１１５ｍｍ，长度为

３００ｍｍ，再将固体推进剂机加工成符合实验工况

要求的标准单孔管状样品。对制备得到的固体推

进剂进行了密度评估，如表１。通过凸透镜观察

其内外表面，发现其密实度良好，没有明显缩孔和

裂纹，如图２所示。

表１中ＨＤＰＥ代表高密度聚乙烯，ＰＷ 代表

石蜡，ＣＢ代表炭黑，ＣＦ代表炭纤维，数字代表组

分的质量分数，如３０ＰＷ／ＨＤＰＥ表示添加石蜡质

量分数为３０％的高密度聚乙烯固体推进剂。

固体推进剂密度通过质量和体积测量计算得

到。由于每一种组分配比的固体推进剂都做了多

件以备用，可以计算出各组分配比的固体推进剂

密度标准差σ（ρ）

σ（ρ）＝
１

犖∑
犖

犻＝１

（ρ犻－珋ρ）槡
２ （１）

其中犖 为推进剂件数，ρ犻为某一推进剂的密度，珋ρ
为推进剂的平均密度。表１结果表明各组分质量

分数固体推进剂密度标准差均小于１０ｋｇ／ｍ
３

（０．０１ｇ／ｃｍ
３），满足工程实验应用。

表１　密度评估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犲狀狊犻狋狔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

推进剂

编号

推进剂

组分

密度ρ／

（ｋｇ／ｍ
３）

密度标准差

σ（ρ）／（ｋｇ／ｍ
３）

Ｓ１

Ｓ２

Ｓ３

Ｓ４

Ｓ５

Ｓ６

１００ＨＤＰＥ

３０ＰＷ／ＨＤＰＥ

５０ＰＷ／ＨＤＰＥ

１００ＰＷ

５ＣＢ／ＨＤＰＥ

５ＣＦ／ＨＤＰＥ

９５６

９５１

９４７

９２８

９２５

９１９

８９５

９１２

９０３

８６７

８８６

８７５

９８７

９６６

９７６

９４３

９６７

９５８

３．６８

３．７４

６．９４

７．７９

８．５８

９．９０

图２　实验推进剂实物图

Ｆｉｇ．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ｔｙｐｉｃｔｕｒｅ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ｐｒｏｐｅｌｌａｎｔ

２　实验方案及数据处理方法

２１　实验方案

实验装置主要包括直连式实验系统，实验发

动机等［１４］，如图３及图４所示。直连式实验系统

主要模拟激波后来流状况，包括供气系统、补氧系

统、加热系统、燃烧中止系统、控制系统等。保证

气源稳定供气后，采用先补氧后燃烧的方式以保

证来流空气中氧气质量分数平衡，采用航空煤油

作为燃料将空气加热到预定温度。空气来流流量

７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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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直连式实验系统

Ｆｉｇ．３　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图４　实验发动机及点火器

Ｆｉｇ．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ｅｎｇｉｎｅａｎｄｉｇｎｉｔｅｒ

由系统设定的实验总压、总温及限流喉道共同限

制。如图３，当总压、总温等参数达到设定条件并

稳定后，开启电磁阀Ｂ同时电磁阀Ｃ关闭，点火，

开始实验，实验结束后关闭电磁阀Ｂ同时打开电

磁阀 Ａ和Ｃ，气流通过另一路排出，氮气通入实

验发动机，熄火。本实验中点火器工作时间为

３ｓ。另外，在燃烧室尾部设置了压力与温度传感

器，以获取燃烧室静温及静压。

２２　实验工况

为了模拟发动机在海平面马赫数为２．０时

的飞行工况，本实验设置来流的总压为０．７８

ＭＰａ，总温为５４０Ｋ。对不同组分种类以及不同

组分质量分数的固体推进剂设计实验工况，如

表２所示。

表２　实验工况

犜犪犫犾犲２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

工况 燃料 狑／％ 犔／ｍｍ 犱ｐ／ｍｍ 犱ｉｎ／ｍｍ 犱ｔ／ｍｍ 犿
·

ａｉｒ／（ｋｇ／ｓ）

１ １００ＨＤＰＥ ０ ３００ ７０ ４０ ２４．２ ０．３

２ ３０ＰＷ／ＨＤＰＥ ３０ ３００ ７０ ４０ ２４．２ ０．３

３ ５０ＰＷ／ＨＤＰＥ ５０ ３００ ７０ ４０ ２４．２ ０．３

４ １００ＰＷ １００ ３００ ７０ ４０ ２４．２ ０．３

５ ５ＣＢ／ＨＤＰＥ ５ ３００ ７０ ４０ ２４．２ ０．３

６ ５ＣＦ／ＨＤＰＥ ５ ３００ ７０ ４０ ２４．２ ０．３

８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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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中狑 代表除高密度聚乙烯以外组分的

质量分数，如１００ＨＤＰＥ表示高密度聚乙烯质量

分数为１００％的固体推进剂。犔代表推进剂药柱

长度，犱ｐ、犱ｉｎ和犱ｔ分别表示药柱内径、进气道内径

与喷管喉道直径，犿
·

ａｉｒ表示来流空气质量流率。

２３　数据处理方法

首先，对燃烧后的不同工况表面做了电镜扫

描，获得了推进剂燃烧表面微观形貌，并初步分析

了不同发动机工作过程中的燃烧机理。

其次，直连式实验系统可以直接测得来流总

温犜０、来流总压狆０、补燃室压强狆ａｆｔ、补燃室温度

犜ａｆｔ及发动机推力犉。通过计算可以得到燃气流

量犿
·

ｆ、空燃比犳、特征速度犮
及比冲犐ｓｐ，从而确

定发动机的燃烧性能。

燃烧效率可由以下公式计算得到：

η＝
犮

犮ｔｈ
（２）

式中犮ｔｈ为通过热力学公式通过ＮＡＳＡ（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计算程序［５］算得的理论特征速度。

目前，在分析固体燃料冲压发动机燃速时，主

要是对平均燃速狉进行计算分析。燃烧后圆柱面

的直径犱可以通过实验前后药柱质量的变化量

Δ犿、燃料密度ρ、燃料长度犔以及初始内径犱ｐ 求

得，通过燃烧时间狋ｂ计算得到平均燃速
［１５］为

狉＝

４Δ犿

ρπ犔
＋犱

２

槡 ｐ－犱ｐ

２狋ｂ
（３）

　　最后，在实验数据处理分析时，对固体推进剂

药柱内表面退移情况也进行了探索。本文基于数

据重构方法获得了固体推进剂药柱内表面当地平

均燃速的三维分布与二维轴向分布［１６］，并依据结

果对当地燃速和平均燃速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的

分析。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中直连式实验系统自动调节来流总温总

压。由于受传感器与控制系统响应的限制，总温

总压存在一定的小幅度波动，但波动幅度均在设

定值的２％以内
［１７］。则可认为该实验系统精度满

足工程实验研究要求。

３１　推进剂组分对燃烧性能的影响

为了研究推进剂组分对ＳＦＲＪ发动机燃烧性

能，对表２提到的６个实验工况的发动机燃烧性

能相关参数进行了计算，具体计算结果见表３。

根据化学反应式计算可知，聚乙烯推进剂Ｓ１的最

佳空燃比是１６．３，石蜡推进剂Ｓ４的最佳空燃比

是１６．４，炭黑质量分数为５％的聚乙烯固体推进

剂Ｓ５最佳空燃比为２９．０。由表中计算结果分析

知，Ｃａｓｅ６未能自持燃烧，Ｃａｓｅ４空燃比低于最佳

空燃比，说明石蜡推进剂为贫氧燃烧状态，其他工

况的空燃比均大于最佳空燃比，表明推进剂为富

氧燃烧状态。

Ｃａｓｅ６无法自持燃烧，是因为添加了炭纤维。

为了确定炭纤维为影响因素，又在其基础上添加

了质量分数为５０％的石蜡做实验，结果与Ｃａｓｅ６

一致，无法自持燃烧，说明炭纤维为唯一影响

因素。

为了探究炭纤维阻碍固体推进剂自持燃烧原

因，对燃烧后的推进剂内表面进行了扫描电镜分

析。图５为不同组分固体推进剂燃烧过后附着区

表面形貌扫描电镜图。由图５（ａ）可以看出，

ＨＤＰＥ固体燃料附着区表面平坦光滑，继续放大

可见少量形态各异的颗粒，应是 ＨＤＰＥ燃烧后形

成的炭灰颗粒。图５（ｂ）为添加炭纤维的 ＨＤＰＥ

固体推进剂烧蚀剖面图，图中白色箭头代表气流

方向。结合图中标识可以看出图中ＨＤＰＥ包裹

表３　犛犉犚犑燃烧性能

犜犪犫犾犲３　犆狅犿犫狌狊狋犻狅狀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狅犳犛犉犚犑

工况 燃料 Δ犿／ｋｇ 狉／（ｍｍ／ｓ） 犳 犮／（ｍ／ｓ） 犐ｓｐ／ｓ η／％

１ １００ＨＤＰＥ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４ ３１．９ ９４７ ２００８ ９４．２

２ ３０ＰＷ／ＨＤＰＥ ０．１８５ ０．１９８ ２４．０ ９５０ １６５７ ８６．９

３ ５０ＰＷ／ＨＤＰＥ ０．２０４ ０．２１８ ２２．３ ９５２ １２５８ ８４．９

４ １００ＰＷ ０．４７６ ０．９２７ ５．０ ６４３ １３０ ７１．３

５ ５ＣＢ／ＨＤＰＥ ０．２０２ ０．１６１ ２９．７ １１０７ １６７９ ８３．４

６ ５ＣＦ／ＨＤＰＥ ０．０１８

９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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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杆状炭纤维并伴有少量球状颗粒（箭头标识），

继续放大球状颗粒清晰可辨，对比图５（ａ）可推断

该球状颗粒类似于粉煤灰［１８］，为炭纤维燃烧后产

生。图５（ｃ）展示了在炭纤维基础上添加石蜡的

ＨＤＰＥ固体推进剂烧蚀剖面图。结合图中标识

可以看出高温高速来流将表面吹起，但炭纤维“拉

住”了将要脱落的小块，宏观上小块连成一片形成

鳞片状“水波纹”，微观上每一个鳞片状小块边缘

图５　不同组分固体推进剂附着区表面形貌照片

Ｆｉｇ．５　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ｐｈｏｔｏｏｆｓｏｌｉｄｐｒｏｐｅｌｌａｎｔ

ｒｅ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ｚｏｎ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上面可以看到裸露的炭纤维和拉丝的部分，拉丝

部分２０００倍率下与图５（ｂ）中２０００倍率下明显

不同，说明拉丝为石蜡。在鳞片状小块迎风面（图

中下方圆圈）可以发现残留的灰尘，背风面（图中

上方圆圈）可以发现表面 ＨＤＰＥ和石蜡烧掉后纤

维层下面留下的空隙，与图５（ｂ）的５００倍率下形

态相似。

固体推进剂自持燃烧主要包括固体燃料的热

分解和分解气体气相化学反应两个过程。而向聚

乙烯推进剂中加入炭纤维确实阻碍了强迫对流下

推进剂燃烧表面的机械剥蚀，导致固体推进剂热

分解过程不能持续进行，这是炭纤维阻碍固体推

进剂自持燃烧的主要原因。

分析平均燃速，由表３可以发现一方面添加

炭黑的Ｃａｓｅ５比Ｃａｓｅ１提升１１．８％，另一方面

０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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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均低于添加石蜡的Ｃａｓｅ２、Ｃａｓｅ３。说明在推

进剂中添加炭黑和石蜡均能提升燃速，但两种物

质提升燃速的机理不同。炭黑一方面改善了推进

剂辐射吸热系数，提高了火焰对燃烧表面的热反

馈强度，增强燃烧稳定性，另一方面在剧烈燃烧过

程中表面炭黑颗粒容易脱离聚乙烯基体，从而提

升燃速。石蜡为非晶体，受热最先液化，然后汽

化，汽化后才燃烧，在强迫对流条件下最先液化的

石蜡液滴会被高速气流吹走，导致燃速升高。

３２　推进剂中石蜡质量分数对燃烧性能的影响

３．２．１　燃烧现象分析

由高速摄像机拍摄的Ｃａｓｅ１～Ｃａｓｅ４发动机

工作时喷管出口不同时刻狋的尾焰形态，如图６

所示。狋＝１ｓ时点火器开始工作，所看到的尾焰

为点火器双基药与来流空气混合燃烧的效果，可

以看到纯聚乙烯的 Ｃａｓｅ１尾焰明亮，Ｃａｓｅ２、

Ｃａｓｅ３呈黄绿色，纯石蜡的Ｃａｓｅ４则黑烟较多；

狋＝３ｓ时点火器工作刚结束，发动机内流场逐渐

趋于稳定，固体推进剂经吸热已开始分解、燃烧，

尾焰拉长变粗变亮，马赫盘清晰可见；狋＝６ｓ时，

推进剂完全自持燃烧，所有工况尾焰都明显缩短

变细变暗。由图６可知，１００ＨＤＰＥ的尾焰最为

明亮，随着石蜡加入，尾焰变细变暗，而后石蜡质

量分数升高，尾焰再变粗变亮，而１００ＰＷ 燃烧不

完全，导致黑烟多，明焰少。

图６　不同时刻发动机喷管尾焰形态

Ｆｉｇ．６　Ｅｎｇｉｎｅｎｏｚｚｌｅｔａｉｌｆｌａｍｅ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ｓ

３．２．２　燃速分析

通过数据重构获得了Ｃａｓｅ１～Ｃａｓｅ４的当地

平均燃速三维分布，θ表示推进剂内壁面周向角

度，狕代表推进剂轴向位置，如图７。可以明显观

察到推进剂中石蜡质量分数越高，燃速越高；当地

燃速分布形貌显示波纹状凸起向波浪状凸起转

变。分析现象原因，石蜡为非晶体，受热最先液

化，在其内部布朗运动加剧，存储热量，温度升高，

发生汽化，石蜡汽化后形成石蜡蒸汽才能燃烧完

全。发动机工作过程中，在强迫对流条件下最先

液化的石蜡液滴会被高速气流的剪切作用吹走，

导致燃速升高［１９］；同时，石蜡能够沿着燃烧表面

形成低黏度、低表面张力的液体层，由于高速气流

存在，液体层变得不稳定，会出现开尔文亥姆霍

兹不稳定性现象［２０］，且随石蜡占比升高波纹状凸

起向波浪状凸起转变。

图８提供了Ｃａｓｅ１～Ｃａｓｅ４平均燃速轴向分

布，４种工况平均燃速沿轴向都呈现类马鞍形。

首先，发动机稳定工作时固体推进剂前部建立起

了回流区，在回流区与来流空气的剪切面上，来流

空气与回流区的富燃气体发生化学反应，放热使

该区域温度升高，同时在推进剂燃烧表面与回流

接触面上存在切向力，促使推进剂加速分解，因此

燃速沿轴向方向迅速升高，并在附着点附近达到

最大值。然后，在再发展区，流场相对稳定下来，

来流空气与分解燃气发生扩散燃烧，燃速缓慢下

降。最后，在固体推进剂末端，因燃烧室和补燃室

之间掺混板的作用，对流场内的流动和传热造成

了一定影响，燃速下降，燃速轴向分布就形成了类

１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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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当地平均燃速三维分布

Ｆｉｇ．７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ａｎ

ｌｏｃａｌ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ｅ

图８　平均燃速轴向分布

Ｆｉｇ．８　Ａｘ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ａｎ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ｅ

马鞍形状。很显然，Ｃａｓｅ４最高燃速在１ｍｍ／ｓ

之上，远大于其他３种工况的最高燃速。同时可

以看出随着石蜡质量分数的升高，最高燃速显著

提升，最高燃速的提升造成了平均燃速的升高，对

应表３中Ｃａｓｅ１～Ｃａｓｅ４的平均燃速规律。Ｃａｓｅ

２、Ｃａｓｅ３、Ｃａｓｅ４比Ｃａｓｅ１的平均燃速分别提高

了３７．５％、５１．４％和５４４％。

为了进一步定量分析推进剂中石蜡质量分数

对平均燃速的影响规律，通过计算拟合得到了它

们之间的经验曲线。通过观察平均燃速趋势，决

定采用非线性拟合方法对实验结果进行拟合，如

图９所示。由图可知，平均燃速与推进剂中石蜡

质量分数呈指数递增关系。

图９　推进剂中石蜡质量分数与平均燃速拟合曲线

Ｆｉｇ．９　Ｆ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ｍａｓｓ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ａｆｆｉｎａｎｄ

ｍｅａｎ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ｉｎｐｒｏｐｅｌｌａｎｔ

３．２．３　ＳＦＲＪ工作性能分析

图１０为不同石蜡质量分数即Ｃａｓｅ１～Ｃａｓｅ

４的补燃室压强及温度数据曲线。Ｃａｓｅ１～Ｃａｓｅ

３发动机工作时间为２０ｓ，Ｃａｓｅ４发动机工作时间

为８ｓ。

由图１０（ａ）可以看出４种工况下补燃室压强

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在５ｓ时，点火器点火，压强迅

速上升至０．７ＭＰａ左右，出现点火压强峰。点火

器工作结束后，压强迅速下降，随后发动机工作流

场稳定，压强缓慢上升并趋于稳定，燃烧室压强不

随时间变化，可视为等面燃烧。对于 Ｃａｓｅ１～

Ｃａｓｅ３，稳定后的压强约为０．６５ＭＰａ，Ｃａｓｅ４稳定

后的压强约为０．３５ＭＰａ，通入氮气使发动机工作

结束，压强迅速下降。对比Ｃａｓｅ１～Ｃａｓｅ３发现

对于聚乙烯基的固体推进剂，石蜡质量分数对补

燃室压强没有明显的影响，但是对于Ｃａｓｅ４中

１００％石蜡的固体推进剂，其补燃室压力很低。

由图１０（ｂ）可以看出，４种工况补燃室温度曲

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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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变化规律相似，在５ｓ时，点火器工作，温度迅速

上升，在１０ｓ时，发动机流场达到稳定，固体推进

剂扩散燃烧，温度继续上升，但比点火器工作阶段

上升趋势变缓，通入氮气使发动机工作结束，温度

迅速下降。Ｃａｓｅ１温度峰值约为１５００Ｋ，Ｃａｓｅ２

温度峰值约为１４５０Ｋ，Ｃａｓｅ３温度峰值约为１２５０

Ｋ，对于工况Ｃａｓｅ４，温度峰值只有８００Ｋ，说明随

着石蜡质量分数的升高，温度平均值降低，也可以

说明石蜡燃烧不充分，燃烧效率较低。补燃室内

压力稳定较快而温度稳定较慢，因此温度数据仅

用于定性分析。

图１０　不同石蜡质量分数下补燃室压强及温度曲线

Ｆｉｇ．１０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ａｆｔｅｒｂｕｒｎｉｎｇ

ｃｈａｍｂｅｒ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ｓｓ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ａｒａｆｆｉｎ

图１１为不同石蜡质量分数下空燃当量比与

燃烧效率数据曲线。可以看出空然当量比与燃烧

效率相关，当石蜡质量分数小于５０％时空然当量

比都大于１．０，说明可燃混合气中所含实际空气

量超过所必需的理论空气量，此时推进剂为富氧

燃烧。当石蜡质量分数为１００％时空燃当量比急

剧下降到０．３，此时为贫氧燃烧。由于在燃烧过

程中燃料表面存在不稳定的熔化层，受气流剪切

作用，石蜡液滴被夹带到气流中，未来得及汽化便

图１１　不同石蜡质量分数下空燃当量比与燃烧效率曲线

Ｆｉｇ．１１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ａｉｒｆｕｅｌ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ａｎｄ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ｓｓ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ａｒａｆｆｉｎ

被气流吹出燃烧室，燃烧不完全，其燃烧效率仅为

７１．３％。

图１２是Ｃａｓｅ１～Ｃａｓｅ４工况下发动机推力

变化曲线。曲线变化趋势与压力变化非常相似，

在点火器工作阶段，推力迅速上升形成点火推力

峰，在点火器工作结束后，推力迅速下降，随后推

力逐渐上升并趋于稳定，在发动机工作结束后，推

力迅速下降。对比４种工况的推力曲线可知，随

着石蜡质量分数的增加，发动机产生的推力越来

越小，发动机比冲也逐渐降低，这是石蜡燃烧不完

全导致的。

图１２　不同石蜡质量分数下发动机推力曲线

Ｆｉｇ．１２　Ｔｈｒｕｓｔｃｕｒｖｅ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ｓｓ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ａｒａｆｆｉｎ

石蜡相对分子质量大，完全燃烧需氧量大，而

液化的石蜡在补燃室中未完全燃烧就被气流吹出

喷管，这是石蜡质量分数越高燃速越高，而空燃

比、燃烧效率、推力与比冲下降的主要原因。下一

步将研究提高石蜡在固体燃料冲压发动机中燃烧

效率的方法，如增加进气量、添加氧化剂、引入旋

流［２１］、改变推进剂结构［２２］等。

３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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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本文通过实验与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

究了推进剂组分对固体燃料冲压发动机性能影

响，主要发现与结论如下：

１）加入５％的炭纤维阻碍了强迫对流下聚乙

烯推进剂燃烧表面的机械剥蚀，导致其热分解过

程不能持续进行，无法自持燃烧。

２）随石蜡质量分数升高，聚乙烯基推进剂当

地燃速分布形貌显示波纹状凸起向波浪状凸起转

变，出现了开尔文亥姆霍兹不稳定现象。

３）在推进剂中添加炭黑和石蜡均能够较大

程度的提高燃速。石蜡质量分数为３０％、５０％以

及纯石蜡的推进剂比聚乙烯分别提高了３７．５％、

５１．４％和５４４％。拟合得到了聚乙烯推进剂平均

燃速与石蜡质量分数呈指数递增关系。

４）石蜡燃烧不完全会导致发动机空燃比、燃

烧效率、推力与比冲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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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ＭＥＴＯＣＨＩＡＮＡＫＩＳＭＥ，ＮＥＴＺＥＲＤＷ．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ｏｌｉｄ

ｆｕｅｌｒａｍｊｅｔ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ｔｏ

ｔｈｅｆｕｅ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ｐａｃｅｃｒａｆｔａｎｄＲｏｃｋｅｔ，

１９８３，２０（８）：４０５４０６．

［１３］　杨海涛．旋流对含炭黑固体燃料冲压发动机燃烧性能的影

响［Ｄ］．南京：南京理工大学，２０１８．

ＹＡＮＧＨａｉｔａｏ．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ｗｉｒｌｆｌｏｗｏｎ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ｓｏｌｉｄｆｕｅｌｒａｍｊｅｔｗｉｔｈｃａｒｂｏｎｂｌａｃｋ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ｓｏｌｉｄｆｕｅｌ［Ｄ］．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李唯暄，吕庆山，陈雄，等．旋流对固体燃料冲压发动机燃

烧过程的影响［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１７，３２（５）：１２５０

１２５８．

ＬＩＷｅｉｘｕａｎ，Ｌ Ｑｉｎｇｓｈａｎ，ＣＨＥＮＸｉｏｎ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ｓｗｉｒｌｆｌｏｗｓｉｎ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ｌｉｄｆｕｅｌｒａｍｊｅ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７，３２（５）：１２５０１２５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ＳＣＨＵＬＴＥＧ，ＰＥＩＮＲ，ＨＯＥＧＬＡ．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ａｓｏｌｉｄｆｕｅｌｒａｍｊｅｔ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１９８７，３（２）：

１１４１２０．

［１６］　邱爽，李映坤，李唯暄，等．基于高分辨率数据重构的固体

燃料冲压发动机燃料平均燃速测试［Ｊ］．航空动力学报，

２０１９，３４（１１）：２４６６２４７７．

ＱＩＵＳｈｕａｎｇ，ＬＩＹｉｎｇｋｕｎ，ＬＩＷｅｉｘｕａｎ，ｅｔ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ｕｅ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ｓｏｌｉｄｆｕｅｌ

ｒａｍｊｅ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９，３４（１１）：２４６６２４７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李唯暄，杨海涛，陈雄，等．旋流与炭黑对聚乙烯固体燃料

冲压发动机工作性能的影响［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２２２］．ｈｔ

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３６７５／ｊ．ｃｎｋｉ．ｔｊｊｓ．１９０３４０．

［１８］　王东星，王宏伟，王瑞红．活性 ＭｇＯ粉煤灰固化淤泥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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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研究［Ｊ］．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２０１９，３８（增刊２）：

３７１７３７２５．

ＷＡＮＧ Ｄｏｎｇｘｉｎｇ，ＷＡＮＧ Ｈｏｎｇｗｅｉ，ＷＡＮＧ Ｒｕｉｈｏｎｇ．

Ｍａｃ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ｄｒｅｄｇｅｄｓｌｕｄｇｅｓｏｌｉｄｉｆｉ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ａｃ

ｔｉｖｅＭｇＯｆｌｙａｓｈ［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９，３８（Ｓｕｐｐｌ．２）：３７１７３７２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ＫＩＭＳ，ＭＯＯＮＨ，ＫＩＭＪ，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ａｆｆｉｎｐｏ

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ｂｌｅｎｄｓａｓｎｏｖｅｌｓｏｌｉｄｆｕｅｌｆｏｒｈｙｂｒｉｄｒｏｃｋｅｔ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５，３１（６）：１１１．

［２０］　ＡＮＮＡＰ，ＭＡＲＩＯＫ，ＳＴＥＦＡＮ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Ｋｅｌｖｉｎ

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ｐａｒａｆｆｉｎｂａｓｅｄｈｙｂｒｉｄｒｏｃｋｅｔｆｕｅｌｓ

［Ｊ］．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ｉｎＦｌｕｉｄｓ，２０１８，５９（４）：１１６．

［２１］　ＭＵＳＡＯ，ＸＩＯＮＧＣ，Ｃ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Ｚ，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ｓｏｌｉｄｆｕｅｌｒａｍｊｅｔｗｉｔｈｓｗｉｒｌｉｎｇｆｌｏｗ

［Ｊ］．Ａｃｔａ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２０１７，１３７：１５７１６７．

［２２］　ＺＥＺＨＯＮＧ Ｗ，ＸＩＮＬ，ＦＥＩＬ，ｅｔａｌ．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ｏｆａｎｏｖｅｌｈｙｂｒｉｄｒｏｃｋｅｔｆｕｅｌｇｒａｉｎｗｉｔｈａｎｅｓｔｅｄｈｅｌｉ

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

９７：１０５６１３．１１０５６１３．８．

（编辑：王碧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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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犓犛犞犇字典训练的涡扇发动机

气路突变故障稀疏诊断方法

李　魁１，胡　宇１
，２，孙振生１，张　寅１，周　伟１

（１．火箭军工程大学 导弹工程学院，西安７１００２５；

２．西安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西安７１００４９）

摘　　　要：以典型气路突变故障信号的稀疏特性为基础，通过对涡扇发动机部件特征原子组进行分类，提

出了改进Ｋ奇异值分解（Ｋ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ｖａｌｕ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ＫＳＶＤ）字典训练的稀疏诊断方法，并结合气路典型

突变故障开展了仿真实验研究。仿真结果表明：相比于拓展卡尔曼滤波（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ＥＫＦ）和无迹

卡尔曼滤波（ｕｎｓｃｅｎｔｅｄ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ＵＫＦ）方法，改进ＫＳＶＤ方法对故障定位准确，无故障部件健康参数变

化为０，可有效提高故障部件辨识度，避免误诊断；计算耗时与ＥＫＦ方法基本相等，仅为 ＵＫＦ方法的０．３％，

是一种有效的航空发动机气路突变故障在线诊断方法。

关　键　词：涡扇发动机；突变故障；稀疏方法；正交匹配追踪（ＯＭＰ）；Ｋ奇异值分解（ＫＳＶＤ）

中图分类号：Ｖ２３３．７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１２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专项（９１９５２１１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５１９０５５４０）；

西安市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８０５０４８ＹＤ２６ＣＧ３２（２））；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２０１９ＪＭ１８６）

作者简介：李魁（１９９５－），男，硕士生，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故障诊断方法研究。

通信作者：胡宇（１９８４－），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故障诊断方法研究。Ｅｍａｉｌ：ｈｕｙｕ１２２２＠１６３．ｃｏｍ

引用格式：李魁，胡宇，孙振生，等．基于改进ＫＳＶＤ字典训练的涡扇发动机气路突变故障稀疏诊断方法［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２０，

３５（９）：２００６２０１６．ＬＩＫｕｉ，ＨＵＹｕ，ＳＵＮＺｈｅｎ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Ｔｕｒｂｏｆ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ａｂｒｕｐｔｇａｓｐａｔｈｆａｕｌ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

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ＫＳＶ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ｓｐａｒｓｅｔｈｅｏｒ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０，３５（９）：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犜狌狉犫狅犳犪狀犲狀犵犻狀犲犪犫狉狌狆狋犵犪狊狆犪狋犺犳犪狌犾狋犱犻犪犵狀狅狊犻狊犿犲狋犺狅犱犫犪狊犲犱狅狀

犻犿狆狉狅狏犲犱犓犛犞犇犱犻犮狋犻狅狀犪狉狔狋狉犪犻狀犻狀犵犪狀犱狊狆犪狉狊犲狋犺犲狅狉狔

ＬＩＫｕｉ１，ＨＵＹｕ１
，２，ＳＵＮＺｈｅｎｓｈｅｎｇ１，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１，ＺＨＯＵ Ｗｅｉ１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ｉｓｓｉｌ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ＲｏｃｋｅｔＦｏｒｃ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２５，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Ｘｉａｎ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４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ａｔｏｍｉｃｇｒｏｕｐｏｆｔｕｒｂｏｆ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ｗａ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ｉ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ＫＳＶＤ （Ｋ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ｖａｌｕ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ｐａｒ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ｇａｓｐａｔｈａｂｒｕｐｔｆａｕｌｔｓｉｇｎａｌｓ，ｔｈｅｎ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ＫＳＶ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ｗａ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ｎｄｕｓｅｄｆｏｒａｂｒｕｐｔｆａｕｌ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ＥＫＦ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ａｎｄＵＫＦ（ｕｎｓｃｅｎｔｅｄ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Ｋ

ＳＶＤ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ｆｏｒｆａｕｌｔ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ｎｏｆａｕｌ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ｗａｓ０，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ｕｌ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

ａｖｏｉｄｍｉ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ｗａｓ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ＥＫＦｍｅｔｈｏｄ；ｕｎｄｅｒｓｉｍｉ

ｌａｒ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ｔｈｅｔｉｍｅ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ｏｎｌｙ０．３％ｏｆＵＫＦｍｅｔｈｏｄ，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ｂｅａｄａｐｔｅｄｆｏｒｅｎｇｉｎｅｇａｓｐａｔｈ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ａｎｄａｂｒｕｐｔｆａｕｌｔ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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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ｔｕｒｂｏｆ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ａｂｒｕｐｔｆａｕｌｔ；ｓｐａｒｓｅｍｅｔｈｏｄ；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ｐｕｒｓｕｉｔ（ＯＭＰ）；

Ｋ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ｖａｌｕ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ＫＳＶＤ）

　　航空发动机长期服役在高温、高压、高转速、

交变负载等条件下，因此发动机服役运行过程中

的安全保障至关重要。据相关统计［１］，１９５２～

１９８３年，在我国空军发生的战机等级事故中发动

机质量问题占到４８．３％，而发动机故障中，气路

故障占比超过９０％，为此，国内外学者对航空发

动机气路故障参数的跟踪诊断开展了大量的研

究。发动机故障诊断是利用实时采集气动热力学

参数，如温度、压强和转速等，根据相应的故障跟

踪算法来求解表征发动机部件状态的健康参数，

分析判断发动机健康状态，为发动机控制调整提

供基础和依据，从而保证发动机平稳安全运行［２］。

其中，故障诊断方法是实现发动机故障跟踪诊断

的核心基础。卡尔曼滤波方法作为一种优化实时

递推估计方法，广泛运用于发动机气路故障信号

的跟踪诊断［３］。考虑到航空发动机是一个非线性

系统，采用传统卡尔曼滤波方法需要将非线性模

型进行线性化处理，但模型线性化时会导致模型

精度降低。为此，相关学者利用数据统计方法来

近似发动机参数的非线性分布，提出了发动机气

路故障诊断的非线性滤波方法［４］，有效提高了气

路故障跟踪诊断的精度。同时，随着基于数据驱

动和基于知识的智能故障诊断算法的不断涌现，

如专家系统［５］，贝叶斯信念网络［６］、模糊逻辑算

法［７１０］、粗集理论［１１］等，这些算法都广泛运用于气

路故障的跟踪诊断问题研究。但这些方法是直接

利用发动机输入输出数据来对非线性工作过程的

气路故障进行诊断，难以形成对故障特性及变化

规律的深入认识，并且在先验数据不足的情况下，

算法的精度和可靠性会出现下降。

而航空发动机气路部件如压气机、涡轮的故

障形式一般可分为由于腐蚀、侵蚀等因素造成的

渐变故障和由于内、外物吸入以及腐蚀、侵蚀等量

变因素积累引起突变故障。其中渐变故障参数变

化呈现出线性特性，常规算法可以实现对其跟踪

诊断；突变故障通常是由发动机喘振、吸鸟或金属

疲劳累积导致结构失稳或断裂引起的发动机性能

突然下降。突变故障对航空发动机更具安全威

胁，但由于突变故障具有强烈的突变性和随机性，

常规方法难以实现对其准确实时跟踪。为此，国

内外学者尝试采用奇异值分解（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ｖａｌｕ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ＶＤ）
［９］，频 谱 分 析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ＦＳ），小波变换 （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ＷＴ）
［１２］，经验模式分解（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ｄｅｃｏｍ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ＭＤ）
［１３］等方法对突变故障开展了研

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这些方法在应对突变故

障时仍存在诊断结果不直观、响应速度慢、不适于

在线诊断等问题。考虑到发动机气路部件发生突

变故障时，往往只有表征故障部件的健康参数发

生突变，而其他参数几乎不会变化，这使得表征突

变故障的健康参数矩阵具有较强的稀疏特

性［１４１５］。这种稀疏特征可为气路典型突变故障参

数变化跟踪与诊断问题提供一种解决途径。稀疏

理论目前主要运用于信号处理和图像压缩感知等

领域［１６］。而针对航空发动机气路突变故障问题，

鲜有学者利用稀疏相关理论方法对其开展研究。

实际上利用稀疏理论方法实现突变故障诊断将涉

及到突变故障信号准确表征和稀疏求解两个方面

的关键问题。其中，过完备字典的构造可实现对

突变故障信号准确表征，是实现突变故障诊断的

关键和前提。目前，过完备字典构造方法大体可

分为固定字典和学习字典两大类。固定的基字典

具有较好的通用性对于某些特定类型信号的处理

效果往往难以满足要求［１７］。而学习字典主要是

针对特定信号空间对初始字典进行训练得到的专

用过完备字典，学习字典可根据信号特点调整其

字典结构，可有效提升求解算法的稀疏性，从而得

到了广泛的运用。学习字典根据学习过程的不同

又可分为监督学习字典和非监督学习字典。两者

的区别在于监督字典需要利用大量数据分析或者

经验预设信号的分类信息以实现精细化的分类求

解，在特征信号提取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其典型代

表是ｌａｂｅｌ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Ｋ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ｖａｌｕｅｄｅｃｏｍ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ＬＣＫＳＶＤ）算法
［１８］。这种算法虽然精度

更高，但是过度依赖于大量数据和检验前提下建

立的合理预设分类信息，显然难以适应数据量相

对缺乏的航空发动机气路故障分析。相比而言，

非监督字典对样本信号不做处理的直接参与训

练，训练过程的精度控制参数由操作人员事先给

定，使得其具有对简单信号处理方便，匹配精度较

高的显著特点［１９］。这对于航空发动机气路测量

数据较少，且不同发动机状态训练参数通用性往

７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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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不强的突变故障问题将具有更好的优势。Ｋ

ＳＶＤ
［１９］作为一种典型的非监督字典训练算法，其

特点是经过训练后所得到的字典具有良好的稀疏

性，但其训练过程中只考虑编码的总体稀疏性，对

稀疏系数的物理意义往往是不明确的。而对于发

动机气路故障诊断的测量参数来说，每个对应参

数都是具有特定的含义，必须根据其具体含义对

其进行分类训练，因此，常规ＫＳＶＤ训练算法是

难以满足发动机气路故障跟踪诊断要求的。为

此，本文将结合涡扇发动机气路突变故障信号稀

疏特征对常规 ＫＳＶＤ算法进行适应性改进，研

究赋予稀疏矩阵对应数值物理意义，提出了基于

改进ＫＳＶＤ字典训练的涡扇发动机气路突变故

障稀疏诊断方法，并通过气路典型的突变故障仿

真实验验证方法的有效性。

１　涡扇发动机及气路突变故障

为实现气路突变故障模式的有效表征，建立

了双转子分开排气涡扇发动机的非线性气动热力

学数学模型，涡扇发动机结构及各截面示意图如

图１所示，图中数据代表截面编号。

图１　分开排气涡扇发动机典型结构及截面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ｅｘｈａｕｓｔｔｕｒｂｏｆａｎｅｎｇｉｎｅ

涡扇发动机部件健康状况可通过效率系数和

流量系数来进行表征［２０］。发动机气路核心部件

包括风扇（ｆａｎ）、压气机（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ｍｐｒｅｓ

ｓｏｒ，ＨＰＣ）、高压涡轮 （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ｕｒｂｉｎｅ，

ＨＰＴ）、低 压 涡 轮 （ｌｏｗ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

ＬＰＴ），各部件参数下标分别为ｆａｎ、ｈｐｃ、ｈｐｔ、ｌｐｔ。

考虑到燃烧室的效率不易发生变化且影响因素复

杂，因此，在分析过程中主要定义风扇效率系数蜕

化量Δηｆａｎ和流量系数蜕化量Δ犿ｆａｎ、压气机效率

系数蜕化量Δηｈｐｃ和流量系数蜕化量Δ犿ｈｐｃ、低压

涡轮效率系数蜕化量 Δηｌｐｔ和流量系数蜕化量

Δ犿ｌｐｔ，高压涡轮效率系数蜕化量Δηｈｐｔ和流量系数

蜕化量 Δ犿ｈｐｔ作为气路部件的健康指标进行分

析，按式（１）、式（２）计算。

Δη犻 ＝
η犻－η


犻

η

犻

（１）

Δ犿犻＝
犿犻－犿


犻

犿
犻

（２）

式中η犻、犿犻分别表示气路部件效率系数和流量系

数的实际值，η

犻 、犿


犻 分别表示气路部件效率系数

和流量系数未发生蜕化情况下的理想值，下标犻

指代ｆａｎ、ｈｐｃ、ｈｐｔ、ｌｐｔ。

航空发动机气路部件的健康参数蜕化情况一

般可根据经验和大量飞行数据来获得，依据文献

［２１］，梳理得到了气路各部件健康参数的精度与

蜕化范围如表１所示，其中ηｆａｎ、犿ｆａｎ表示风扇效率

系数和流量系数，ηｈｐｃ、犿ｈｐｃ表示压气机效率系数

和流量系数，ηｈｐｔ、犿ｈｐｔ表示高压涡轮效率系数和流

量系数，ηｌｐｔ、犿ｌｐｔ表示低压涡轮效率系数和流量系

数。当风扇和压气机发生故障时，效率系数和流

量系数均降低；当高压涡轮和低压涡轮发生故障

时，效率系数降低而流量系数上升［２２２３］。

表１　健康参数的精度与蜕化范围

犜犪犫犾犲１　犎犲犪犾狋犺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犪犮犮狌狉犪犮狔犪狀犱犱犲犵犲狀犲狉犪狋犲狉犪狀犵犲狊

健康参数 设定值／％ 标准偏差量／％ 蜕化范围／％

ηｆａｎ １ ０．０５ －７～－１

犿ｆａｎ １ ０．０５ －７～－１

ηｈｐｃ １ ０．０５ －７～－１

犿ｈｐｃ １ ０．０５ －７～－１

ηｈｐｔ １ ０．０５ －７～－１

犿ｈｐｔ １ ０．０５ １～７

ηｌｐｔ １ ０．０５ －７～－１

犿ｌｐｔ １ ０．０５ １～７

２　基于改进犓犛犞犇字典训练的

突变故障诊断方法

　　利用改进ＫＳＶＤ字典训练算法对气路突变

故障进行跟踪诊断，可分为字典训练和在线故障

诊断两个部分，该算法的流程如图２所示。Δη

犻 、

Δ犿

犻 分别表示部件实际效率系数蜕化量和流量

系数蜕化量。Δ^η犻、Δ^犿犻分别表示对各部件效率系

数蜕化量和流量系数蜕化量的仿真诊断结果。

在字典训练部分，利用发动机气路部件故障

的样本热力学参数对字典进行训练，从而获取适

用于涡扇发动机突变故障的过完备字典。在故障

诊断部分，利用训练出的过完备字典作为稀疏求

８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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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气路突变故障稀疏诊断流程

Ｆｉｇ．２　Ａｂｒｕｐｔｇａｓｐａｔｈｆａｕｌ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ｗｉｔｈｓｐａｒｓｅｍｅｔｈｏｄ

解算法的匹配字典，以采集的发动机气路部件故

障的样本热力学参数为基础，通过稀疏求解算法

跟踪求解表征发动机各气路部件健康状态的参

数，并将为跟踪的健康参数与预设实际的部件健

康参数进行对比分析，检验算法的准确性和有

效性。

２１　气路突变故障稀疏诊断

航空发动机气路承受的高温高压等恶劣工作

条件，导致气路测量参数是极其有限的，会造成需

要监控的气路部件健康参数大于可测量参数的典

型欠定性问题

犢＝犃狓 （３）

式中犢∈犚
狀 表示热力学参数测量量矩阵，狓∈犚

犿

为发动机健康参数矩阵，犃∈犚
犿×狀为系数矩阵，在

稀疏求解理论中通常称其为过完备字典，其中

犿＜狀。

对于该欠定性方程，通常有无穷多个解。为

了评价这些解的优良性，引入了稀疏度指标进行

评价。对于需要监控的健康参数，其稀疏度犛可

以用其的０范数表示，即

犛＝ 狓 ０ （４）

　　该稀疏度表示的是健康参数中非零元素的个

数。基于稀疏度优化的发动机故障诊断的目标函

数如下式：

狓＝ａｒｇｍｉｎ（犢－犃狓）

ｓ．ｔ．　 狓 ０ ≤犛０ （５）

　　上述问题是一个多项式复杂程度的非确定性

（ｎｏ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ｔｉｃ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ｔｅ，记 为

ＮＰ）问题，为进一步提升求解效率，经过证明，式

（５）中的限定条件可以放松至１范数
［２４］，从而将

整个问题转化为如下凸优化问题：

狓＝ａｒｇｍｉｎ（狓 １）

ｓ．ｔ．　 犢－犃狓 ２ ＜狉 （６）

式中犢为测量参数，在固定状态和部件故障模式

下是确定不变的；狓为需求解的未知健康参数；犃

是过完备字典；狉为人工设置的最大匹配残差。

不同过完备字典将导致稀疏求解算法计算效率和

精度会有所不同，因此，需要对系数矩阵进行选

择。同时，目前求解上述凸优化问题可采用匹配

追踪（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ｐｕｒｓｕｉｔ，ＭＰ）和正交匹配追踪算

法（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ｐｕｒｓｕｉｔ，ＯＭＰ）
［２５］为代

表的贪婪算法，这些算法具有原理简单、收敛快的

特点，在稀疏求解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为此，本

文将直接采用ＯＭＰ算法进行稀疏求解。

２２　基于改进犓犛犞犇的突变故障字典训练

过完备字典在稀疏匹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必须设计合理的过完备字典才能保证计算结

果的正确性。

常规ＫＳＶＤ字典训练算法流程如图３所示。

算法中，选取初始字典作为匹配字典，将该匹配字

典带入稀疏求解算法中得到字典匹配结果，根据

匹配结果选择更新列，并采用 ＫＳＶＤ算法计算

更新矩阵，逐个更新对应原子得到新的匹配字典，

从而最终得到训练完成的过完备字典。该字典训

９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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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ＫＳＶＤ字典训练流程

Ｆｉｇ．３　ＫＳＶ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练算法的核心是采用迭代更新的方式每次更新一

个原子更新过程中，定义字典训练目标函数为

犃^，^狓＝ａｒｇｍｉｎ（犢－犃狓
２
２）

ｓ．ｔ．　 狓 ０ ≤犛 （７）

　　单次更新时，将现有字典带入训练目标函数

求解出匹配结果狓，根据匹配结果确定对应于原

子的更新矩阵，并对相应原子进行更新。其中，目

标函数的各元素可用向量表示

犃＝ ［犪１，犪２，…，犪狀－１，犪狀］，

狓＝ ［狓１，狓２，…，狓狀－１，狓狀］
Ｔ，

犢＝ ［狔１，狔２，…，狔狀－１，狔狀］
Ｔ

　　从而式（７）化为

犃^，^狓＝ａｒｇｍｉｎ（犢－∑
狀

犻＝１

犪犻狓犻
２

２
） （８）

　　在对第犽个原子进行训练时，将式（５）中的

犢－∑
狀

犻＝１

犪犻狓犻部分中的第犽个原子分离出来，将其

余部分表示为一个整体，可以得到

犪^犽，^狓犽 ＝ａｒｇｍｉｎ（犚犽－犪犽狓犽） （９）

其中犚犽 ＝犢－∑
犽－１

犻＝１

犪犻狓犻－∑
狀

犼＝犽＋１

犪犼狓犼。

利用该流程得到的新向量犪^犽 可替换原字典

原子犪犽，当所有原子均采用上述算法完成更新

后，字典训练完成。

常规ＫＳＶＤ字典训练算法在选取字典时通

常仅考虑其冗余性，并且在实际应用中着重考虑

编码结果的总体稀疏性。但对于航空发动机来

说，其表征气路部件故障的健康参数具有明确的

物理意义且变化具有一定规律性［２６］，直接采用常

规ＫＳＶＤ算法获得匹配字典难以对不同部件突

变故障模式进行准确表征。为此，本文结合了发

动机气路突变故障信号的变化特征，提出采用特

征原子组分组训练对ＫＳＶＤ字典训练算法进行

改进，具体流程如图４所示。

图４　特征原子组训练

Ｆｉｇ．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ａｔｏｍｓｔｅａｍ

在训练字典时，将定义的４个部件的健康参

数即８个原子按照部件进行分类，２个为１组进

行训练，每组的２个原子分别对应风扇、高压压气

机、高压涡轮、低压压气机的效率系数和流量系

数，这些组称为对应部件的特征原子组。为获取

各部件特征原子组，有发动机模型获得各部件故

障气路参数样本犢
·，将对应样本代入ＫＳＶＤ字

典训练法进行字典训练，再使用训练结果进行稀

疏匹配，匹配结果中非零项对应的原子即为该设

计故障对应的特征原子组 犪η·，犪犿｛ ｝· 。当所有部

件故障的特征原子组均训练完成后，所有特征原

子组即可构成匹配字典。

单部件特征原子组训练具体可分为特征原子

定位和数值放缩两部分。特征原子定位以高压压

气机效率系数和流量系数为例进行分析，如图５

所示。图中狓为求解得到的系数矩阵，其中的非

零项由彩色标出，犃为训练结果，其中的彩色带为

选择的原子，狓１、狓５ 对应风扇效率系数和流量系

数；狓２、狓６ 对应高压压气机效率系数和流量系数；

狓３、狓７ 对应高压涡轮效率系数和流量系数；狓４、狓８

对应低压涡轮效率系数和流量系数，狔为训练样

本。训练样本由改进ＫＳＶＤ算法训练得到字典，

采用多组样本数据以及随机初始字典进行反复迭

代，根据匹配结果非零项的位置，以选中原子线性

不相关为迭代终止条件，最终选取最佳组合，确定

对应原子对应的高压压气机的健康参数。特征原

子定位过程中，可按图５所示方法移动相应原子，

０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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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式仍然成立，对每个部件都进行定位后即可将对

应参数的特征原子定位到对应位置上。经过特征

原子定位后，训练样本与原子间的关系可表示为

狔＝ Δ^ηｈｐｃ犪２＋Δ^犿ｈｐｃ犪６ （１０）

其中 Δ^ηｈｐｃ、Δ^犿ｈｐｃ分别为由当前字典计算得到的

高压压气机效率系数和流量系数蜕化量。犪２、犪６

为当前所选择的原子。

图５　特征原子定位

Ｆｉｇ．５　Ｆｅａｔｕｒｅａｔｏｍ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完成特征原子定位后，还需要对原子进行缩

放，以保证定位后的原子与对应部件故障程度之

间相互匹配，具体方法如图６所示。同样以高压

压气机为例，高压压气机设计的故障模式中，其效

率系数蜕化量为Δηｈｐｃ，流量系数蜕化量为Δ犿ｈｐｃ，

测量参数狔与效率系数和流量系数之间关系为

狔＝Δηｈｐｃ^犪２＋Δ犿ｈｐｃ^犪６ ＝

Δηｈｐｃ
Δ^ηｈｐｃ

Δηｈｐｃ
犪２＋Δ犿ｈｐｃ

Δ^犿ｈｐｃ

Δ犿ｈｐｃ
犪６ （１１）

　　由于特征原子定位流程中已保证了原子之间

线性不相关，根据初始健康参数和求解的系数可

得到特征原子分别为

犪^２ ＝
Δ^ηｈｐｃ

Δηｈｐｃ
犪２　^犪６ ＝

Δ^犿ｈｐｃ

Δ犿ｈｐｃ
犪６ （１２）

　　经过特征原子定位和数值放缩后得到的结果

将与设计结果一致，即完成了本部件特征原子组

图６　数值放缩

Ｆｉｇ．６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ｃａｌｉｎｇ

的训练。对于其他部件特征原子组训练，均按照

此流程进行。

综上所述，改进ＫＳＶＤ算法中，通过引入特

征原子组训练能有效克服传统稀疏匹配算法中匹

配过程的盲目性，为对应位置的匹配结果赋予相

应的物理意义，有利于提升匹配精度。

３　仿真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算法的有效性，通过设计涡扇发动

机不同气路部件发生不同程度的突变故障对过完

备字典与诊断结果进行仿真验证。仿真平台基本

配置参数如表２所示。

表２　仿真平台参数

犜犪犫犾犲２　犛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狆犾犪狋犳狅狉犿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项目 规格

处理器 ＩｎｔｅｌＣｏｒｅｉ５４２１０Ｍ２．６ＧＨｚ

内存 ８Ｇ２ＤＤＲ３Ｌ１６００ＭＨｚ

操作系统版本 Ｗｉｎｄｏｗｓ１０１８０６

软件版本 ＭａｔｌａｂＲ２０１８ｂ

３１　过完备字典训练

为了给气路突变故障跟踪诊断提供具有足够

稀疏度的字典形式，结合表１健康参数蜕化选取

训练样本，分别对各部件的特征原子组进行训练。

训练过程中具体样本参数设置如下：各部件特征

原子组训练共选取３组故障模式：效率系数下降

２％，流量系数下降（涡轮部件为上升）２％；效率系

数下降１％，流量系数下降（涡轮部件为上升）

３％；效率系数下降３％，流量系数下降（涡轮部件

为上升）１％；按上述故障模式通过发动机非线性

模型分别计算得到对应的气路热力学参数，并利

用字典特征原子组流程对字典进行训练。在特征

原子组定位过程中，初始字典为随机生成的过完

备字典犃０∈犚
６×８，风扇特征原子组迭代１４次后

达到收敛条件；高压压气机特征原子组迭代１７

１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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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高压涡轮特征原子组迭代２６次；低压涡轮特

征原子组迭代２３次。特征原子定位完成后，按照

初始设定的健康参数蜕化值对原子进行数值放缩

过程，最终得到过完备字典如下：

犃＝

０．２９１ －０．０２６ －０．１６９ ０．００１ －０．１８６ ０．０４９

０．０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７ ０ －０．０７８ ０．０２

０．０９４ ０．００６ ０．６１６ －０．０４８ ０．７８４ －０．８２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５ ０．３４２ －０．３３６

０．０８２ －０．０１１ ０．４６１ －０．０２４ ０．５４５ －０．１３９

－０．１０１ －０．０１４ －０．８６２ ０．０３９ －

烄

烆

烌

烎１．０１ ０．２４１

　　为了验证气路突变故障过完备字典训练的精

度，设计风扇、高压压气机、高压涡轮和低压涡轮

的效率系数和流量系数分别下降１％，将改进Ｋ

ＳＶＤ字典训练方法所得字典运用于稀疏求解方

法中，对气路部件的健康参数进行跟踪。跟踪的

健康参数与设计故障参数绝对误差对比如表３所

示。从对比误差可以看出，该训练字典对预设训

练样本的健康参数还原效果较好，误差量级在

１０－９，该训练字典具有较好性能。

表３　过完备字典对故障样本的诊断误差

犜犪犫犾犲３　犗狏犲狉犮狅犿狆犾犲狋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犪狉狔狊犱犻犪犵狀狅狊犻狊犲狉狉狅狉

狅狀狋犺犲犳犪狌犾狋狊犪犿狆犾犲狊

故障部件
效率系数诊断

误差／１０－１３

流量系数诊断

误差／１０－１３

风扇 １．８ ３４０００

高压压气机 １．９ １２

高压涡轮 １９０ ２．６

低压涡轮 ４．２ ８．３

３２　气路故障诊断结果

为验证该算法获得的字典对涡扇发动机气路

突变故障的诊断能力，设计了如表４所示的４个

仿真实验。将仿真实验结果与基于ＥＫＦ的故障

诊断算法和基于ＵＫＦ的故障诊断算法
［１４］结果进

行对比分析，对比结果如图７～图１０所示。其横

坐标表示仿真时间序列。

在时间狋＝２ｓ时，风扇发生突变故障，风扇效

率系数蜕化１％和流量系数蜕化２％，其他部件健

康参数不发生变化。图７（ａ）～图７（ｃ）分别表示

采用ＵＫＦ、ＥＫＦ和改进ＫＳＶＤ算法对风扇突变

故障健康参数跟踪变化情况，其中纵坐标表示健

康参数的绝对值；图８（ａ）～图８（ｃ）分别表示对应

３种算法跟踪过程健康参数的绝对误差。从图中

可以看出，３种算法均能较好实现对风扇突变故

障健康参数的有效跟踪。其中，由于ＵＫＦ算法采

表４　故障部件健康参数蜕化

犜犪犫犾犲４　犘狉犲犻狀狊狋犪犾犾犻狀犵犱犲犵狉犪犱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犺犲犪犾狋犺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狅犳犳犪犻犾犲犱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

故障部件
效率系数

蜕化值／％

流量系数

蜕化值／％

风扇 －１ －２

高压压气机 －２ －２

高压涡轮 －２ ４

低压涡轮 －１ ２

用精度较高的非线性模型，能够准确地反映发动

机的动态变化过程，该算法的跟踪精度最高；而

ＥＫＦ算法采用的线性化模型不可避免存在建模

误差，使得跟踪诊断精度相对较低。同时，基于模

型的 ＵＫＦ和ＥＫＦ算法对表征同一部件故障的

气路测量参数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这种相关性

会导致健康参数跟踪结果之间必然存在相互影响

关系，模型精度越低，相应的影响程度越剧烈，因

此，ＥＫＦ算法健康参数相互影响程度高于 ＵＫＦ

算法。如风扇效率系数和流量系数发生突变性蜕

化时，ＥＫＦ算法中高压涡轮效率系数蜕化量最大

可达到０．０８５，如图８（ｂ）所示；而 ＵＫＦ算法中高

压涡轮效率系数蜕化量几乎等于０，如图８（ａ）所

示。相比较而言，改进 ＫＳＶＤ算法的跟踪精度

介于ＵＫＦ算法和ＥＫＦ算法之间。该算法在稀

疏求解突变信号时，由于故障发生的突发性会造

成拟合残差出现局部堆积现象，该现象将导致故

障发生初期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尖峰，如图７（ｃ）和

图８（ｃ）所示，尖峰持续时间一般较短，参数恢复

正常值较快，为０．５～１ｓ，一般不会对求解过程产

生过多影响。与此同时，由于改进 ＫＳＶＤ算法

对字典训练时得到了具有较强稀疏特性的系数矩

阵，将有效降低跟踪的健康参数之间的相互影响，

如跟踪风扇突变故障时，改进 ＫＳＶＤ算法跟踪

结果中仅风扇效率系数和流量系数发生突变，其

他健康参数基本保持不变，这种稀疏特性对提高

２１０２



　第９期 李　魁等：基于改进ＫＳＶＤ字典训练的涡扇发动机气路突变故障稀疏诊断方法

气路部件故障诊断的辨识度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图９表示高压压气机发生突变故障时，效率系数

和流量系数分别蜕化２％，其他部件健康参数不

发生改变情况下，采用ＵＫＦ、ＥＫＦ和改进ＫＳＶＤ

算法对健康参数跟踪结果，图１０表示对应３种算

法跟踪过程健康参数的绝对误差。从高压压气机

突变故障健康参数跟踪和误差结果分析来看，基

本能够得到与风扇发生突变故障相一致的结论。

对于高压涡轮和低压涡轮发生突变故障的情

况，通过仿真得到了 ＵＫＦ、ＥＫＦ和改进 ＫＳＶＤ

算法对健康参数跟踪的结果，其匹配误差记录在

表５中。表５表示在不同部件故障模式下跟踪的

健康参数绝对误差的平均值。从误差平均值也可

以看出，ＵＫＦ算法精度最高，其次为改进ＫＳＶＤ

和ＥＫＦ算法。改进 ＫＳＶＤ算法由于误差的局

部堆积现象在故障发生初期会产生尖峰现象，导

致其误差平均值将高于 ＵＫＦ算法，但尖峰恢复

后其误差水平与 ＵＫＦ算法基本一致。其次，

ＵＫＦ和ＥＫＦ算法跟踪结果中健康参数之间存在

相互影响，而改进 ＫＳＶＤ算法跟踪结果具有明

显的稀疏特性，这将有利于提高突变故障诊断的

辨识程度。

为验证不同算法计算效率，在表２所示的实

验室条件下，利用３种算法分别对４种故障模式

重复１０次仿真计算取平均耗时，得到如表６所示

不同故障模式下３种算法的计算效率。表６中结

果表明，由于 ＵＫＦ算法采用的发动机非线性模

型计算过程比较复杂，导致该算法的计算耗时量

最长，高达２８０ｓ，因此，ＵＫＦ算法大多用于离线

分析；而ＥＫＦ算法直接采用线性化模型，其计算

图７　ＵＫＦ、ＥＫＦ和改进ＫＳＶＤ算法对风扇突变故障跟踪诊断结果

Ｆｉｇ．７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ａｎａｂｒｕｐｔｆａｕｌ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ＵＫＦ、ＥＫＦ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ＫＳＶＤ

图８　ＵＫＦ、ＥＫＦ和改进ＫＳＶＤ算法对风扇突变故障跟踪的绝对误差

Ｆｉｇ．８　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ｆａｎａｂｒｕｐｔｆａｕｌ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ＵＫＦ、ＥＫＦ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ＫＳＶ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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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ＵＫＦ、ＥＫＦ和改进ＫＳＶＤ算法对高压压气机突变故障跟踪诊断结果

Ｆｉｇ．９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ＨＰＣａｂｒｕｐｔｆａｕｌ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ＵＫＦ、ＥＫＦ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ＫＳＶＤ

图１０　ＵＫＦ、ＥＫＦ和改进ＫＳＶＤ算法对高压压气机突变故障跟踪的绝对误差

Ｆｉｇ．１０　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ＨＰＣａｂｒｕｐｔｆａｕｌ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ＵＫＦ、ＥＫＦ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ＫＳＶＤ

表５　犝犓犉、犈犓犉和改进犓犛犞犇算法气路部件突变故障跟踪的误差平均值

犜犪犫犾犲５　犃狏犲狉犪犵犲犲狉狉狅狉狅犳犵犪狊狆犪狋犺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犪犫狉狌狆狋犳犪狌犾狋狊犫犪狊犲犱狅狀犝犓犉、犈犓犉犪狀犱犻犿狆狉狅狏犲犱犓犛犞犇 ％

故障部件 方法 Δηｆａｎ Δηｈｐｃ Δηｈｐｔ Δηｌｐｔ Δ犿ｆａｎ Δ犿ｈｐｃ Δ犿ｈｐｔ Δ犿ｌｐｔ

风扇

ＵＫＦ ２．１８ ０．２６ １．２１ ２．７５ １．４５ ０．２３ １．２３ １．２７

ＥＫＦ ５．２１ ６．２３ ６．７３ ９．５７ ３．６８ １．２５ １４．００ ２．３１

改进 ＫＳＶＤ ５．７２ ０ ０ ０ ５．５１ ０ ０ ０

高压压气机

ＵＫＦ ５．１７ １．１１ ０．３１ １．１２ ２．１０ １．２１ ０．９０ ０．０８

ＥＫＦ １．４９ ２．８６ １．１０ ２．５４ ２．２５ ３．５４ １．０４ ０．５０

改进ＫＳＶＤ ０ ２．８７ ０ ０ ０ ２．１４ ０ ０

高压涡轮

ＵＫＦ １．２３ ０．２５ ２．１２ ２．３１ ０．７４ １．４５ ２．６４ ２．４５

ＥＫＦ ７．３１ ６．８４ ３．０４ ３．１４ １．２５ ２．４１ ３４．７０ １．２５

改进ＫＳＶＤ ０ ０ ４．８０ ０ ０ ０ ２．５４ ０

４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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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故障部件 方法 Δηｆａｎ Δηｈｐｃ Δηｈｐｔ Δηｌｐｔ Δ犿ｆａｎ Δ犿ｈｐｃ Δ犿ｈｐｔ Δ犿ｌｐｔ

低压涡轮

ＵＫＦ ０．７９ ０．１１ １．４０ ０．４６ ０．３５ ０．７４ １２．７０ ２．４１

ＥＫＦ ８．３４ ６．２５ ５．４５ ５．１０ ０．７８ ２．３５ １２．４０ ３．２１

改进ＫＳＶＤ ０ ０ ０ ９．３２ ０ ０ ０ ６．７５

表６　３种算法时耗对比

犜犪犫犾犲６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狋犺狉犲犲犪犾犵狅狉犻狋犺犿狊犳狅狉

狋犻犿犲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

故障部件 ＵＫＦ耗时／ｓ ＥＫＦ耗时／ｓ
改进ＫＳＶＤ

耗时／ｓ

风扇 ２８４．８６ ０．６０ ０．６２

高压压气机 ２５８．６３ ０．５６ ０．４８

高压涡轮 ２８０．２６ ０．５９ ０．４９

低压涡轮 ２９５．５２ ０．４８ ０．４９

耗时较低，可作为发动机在线故障分析的有效方

法［２７］；而本文提出的改进ＫＳＶＤ算法与ＥＫＦ算

法耗时量基本相同，且避免了ＥＫＦ算法线性化模

型的建立过程，可直接根据采集的数据对气路故

障进行在线诊断。

综上所述，改进 ＫＳＶＤ算法对气路突变故

障的跟踪诊断基本达到了较为理想的精度和辨识

度，且具有计算效率高的特点，可有效解决发动机

气路突变故障诊断问题。

４　结　论

航空发动机气路突变故障具有的稀疏特性为

气路部件典型突变故障跟踪诊断问题提供有效解

决途径。本文根据发动机气路突变故障信号的稀

疏特性，通过特征原子组分组训练对常规ＫＳＶＤ

字典训练算法进行适应性改进，赋予稀疏矩阵相

应的数值物理含义，并运用于气路典型突变故障

的跟踪诊断。仿真结果表明，基于改进 ＫＳＶＤ

字典训练的气路突变故障诊断方法能够到达较为

理想的跟踪精度，其稀疏特性有效提高了突变故

障诊断的辨识程度，且该方法避免了模型的构造，

计算效率较高，可作为发动机气路典型突变故障

诊断的有效方法。除此之外，在实验过程中发现，

当故障程度进一步加深，由于其重新建立新的稳

态时间长，故障影响范围更广，故障的突变性和稀

疏性都有所减弱，求解跟踪速度过慢，因此，求解

中需要通过设定阈值、延长观察时间以及增加训

练样本等手段才能获得正确的结论。同时，如何

对各原子进行误差分配，防止在突变故障发生时

出现局部误差堆积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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