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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稀疏网格配置方法的超燃冲压发动机
高维不确定性量化 *

高嘉豪，何淼生，刘成诚，张 斌，刘 洪

（上海交通大学 航空航天学院 高超声速创新技术研究实验室，上海 200240）

摘 要：为了定量地研究随机不确定性对超燃冲压发动机性能评估及优化设计可能带来的影响及其

规律特征，基于高斯过程描述发动机工作状态及来流环境等控制参数随机误差，建立由自由来流条件、

进气道压缩系统以及燃烧加热等构成的发动机输入边界不确定性表征。耦合全局敏感度分析、稀疏网格

技术、概率配置方法及等压燃烧热力学分析模型，提出了面向超燃冲压发动机高维不确定性量化方法，

研究量化了上述随机不确定性输入对典型超燃冲压发动机性能的影响及其不确定性传递特征。结果表

明：马赫数6.0巡航条件下，发动机的比冲对进气道的压缩过程最为敏感，占比达到65%~70%，而对燃

烧加热的敏感性最低，进气道压缩系统的初始压缩激波以及来流马赫数对于整个超燃冲压发动机的比推

力敏感性要显著高于其他输入因素；随着燃烧室入口马赫数由 2.0增大到 3.0，单一因素存在 5%不确定

性导致的发动机比冲性能评估的不确定度由最小的5.5%快速放大到约7.63%，系统朝着不稳定的方向发

展，多种随机不确定性共同作用下的发动机性能不确定性传递存在一定的耦合效应；高速进气道正常工

作需要处理的空气动能与外部注入的燃料热能之比随飞行马赫数增加呈现近似2次方指数型增长，从能

量流视角开展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将有助于深度理解超燃冲压发动机性能不确定性的传递行为。

关键词：超燃冲压发动机；高维不确定性量化；随机配置方法；敏感度分析；热力循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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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Dimensional Uncertainty Quantification in Scramjet
PerformanceAnalysis Using Sparse Grid Collocation Methods

GAO Jia-hao，HE Miao-sheng，LIU Cheng-cheng，ZHANG Bin，LIU Hong
（Hypersonic Innov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Laboratory，College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quantitatively study the possible impact of stochastic uncertainty on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optimization design of the scramjet engine，based on the Gaussian process，the stochastic errors of
control parameters such as the engine operating conditions and the freestream flow parameters has been described
in this paper，and the uncertainty of the engine’s input boundary consisting of freestream flow conditions，the in⁃
take initial compression system，and combustion heating has been established. Coupled with global sensi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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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fication in Scramjet Performance Analysis Using Sparse Grid Collocation Methods［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2021，42（6）：120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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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sparse grid technology，probabilistic collocation method，and isobaric combustion thermodynamic anal⁃
ysis model，a high-dimensional uncertainty quantification method for the scramjet is proposed，and the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bove stochastic uncertainties input as well as their impact on scramjet performance are
quantified for typical scramje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ecific impulse of the engine is most sensitive to the
compression process of the intake，accounting for 65% to 70%，and the least sensitive to combustion heating un⁃
der a cruise condition of Mach 6.0，and the uncertainties coming from the initial compression shock and incoming
Mach number of the high Mach number inlet compression system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other input fac⁃
tors for the specific thrust sensitivity of the entire scramjet. As the combustor entrance Mach number increased
from 2.0 to 3.0，the uncertainty of the specific impuls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e engine induced by a single
factor of 5% will quickly increase from a minimum of 5.5% to 7.63%，indicating an unstable developing direc⁃
tion，and there is a certain coupling effect in the transmission of engine performance uncertainty under the combi⁃
nation of multiple stochastic uncertainties. The ratio of the kinetic energy of the air that needs to be processed to
the high-speed intake to the heat energy of the externally injected fuel exhibits an exponential growth of approxi⁃
mately square power as the freestream Mach number increases，further analysis and research utilizing an energy
and exergy analysis tool will be very helpful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n the transfer behavior of the perfor⁃
mance uncertainty of the scramjet engine.

Key words：Scramjet engine；High-dimensional uncertainty quantification；Stochastic collocation meth⁃
od；Sensitivity analysis；Thermodynamic analysis model

1 引 言

在高超声速飞行器中，超燃冲压发动机由于其

自吸气的特性，相较于其他系统有着较大的优势［1］，

是未来高超声速动力系统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然

而冲压发动机是一个多尺度多物理效应强耦合的高

维系统，对于其机理的研究较为困难，另外，在实际

的使用过程中，由于测量技术、制造工艺，飞行环境

等影响，超燃冲压发动机的输入因素都不可能是完

全理想化的，即存在一定程度的随机不确定性，这使

得实际情况下冲压发动机详细工作机理和性能优化

设计的研究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对于超燃冲压发

动机来说，深入地认知可能存在的随机不确定性并

量化其对发动机工作过程和性能的影响与精细的流

动物理场分析同等重要。

通过大涡模拟（Large-eddy simulation，LES）数值

研究方法对超燃冲压发动机内/外流场进行高精度计

算是目前精度较高的流动物理场分析方法，Huan
等［2］首次尝试了基于 LES对超燃冲压发动机燃烧室

内流场进行不确定量化分析，因巨大的计算量需要

开展多重降维处理和分析，寻求更高效的分析模型

和方法仍然是该领域研究的重点。超燃冲压发动机

热力学性能分析作为一种简单快速的性能分析方

法，也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与发展。Roux等［3-5］提出

了一种简单的热力学分析方法，可以对超燃冲压发

动机的性能进行快速分析，提出不同燃烧室燃烧模

型来适应各种燃烧，并通过此方法对非理想流动进

行了探究，在热力学分析中加入了喷流等非理想因

素。Yang等［6］和 Zhang等［7］等发展了基于多种燃烧模

式的冲压发动机热力学分析模型，在考虑温度限制

约束下，对超燃冲压发动机在不同压缩比、不同当量

比条件下的性能进行了分析，得到了超燃冲压发动

机比推力随着压缩比和当量比的变化规律。Zhang
等［7］等通过考虑温度限制和壅塞限制的超燃冲压发

动机热力学性能分析，对不同马赫数中不同压缩比

和当量比的发动机性能进行了分析，得到了更为准

确的冲压发动机性能曲线以及极限边界。

Smart等［8］分析了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超声速中

心关于 Hyshot-II超燃冲压发动机的飞行试验数据，

其飞行马赫数在 Ma=7～8区间，得到了燃料管路压

力有 ±6.9kPa的不确定性。 Constantine 等［9］给出了

HyShot-II在 DLR的 HEG中的地面测试［10］来流条件

实验数据，结果表明，该实验测量喷管补给区的滞止

压力 p0、温度 T0和焓 H0、以及加注氢燃料的气室压力

pH2 等来流条件测量值存在随机波动。Ekoto等［11］研

究了不同形状但是具有周期性质的粗糙壁面对于超

声速边界层的影响，发现了方形凹槽类粗糙面和菱

形凹槽类粗糙面对边界层内应力造成不同的影响，

得到了仅壁面粗糙程度形式的不同，就可以对流动

造成较大影响的结论。而壁面粗糙程度的随机性是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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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这也是不确定性的一个方面。这些不确定

量即使变化范围较小，也可能对发动机产生很大的

影响，甚至会导致超燃冲压发动机不启动［12］。

由于误差实际存在，在对超燃冲压发动机的研

究过程当中，对于这些不确定性的研究也是十分重

要的。目前，对于不确定性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不确

定量化方法，即 Uncertainty quantification（UQ），是近

年来国际上热门的研究课题，其应用领域包括水文

学、流体力学、数据同化和天气预测等。由于 UQ问

题中的大量随机参数引起超大计算量，如何设计高

效的高精度数值方法变得非常重要，与其相关的计

算技术和数学理论也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不确定量化方法可以分为侵入式和非侵入式两

种，非侵入式有 Monte Carlo方法、Collocation和 Least
Squares 等 ；侵 入 式 则 主 要 指 generalized Polynomial
Chaos-Galerkin（gPC-Galerkin）方法。Monte Carlo方
法是一种传统研究不确定性量化问题的方法，有着

广泛的适用性和鲁棒性，但存在精度低，计算量大的

问题。在早期大多采用改进采样过程（如 Latin超立

方体采样［13］）的 Monte Carlo法，随后基于 Polynomial
Chaos Expansions，PCE方法逐渐取代了 Monte Carlo
法。2000年以后，Xiu等［14-15］先后提出了不确定量化

标杆性计算方法-加速收敛的不确定密度函数多项

式基类 gPC方法以及结合 Monte Carlo法、传统 Galer⁃
kin优点的 Collocation方法对于高维的不确定性问

题。Xiu等［15］在 2005年文中对比了三种配置点的选

择，证明了高维条件下 Smolyak稀疏网格的实用性。

在超燃冲压发动机的研究中，不确定量化方法

已经有了初步的应用。Witteveen等［16］介绍了燃料注

入过程不确定性对发动机性能包线的影响过程，结

合配置点法，文中发展了一套不确定量化解决方案，

能够对随机不确定性、主观不确定性和数值误差进

行量化分析，他们研究了 HyShot-II超燃冲压发动机

的实验数据［8］和不确定传播过程，得到结论：壁面压

力结果的 99%置信区间有 8.026%不确定度，其中主

观不确定性贡献最后结果不确定性的主要部分［17］。

Crow［18］研究了 Hyshot-II和 HyFire-2两种构型超燃冲

压发动机［19-20］中热辐射计算的不确定性问题。对于

热辐射的计算，作者使用了离散坐标方法，该方法涉

及到分子谱模型和网格加密，因此作者主要研究这

两种数值过程中参数的主观不确定性。通过将不确

定性当作线性扰动加入到计算当中，作者发现 DOM
计算的热辐射有 5%的不确定度。Gianluca等［21］引入

Multifidelity Multilevel Monte Carlo即多保真多重蒙特

卡洛方法用于对HiFire-2进行不确定性分析。

本文通过热力学方法建立超燃冲压发动机性能

分析模型，引入稀疏网格配置高精度不确定性量化

方法描述多种系统状态和工作环境随机不确定性的

传递，结合全局敏感度分析研究获得超燃冲压发动

机性能敏感的主要不确定性参数，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研究多种主要不确定性输入变量之间耦合效应及

其对超燃冲压发动机比冲性能分析的影响规律。基

于 UQ的热力性能分析的本质是通过构建发动机系

统状态及工作环境与系统性能之间复杂而又确定的

物理关系，研究并量化系统状态及工作环境的不确

定性所引起的系统性能不确定度，进而得到系统性

能的不确定性传递行为及度量。

2 物理模型与计算方法

2.1 基于热力学方法的发动机性能分析模型

真实的超燃冲压发动机工作过程是一个高度非

线性的多物理、多尺度耦合复杂动力学过程，对其流

动物理过程的精细化数值解析伴随着计算成本的指

数化增长，对此图 1给出了非常形象化的展示。另

外，面向超燃冲压发动机的不确定性研究已表明，尽

管基于 NS方法的流场解析能够获得相对准确的流场

性能评估和不确定性传递行为特征，却面临着非常

庞大的“维数灾难”问题［2］。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

简化问题，本文基于经典的热力学方法建立发动机

性能分析模型。

图 2给出了本文采用的等压燃烧循环模型示意

图，作为一种简单快速的性能分析方法，在超燃冲压

发动机总体性能分析和优化设计研究中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6-7，21］。

该模型中，超燃冲压发动机燃烧室采用等压燃

烧方式，详细的数学模型推导过程可以进一步参考

相关文献［6-7，21］。整个热力学循环主要涵盖三个

Fig. 1 Contradiction between physical analysis and

computational cost on scram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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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过程，即压缩、加热、膨胀。

2.1.1 压缩过程

考虑到高超声速飞行环境下，超燃冲压发动机

的进气道压缩系统与飞行环境和状态参数（尤其是

飞行攻角、来流马赫数等）之间存在强耦合效应，本

文引入多波系设计方法来表征进气道减速增压过

程，以明确压缩波系的设计不确定性对发动机性能

评估的影响。

如图 3所示，整个进气压缩过程（涵盖隔离段）包

含 6道压缩激波，以进气道的出口马赫数为输出变

量，波系结构的设计和计算过程满足以下三个基本

约束：（1）出口速度的方向要与来流方向一致。（2）出

口速度为一个给定的值。（3）给定激波角不应大于

90°。按照平面斜激波关系式，来流的出口角度可以

通过式（1）给出的几何关系和斜激波前后角度关系

求出，式中 δ，β，Ma1和 γ分别代表斜激波后气流偏转

角、激波角、波前马赫数和绝热指数。迭代计算出口

马赫数 Ma2，通过约束（2）~（4）进一步给出燃烧室入

口状态参数，式中 T*，u，h，R分别代表气流的总温、绝

对速度、静焓和气体常数，下标 2和∞分别代表燃烧室

入口和自由流截面，限于篇幅，详细的设计流程这里

不再赘述。

tanδ = Ma21 sin2 β - 1
é

ë
ê

ù

û
úMa21 ( )γ + 1

2 - sin2 β + 1 tanβ
（1）

T ∗
2 = T ∗

∞ （2）
h2 + 12 u22 = h∞ +

1
2 u2∞ （3）

u2 = Ma2 γ2RT2 （4）
2.1.2 燃烧加热过程

复杂燃烧过程被简化为等压加热过程，对于煤

油和空气燃烧系统，其放热反应可以通过式（5）进行

描述［6-7］，由此可以进一步通过式（6）确定给定当量比

下燃烧室的总温升比。对于等压燃烧过程，燃烧室

出口的状态参数将可以基于式（7），（8），（9），（10）计

算得出。式中 q，Cp分别为煤油的低热值和考虑燃烧

环境的燃气定压比热，下标 2和 4分别代表燃烧室入

口和出口截面。

C12H23 + 17.75(O2 + 3.762N2) →
12CO2 + 11.5H2O + 66.77N2

（5）

τ = ϕq
16.19CpT ∗

∞
+ 1 （6）

h4 + 12 u24 = h2 +
1
2 u22 +

ϕq
16.19 （7）

p4 = p2 （8）
u4 = u2 （9）

Fig. 2 Thermodynamic cycle analysis model of a hypersonic scramjet engine

Fig. 3 Compression shock system based on multi-wave

methods modeling for hypersonic in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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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4 = u4

γ4RT4
（10）

2.1.3 膨胀过程

尾喷管内的气流流动近似为等熵膨胀过程，且

认为喷管出口达到完全膨胀状态，即喷管出口静压

应等于外界自由来流静压，喷管出口状态参数将通

过式（11）~（13）确定，下标 5代表喷管出口截面。

h5 + 12 u25 = h4 +
1
2 u24 （11）

p5 = p∞ （12）
Ma5 = u5

γ5RT5
（13）

喷管的出口速度一旦确定，则发动机的比冲 Isp
（Specific impulse）可以通过式（14）给出，式中 ϕ，g分

别代表燃料当量比及重力加速度。

I sp = 16.19 ( )u5 - u∞
ϕg

（14）
图 4给出了本文热力学模型与文献结果的对比，

由于进气道压缩系统采用了不同的模型，局部压缩

比条件下发动机性能评估结果存在细微的差别，证

明了本文热力学分析模型的正确性。

2.2 不确定性因素的辨识及其高维特性

如图 5所示，描述湍流、燃烧及其相互作用等复

杂物理过程的认知不确定性因素不在本文讨论的范

畴。影响其热力学过程及性能的不确定性因素主要

为发动机系统状态及飞行环境带来的随机不确定

性，按照来源主要可以分为三部分：（1）跨大气层飞

行过程中，大气环境本身存在一定程度的随机波动

现象［23-24］，这就导致来流的静压、静温及马赫数均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2）燃料喷注与燃烧过程，已有

的研究已经揭示，超声速燃烧过程存在不稳定振荡

会导致燃料喷注环境的局部振荡，进而影响燃料喷

注的真实压降，尽管这里涉及复杂的流体动力过程，

从简化问题的角度出发，在这里统一使用当量比和

燃烧效率参数的不确定性来分别描述这两个重要的

燃烧释热过程。（3）即为制造和加工引起的系统误

差，在这里主要是进气道的多波系组成的压缩系统

引起的不确定性。值得注意的是，来流状态的另一

个重要输入参数攻角也是引起发动机工作状态的重

要不确定性来源之一，著名的 HyShot-II飞行试验［8］

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然，高超声速进气道特有的流

动物理特征可以将飞行攻角带来的不确定性耦合到

进气道的压缩波系中。综合上述分析，结合以往针

对超燃冲压发动机以及高超声速飞行器不确定性量

化的初步探索研究，本文选定自由来流状态参数静

压 p∞，静温 T∞，马赫数 Ma∞，进气道 6道压缩激波的激

波角 βi（i=1~6）以及燃料注入和燃烧释热相关的当量

Fig. 4 Comparison of specific thrust performance vs inlet

pressure ratio between the present model and results of

reference

Fig. 5 Thermal-dynamic process in a scramjet under multiple epistemic uncertainty boundary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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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ϕ和燃烧效率 η共 11个维度的随机不确定性输

入量。

2.3 高维不确定性量化的数学方法

基于上述发动机系统状态及飞行环境导致的多

种随机不确定性辨识，耦合全局敏感度分析、稀疏网

格技术、概率配置方法的高维不确定性分析方法与

发动机热力学性能分析模型，提出了多种随机不确

定性耦合导致的发动机性能不确定性量化方法，主

要分为 3个步骤：

（1）利用概率配置方法结合稀疏网格技术生成

不确定性输入参数的样本，如图 6所示。

（2）利用全局敏感度分析方法，结合发动机热力

学性能分析模型，对输入参数样本点所对应的发动

机比推力和比冲等主要性能进行敏感性分析，确定

主要的模型不确定性输入参数及其对发动机性能的

敏感性，对不确定性输入表征进行降维处理，如图 7
所示。

（3）再次利用概率配置方法结合稀疏网格技术

的不确定性量化方法对上述多种主要随机输入参数

耦合作用下的发动机性能不确定性传递行为及量化

指标进行分析。

其中，基于稀疏网格的配置方法是本文使用的

高维不确定性量化分析方法的核心模块。

2.3.1 概率配置方法

Probabilistic Collocation Method，PCM是对传统的

随机配置方法（Stochastic Collocation Method，SCM）的

一种改进，是当今最流行的 UQ计算方法之一，它结

合了 Monte Carlo方法和传统多项式 Galerkin投影方

法的优点。其主要思想是在高斯积分点中选取配置

点，计算随机系统的响应量，然后映射到多项式混沌

展开（PCE）模型上。Villadsen等［26］证明了在一维情

况下以正交多项式的根作为配置点的 PCM可以推广

到多维空间。这里简要介绍 PCM方法的构建过程，

详细的数学理论推导可以参阅文献［15，27］。

设输入参数变量 x的概率密度函数为 ρ (x)，则关

于函数 f的期望值 E ( f)和方差 D ( f)分别为

E ( f) = ∫f (x) ρ (x) dx （15）

Fig. 7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process based on global sensitivity analysis method

Fig. 6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high dimensional stochastic uncertainties input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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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f) = ∫( f (x) - ρ (x)) 2 ρ (x) dx （16）
由输入变量参数 x的区间和 ρ (x)对上述公式进

行积分，即可获得对应的平均值和方差。然而对于复

杂的响应系统，通常无法获得 f (x)和 ρ (x)的解析形

式，因此需要一个更为一般的响应面构造方式，如拉

格朗日插值方法。考虑输入参数 X = (x1，x2，⋯，xN)
和函数 f (x)，应用拉格朗日插值方法可以得到多项式

L (x) =∑
j = 1

N

fj lj ( )x （17）

lj (x) = ∏
i = 1,i ≠ j

N x - xi
xj - xi =

( )x - xi
( )xj - xi

⋯ ( )x - xj - 1
( )xj - xj - 1

( )x - xj + 1
( )xj - xj + 1

⋯ ( )x - xN
( )xj - xN

（18）

lj (xk) = {1, k = j0, k ≠ j （19）
从而 L (xj) = f (xj)，即 L (x)是对函数 f (x)的插值

拟合多项式。因此，期望 E ( f)可以表述为以下多

项式：

E ( f) = ∫f (x) ρ (x) dx =
∫L (x) ρ (x) dx =
∫∑
j = 1

N

fj lj ( )x ρ ( )x dx =

∑
j = 1

N

fj ∫lj ( )x ρ ( )x dx

（20）

令 ωj = ∫lj (x) ρ (x) dx为函数 f (xj)对应的积分权

重，则方差可以描述为以下多项式

D ( f) =∑
j = 1

N

( fi - E ( f)) 2ωj （21）
式（18）中，lj (x)表达式仅与输入参数变量 X =

(x1，x2，⋯，xN)有关，即为配置点，显然配置点的选择

对于计算精度至关重要。理论上使用拉格朗日插值

方法可以对任意选点进行计算，但是好的插值点能

够获得更好的计算精度，一般认为，当 ρ (x)满足高斯

分布时，应该选取配置点为 Gauss-Hermite点，课题组

针对 PCM方法在圆柱绕流［28］、超声速剪切层［29］以及

真空羽流［30］等问题上开展了一定程度的探索，验证

了该方法在描述输出量的不确定性方面具有良好的

可信度。如何处理由于随机输入带来的高维逼近同

时满足算法的高精度、稳定性以及最优的收敛性质

仍然是 UQ数学理论研究的前沿之一［27］。

2.3.2 稀疏网格技术

由于配置点方法的核心是基于张量积 Gauss点
和张量多项式插值，这就面临严重的维数灾难问题，

即所需要的张量积节点个数随着不确定性输入变量

维数的增加呈指数增长。考虑到对于每一个样本，

需要求解与随机问题同等规模的确定问题，这在实

际应用中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本文引入 Smolyak稀
疏网格技术［31］进行高维求积，以减弱维数灾难问题。

该方法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张量方法，其基本思

想是采用一维求积公式的张量积组合来构造多维求

积公式。令 Ω ij
1 和 ωij1 分别表示一维数值积分的节点

和相应的积分权重，则 N维 k阶稀疏网格精度的数值

积分节点表示为

Ω k
N = ∪

k + 1 ≤ || i ≤ q
Ω i11 ⊗ Ω i21 ⊗ ⋯ ⊗ Ω iN1 （22）

式中 q = k + N，| i | = i1 + i2 + ⋯ + iN。对应的积

分权重表示为

ωl = ( - 1) q - || i ( )N - 1
q - || i (ωi1

ji1
⋯ωiN

jiN) （23）
高维积分式 ∫

Ω
yΨ j ρ (ξ) d ( )ξ 可以表示为：

∫
Ω
yΨ j ρ (ξ) d ( )ξ ≈∑

l = 1

NS

ylΨ j (ξl) ωl （24）
式中 ξ ∈ Ω k

N，N s为稀疏网格数值积分节点数，满

足 k + 1 ≤ | i | ≤ q。 图 6 对 比 了 全 张 量 积 方 法 与

Smolyak稀疏网格技术在二维条件下的计算节点分布

对比。由图 6可知，相对于全张量积数值积分方法，

稀疏网格技术能有效地减少数值积分节点数，相关

文献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展示［25，30］，限于篇

幅这里不再赘述，

对于 Scramjet高维系统面临的不确定性输入问

题，尽可能的弱化维数灾难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应

该说，稀疏节点的设计成功地减轻了张量积节点对

于维数的严重依赖，目前，基于稀疏节点的插值方法

已经在 UQ计算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4-15，32-33］。

3 结果与讨论

选取典型的飞行工况开展不确定性量化分析，

以获得系统状态及来流环境的不确定性及耦合效应

对发动机比推力等主要性能的影响。表 1给出了基

准工况的相关参数，燃料为煤油（分子式取 C12H23），

考虑到不同燃烧室入口马赫数下对应的当量比特性

差异，本文取燃烧室加热至热壅塞状态下的临界当

量比（表中的 ϕ critical）为基准变量。对于输入变量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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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结合国内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本文统一取

5%的不确定度，并采用 Gauss过程进行描述。

3.1 随机不确定性输入变量的降维可行性

从热力学过程的角度，本文讨论的随机不确定性

输入变量涵盖三个类别，为此本文首先给出总体的敏

感性分析。图 8给出了发动机比冲性能对三种类型的

不确定性输入变量的总体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

（1）发动机的比冲对进气道的压缩过程最为敏

感，占比达到 65%~70%，而对燃烧加热的敏感性最

低。发动机比冲性能对三种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输

入变量的总体敏感性差异较大，与吸气式冲压发动

机的热力学循环特征相关。

（2）随着燃烧室入口马赫数的增加，呈现出两个

显著变化特征，一是压缩过程与来流条件、燃烧加热

过程的敏感性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演化特征，表现为

对进气道压缩系统的敏感度逐渐提升，而对来流条

件和燃烧加热的敏感性均下降，二是三种不确定性

输入条件的敏感性均随燃烧室入口马赫数的增加非

线性演化，并逐渐趋于稳定。对于第一个变化特征，

需要结合热力学分析进行说明。根据已有针对高马

赫数超燃冲压发动机热力学分析的研究［6-7］，发动机

的比冲性能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分别为循环效率、

热力学损失、加热量的大小。进气道的压缩激波导

致的熵增损失则随燃烧室入口马赫数的增大而逐渐

减少。根据 Reyleigh模型，等压燃烧造成的总压损失

随燃烧室入口马赫数的增大而迅速增大，量级上约

为马赫数 2次方关系。在本文的计算模型中，加热量

直接取决于当量比，考虑到当量比由热壅塞极限决

定，总体上燃烧室入口马赫数对加热量的大小影响

很小。另外，发动机的循环效率随着进气道压缩比

的减小逐渐降低，进一步削弱了加热量对发动机比

冲的影响。因此，燃烧室入口马赫数增加带来的加

热损失和进气道压缩损失主导了对发动机比冲的影

响程度，而这两个主要物理过程均直接受到进气道

压缩比的影响。

对于第二个特征，通过两个关键参数的定量化

结果进行分析。Michael通过对高巡航马赫数超燃冲

压发动机压缩系统效能的系统分析，在其 2012年的

经典论文中，给出了精度较高的压缩系统动能效率

预测模型［34］，如式（25）所示，式中 Ma2，Ma4分别和燃

烧室入口马赫数和出口马赫数，ηke代表进气压缩系

统的动能效率，下标即 Kinetic energy首字母缩写。

η ke = 1 - ( 9.0Ma∞ )
0.7

·
é

ë
ê
ê0.018{1 - Ma2

Ma∞} + 0.12{1 - Ma2
Ma∞}

4ù

û
ú
ú

（25）

等压燃烧导致的加热损失可以通过式（26），

（27）的加热效率进行描述［35］，其中，ηth，S，Cp，Qadd，Ma

分别代表等压燃烧加热效率、热力学熵、等压比热、

加热量及马赫数大小，下标 2和 4分别代表燃烧室进

口和出口截面。

η th = 1 -
exp ( )S4 - S2

Cp

- 1
Q add / ( )CpT∞

（26）

S4 - S2
Cp

= ln
é

ë

ê
êê
ê(Ma4Ma2 )

2

( 1 + γMa221 + γMa24 )
γ + 1
γ ù

û

ú
úú
ú （27）

对比两个关键的效率关系的计算公式不难发

现，进气道的动能效率与燃烧室加热效率均为进气

道压缩比的指数率关系，在此，以下仅以进气道压缩

系统动能效率为例，给出初步的分析和讨论。为不

失一般性，同时进行了自由来流马赫数分别为 7.0，
8.0，9.0计算，结果如图 9所示，计算结果表明，进气道

压缩系统的动能效率随燃烧室入口马赫数增大的增

长速率是逐步减小的，并且在燃烧室入口马赫数约

Table 1 Baseline state flow conditions

Parameter
Altitude/km

Dynamic pressure/kPa
Ma∞
P∞/Pa
T∞/K
Fuel

q/（MJ/kg）
Cp/（J/（kg·K））

ϕ critical

Value
30
30
6.0

1197.03
226.509
Kerosene
43.2
1140

Critical ϕ value under the thermal
choking condition

Fig. 8 Comparison of sensitivity under different

uncertainty input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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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由来流速度 1/2时出现曲率拐点，此后，随着燃

烧室室入口马赫数的进一步增大，进气道压缩动能效

率增长速率迅速衰减，这一特征与自由来流马赫数的

绝对值无关。这就从侧面解释了自由来流为马赫数

6.0工况下，进气道压缩系统对发动机比冲的敏感性在

接近马赫数 3.0时，开始逐步趋于稳定的原因。

图 10进一步给出了发动机比冲对每一个单一不

确定性输入变量的敏感性对比结果。计算结果显

示，不确定性输入变量存在显著的分区效应：发动机

比冲性能对进气道压缩系统的初始过程，即第一、二

道压缩激波以及来流马赫数的敏感性要显著高于其

它输入因素；而且随着燃烧室入口马赫数的增大，比

冲性能对压缩激波与马赫数的敏感性呈现相反的演

化特征，第一道激波的敏感度快速增加，第二道激波

的敏感度也在增加，来流马赫数的敏感度逐渐降低。

来流的其他条件（压力和温度）不确定性对于超燃冲

压发动机的比冲影响不大，即超燃冲压发动机的比

冲对于燃烧加热的微小范围变化并不敏感。

为了揭示进气道压缩波系变化导致的上述发动

机比冲敏感性影响，提取不同进气道压缩波系变化

下的总压恢复情况，表 2给出了部分压缩比下的结

果，由表格统计的结果可以看出，当前给定的 6波系

设计模型下进气道压缩系统的头两道激波构成了整

个进气道压缩系统的主要损失，因而发动机比冲性

能对该两道激波引入的不确定性最为敏感。

基于上述分析，发现尽管燃烧过程是构成超燃

冲压发动机推进性能的主要因素之一，燃烧加热产

生的不确定性带给超燃冲压发动机比冲的影响却显

著低于进气压缩系统，流动产生的轻微不确定性对

超燃冲压发动机性能影响更大。需要说明的是，对

于当量比本文仅讨论了临界状态下的计算结果。已

有的研究表明［6］，不同于比推力特性，考虑实际进气

道激波压缩导致的损失，高马赫数巡航状态下（Ma∞=
6.0以上）超燃冲压发动机的比冲在很宽的当量比范

围下不存在显著波动。因此，本文以临界当量比取

值展开讨论并不失一般性。

对于本文讨论的飞行工况条件，发动机性能对

多维度随机不确定性的敏感性结果使得可以进一步

对不确定性输入变量进行降维处理，有助于后续针

对更复杂物理模型开展深入的分析研究。

3.2 多种随机不确定性耦合作用下的量化分析

通过全局敏度分析，已经得到对超燃冲压发动

机性能影响较大的主要因素是进气道前两道初始压

缩激波和来流马赫数。选取上述三个主要不确定性

输入参数进一步分析多因素耦合作用下的不确定性

特征。这里主要关注不确定性的传递性，并通过计

算最后比冲的误差来衡量这种传递性［27］。

图 11（a），（b），（c）分别给出了燃烧室入口马赫

数分别为 Ma2=2.0，Ma2=2.5，Ma2=3.0下的误差分析结

果对比。计算结果显示，发动机系统中，这三个主要

因素的不确定度会被系统放大，但是多种因素误差

同时存在时，系统所带来的误差并不是对这些因素

诱导的单一系统误差的线性叠加，而是存在耦合效

应，发动机性能的总不确定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减小。

在燃烧室入口马赫数改变的条件下，这一点是相似

的。但是随着燃烧室入口马赫数的升高，各因素所

带来的误差也会随之增大，且在 Ma2=3.0时出现了较

大的误差变化，说明燃烧室入口马赫数大于 3.0时，

系统的误差已经较大，不适合继续增加马赫数。误

差传递的比例（即各因素相耦合的误差与它们单独

Fig. 9 Inlet efficiency data compared with a number of free

stream Mach numbers

Table 2 Inlet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comparison

to variable combustor entrance Mach numbers

Ma2
1st shock
2nd shock
3rd shock
4th shock
5th shock
6th shock

2.0
0.523
0.638
0.928
0.928
0.996
0.982

2.2
0.513
0.646
0.927
0.930
0.995
0.984

2.4
0.500
0.654
0.927
0.932
0.994
0.986

2.6
0.487
0.662
0.927
0.935
0.994
0.988

2.8
0.472
0.670
0.927
0.938
0.993
0.990

Fig. 10 Sensitivity comparison of engine performance to

different uncertainty input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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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误差和的比值）增大，这说明随着燃烧室入口

马赫数的增大，系统朝着不稳定的方向发展。

为了探究发动机系统的上述不确定性传递特性

是否具有一般性，选取燃烧室入口为 Ma2=2.5时进气

道、来流、燃烧三方面中每个方面敏感度最小的输入

因素进行耦合分析，结果如图 12所示。结果显示，这

三个因素由于本身敏感度比较低，其不确定性对系

统误差的影响较小，系统会缩小这些因素带来的误

差，但是不确定性传递特性与主要输入因素具有一

致性。

3.3 基于能量流视角的进一步讨论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上述随机不确定性的传递特

征，本文尝试从能量流的视角给出初步的分析。作

为吸气式推进系统的关键部件，冲压发动机系统的

进气道大都工作在较高速度下，因此对推进效能的

影响比常规超声速下的进气系统更大，高速进气道

的主要功能是将气流减速增压，其使上游来流减速

所转换的动能（转化为压力势能）与发动机燃烧室注

入燃料加入的热能之比，能够大致地反映高速进气

道压缩系统在发动机热力学循环过程中的作用。对

于煤油与空气燃烧系统，其计算方法可以近似由式

（28），（29）表示，式中 Einlet，Ecombustion分别代表来流减速

所转换的动能（转化为压力势能）与发动机燃烧室注

入燃料加入的热能。

E inlet
E combustion

=
1
2 { }( )Ma∞ γ∞RT∞

2 - ( )Ma2 γ2RT2
2

( )ϕ criticalq 16.19

（28）

T2
T∞
=
1 + γ - 12 Ma2∞

1 + γ - 12 Ma22

（29）

为了给出一般性的量化分析，且尽可能简化计

算，自由来流及燃烧室入口的比热比均取 1.4，燃烧室

出口温度限制阈值取 2500K，则临界当量比取值约

ϕcritical=0.35［7］，图 13给出了不同自由来流马赫数下的

能量比值。计算结果显示：超声速情况下，高速进气

道正常工作需要处理的空气动能与外部注入的燃料

热能之比随飞行马赫数增加呈现近似 2次方指数型

增长，即

E inlet
E combustion

∝ (Ma∞)
2

（30）
实际上，由于通过进气道压缩系统之后进入燃

烧室入口的气体动能占自由来流的初始动能比例较

小，以 Ma∞=6.0工况下燃烧室入口马赫数 Ma2=3.0为
例，这一比例仅约为 7.8%，因此，可以认为进气道压

缩系统将自由来流的绝大部分动能转换成了内能，

因此式（28），（29）可以简单推导出式（30）。图 13所
示，自由来流马赫数 Ma∞=4.5工况下，进气道正常工

作需要处理的空气动能与外部注入的燃料热能相

当，Ma∞=6.0下这一比例系数则快速增大到约 1.77
倍，从侧面印证了高超声速巡航马赫数下进气道的

Fig. 11 Characteristics of uncertainty transmission under

the coupling of multiple major stochastic uncertainties

Fig. 12 Characteristics of uncertainty transmission under

the coupling of multiple minor stochastic uncertain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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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系统因素不确定性对超燃冲压发动机推力性能

不确定性影响的主导性。

4 结 论

通过本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发动机的比冲对进气道的压缩过程最为敏

感，占比达到 65%~70%，而对燃烧加热的敏感性最

低；随机不确定性输入变量存在显著的分区效应，高

马赫数进气道压缩系统的初始压缩激波以及来流马

赫数对于整个超燃冲压发动机的比冲敏感性要显著

高于其他输入因素，可以进一步对高维随机不确定

性输入变量进行大幅度降维处理。

（2）随着燃烧室入口马赫数由 Ma2=2.0增大到

3.0，单一因素存在 5%不确定性导致的发动机比冲性

能评估的不确定度由最小的 5.5% 快速放大到约

7.63%，系统朝着不稳定的方向发展，多种随机不确

定性共同作用下的发动机性能不确定性传递存在一

定的耦合效应。

（3）超声速情况下，高速进气道正常工作需要处

理的空气动能与外部注入的燃料热能之比随飞行马

赫数增加呈现近似 2次方指数型增长，自由来流马赫

数 Ma∞=4.5工况下，进气道正常工作需要处理的空气

动能与外部注入的燃料热能相当，Ma∞=6.0下这一比

例系数则快速增大到约 1.77倍，从侧面印证了高超声

速巡航马赫数下进气道的压缩系统因素不确定性对

超燃冲压发动机推力性能不确定性影响的主导性。

从能量流视角开展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将非常有

助于建立对超燃冲压发动机性能不确定性传递行为

的更一般性认识。本文仅给出了初步的探索性研究，

基 于 发 动 机 高 维 物 理 模 型 的 进 一 步 分 析 仍 有 待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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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分析旋转爆震喷管内非定常流动特性，基于特征线方法和旋转爆震燃烧室出口时均参数

设计了一种塞式喷管模型，通过改变塞锥式喷管的进出口压比π（π=15，30，45），分析了喷管内非定

常流场结构与喷管工作性能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探究了喷管进出口压比变化对喷管工作性能的影响。研

究结果表明：旋转爆震燃烧室下游斜激波进入喷管后，在喷管内形成一道绕喷管壁面螺旋分布的激波，

激波结构主要由波前气流角和激波前气流速度决定；爆震喷管局部工作状态依据相对螺旋激波位置分别

存在自由膨胀状态、欠膨胀状态、欠膨胀与过膨胀过渡状态以及过膨胀状态四种情况，并随着激波的传

播不断增强，在第四种工作状态达到最大（喷管处于过膨胀状态），且喷管在第二到第四种工作状态内

工作性能变差；在低压比 （π=15） 工作条件下喷管性能优于高压比 （π=30）工作条件下喷管性能，其

最佳推力和燃料比冲分别为 992.05N和 1769.52s，因而旋转爆震喷管设计应选择较高的进出口压比作为

设计点，使旋转爆震喷管更多的工作在低压比工作状态，以提高旋转爆震喷管工作效率。

关键词：旋转爆震；塞锥式喷管；压比；激波；喷管性能

中图分类号：V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055（2021） 06-1213-10
DOI：10.13675/j.cnki. tjjs. 190721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n Unsteady Flow of
Nozzle in Rotating Detonation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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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analyse the unsteady flow characteristics in the rotating detonation nozzle，a plug nozzle mod⁃
el is designed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method and time-average parameters of the rotating detonation combus⁃
tor outlet. By changing the inlet/outlet pressure ratio of the plug nozzle（pressure ratios of 15，30 and 45 respec⁃
tivel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steady nozzle flow field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nozzle is analyzed，
and the effects of pressure ratio variation on the nozzle performance a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the oblique shock wave from the downstream of the rotating detonation combustor enters the nozzle，a spiral shock
wave is spirally distributed around the plug nozzle wall，and the shock wave structure is mainly determin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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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flow angle and airflow velocity of shock wave front. 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piral shock wave along
with the plug nozzle，the working state of the detonation nozzle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hases，such as free ex⁃
pansion phase，under-expansion phase，under-expansion to over-expansion transition phase，and over-expan⁃
sion phase. The shock wave appears in the nozzle during the second stage（under-expansion），and the strength
increases with the propagation of the shock wave，reaching the maximum at the fourth stage（the nozzle is at the
over-expanded state）. The nozzle performance is deteriorates during the second to fourth stages. The nozzle per⁃
formance at a lower pressure ratio of 15 is higher than that at the high-pressure ratio of 30 and its peak thrust and
fuel specific impulse are 992.05N and 1769.52s，respectively. Therefore，a higher inlet/outlet pressure ratio
should be selected as a design point for the rotating detonation nozzle，consequently，the nozzle could work under
a low-pressure ratio at more time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nozzle.

Key words：Rotating detonation；Plug nozzle；Pressure ratio；Shock wave；Nozzle performance

1 引 言

旋 转 爆 震 发 动 机（Rotating detonation engine，
RDE）是一种基于爆震燃烧的新型动力推进装置，具

有较高的热力循环效率和热释放速率，可以有效提

高发动机性能，简化发动机结构，因而受到国内外学

者的广泛关注［1-2］。最早关于旋转爆震的研究可以追

溯到 20世纪 50年代，Voitsekhovskii［3］首次提出了旋

转爆震理论，后由 Cullen等［4］在 1966年首次完成了氢

气和乙炔旋转爆震的验证实验。之后很多机构开展

了大量 RDE 的实验和数值研究，在旋转爆震的工作

条件、化学反应过程、传播方式以及燃烧结构等各方

面均取得长足进展［5-12］，尽管如此，目前对于 RDE的

研究尚存在许多问题［13-14］，对于旋转爆震发动机的设

计和研发尚未达到实际应用阶段。

旋转爆震发动机内有一道或数道连续旋转的爆

震波沿圆周方向连续传播，其波速可达到千米每秒

量级，爆震频率高达数千赫兹，这一燃烧特点决定了

旋转爆震燃烧室下游流场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具有极

其复杂的非均匀特性，因此，高效利用旋转爆震能量

的喷管结构是近年来旋转爆震发动机研究的一项重

要难题。2010年，Yi等［15］计算分析了不同喷管形状

对于氢气空气旋转爆震发动机推进性能的影响，提

出了一种性能较为优异的喷管外形，并分析了该喷

管对燃烧室入口和出口流场特性的影响。之后，

Rankin等［16］研究了一种中心体与收敛-扩张喷管相

结合的爆震流场，发现这种喷管可以有效消除由旋

转爆震燃烧所带来的下游流场周期变化特性。Eto
等［17］利用氢气和氧气的详细化学反应模型，计算分

析了不同面积比的收敛扩张喷管对旋转爆震发动机

性能的影响。Braun等［18］计算分析了五种不同喷管

对于旋转爆震燃烧室的影响，比较了各喷管的出口

总温度、压力增益、出口流量和出口气流角等参数，

发现了燃烧室压力对喷管工作性能的影响。 Jour⁃
daine等［19］采用了详细化学反应机理对二次雾化喷管

式 H2/O2和 H2/Air旋转爆震发动机（RDE）的推进性能

进行了估算，发现节流喷嘴可以提高旋转爆震发动

机的工作性能。

在旋转爆震喷管的实验研究方面，2011年，波兰

华沙理工大学的 Kindracki等［20］设计、制造并测试了

一种简单的发动机模型，验证其在高空条件下的推

力性能。之后，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的 Fotia等［21］实

验测试了包括钝体喷管和塞式喷管在内的多种喷管

结构对旋转爆震发动机推力性能的影响。日本名古

屋大学的 Kato等［22］以乙烯和氧气为推进剂，对 RDE
进行了燃烧试验，分析了收缩扩张喷管对旋转爆震

燃烧室增推能力的影响。

目前，针对旋转爆轰发动机喷管的设计和研究

大都基于传统的喷管设计和分析方法，而传统喷管

的设计和分析大都基于定常来流，对于爆震喷管流

场所具有的高频非定常特性和高度非均匀特性研究

较少，因而不能有效解决其非定常和非均匀特性所

造成的喷管工作性能低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本

文采用三维非定常数值模拟方法研究喷管结构对爆

震喷管内非定常流动过程的影响，重点分析爆震喷

管性能与喷管非定常流动过程的内在联系，为后续

开展基于旋转爆震非定常特性的喷管设计提供理论

支持。

2 方 法

2.1 物理模型

旋转爆震喷管模型如图 1所示，爆震喷管采用塞

式 喷 管 结 构 ，喷 管 总 长 l=100mm，收 缩 段 长 度 lc=
20mm，喷管外壁长度 lwall=80mm，喷管入口外半径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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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mm，喷管入口内半径 d2=40mm，喷管出口外直径 d3
为 100mm；喷管外远场为 150mm（dfar）×200mm（lfar）的

圆柱形远场。

计算域网格点为 181（轴向网格点数）×61（径向

网格点数）×321（周向网格点数），在喷管内外壁面处

进行局部网格加密，其轴向最小网格尺寸为 0.1mm，

径向最小网格尺寸为 0.1mm，周向最小网格尺寸为

0.3mm。

图 2为旋转爆震喷管模型边界条件，入口条件为

压力入口，入口总压、总温和静压均由旋转爆震燃烧

室出口条件得到，爆震燃烧室采用传统的环形燃烧

室，燃烧室外直径为 100mm，内直径为 80mm，轴向长

度为 80mm，反应物为当量比条件下的氢气和空气混

合物。模型的出口为压力远场（压力出口）边界，远

场压力为 6.994~19.398kPa；喷管内外壁面为绝热无

滑移壁面。

2.2 喷管设计方法

本文喷管设计采用特征线与等马赫数方法相结

合，在喷管过渡段采用等马赫数变化喷管的马赫数

分布，在喷管扩张段出口处选用特征线法的马赫数

分布，根据两种马赫数分布拟合一条光滑的曲线，如

图 3所示。这条曲线代表了最终设计的喷管的马赫

数沿轴向的分布，喷管截面积公式为

A
A*
= 1
Ma

( 1 + [ (γ - 1) /2 ] Ma21 + [ (γ - 1) /2 ] )
(γ + 1)
2 (γ - 1) （1）

式中 A为喷管截面积，A*为喉道面积，Ma为流场

马赫数，γ为比热容比。

2.3 数值方法

利用商用 CFD软件（ANASY-Fluent），基于理想

气体假设，选用基于密度的瞬态 SIMPLE算法求解三

维非稳态 Naiver-Stokes控制方程，湍流模型选择 k-ε

湍流模型，忽略了热传导和质量扩散。通量方法采

用 ROE-FDS方法，用二阶迎风格式对对流项进行离

散，时间项采用具有二阶精度的四步龙格-库塔法，

采用隐式推进，喷管内流场为（H2-Air当量比条件下）

完全反应后气体，故不考虑喷管内的化学反应。

2.4 网格独立性验证

2.4.1 爆震燃烧室

为验证爆震喷管入口条件的准确性，选用粗（网

格 点 数 为 61×21×401，最 小 网 格 尺 寸 为 0.2mm×
0.2mm×0.6mm）、中（网格点数为 91×26×801，最小网

格 尺 寸 为 0.1mm×0.1mm×0.3mm）、细（网 格 点 数 为

151×51×1601，最 小 网 格 尺 寸 为 0.05mm×0.05mm×
0.15mm）三种网格系统模拟三维旋转爆震燃烧室结

构，并与文献［23］中所得到的实验结果进行对比。

图 4为网格尺寸对爆震燃烧室压力 pcd和温度 Tcd
分布的影响，由图可知，三种网格尺度的模拟结果基

本一致，因此计算所选的中等网格尺寸（91×26×801）
可以获得较好的燃烧出口参数。表 1对比了数值仿

真与实验的爆震波典型参数，其中 pCJ为爆震波锋面

压力，TCJ为爆震波锋面温度，p0为未燃物压力，T0为未

燃物温度，vCJ为爆震波速度。结果显示，计算与实验

的爆震波典型参数的误差不超过 2.5%，进一步验证

了本文数值模拟方法的有效性。

2.4.2 爆震喷管

为验证爆震喷管模型的网格独立性，分别选用

Fig. 3 Mach number distribution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RDE nozzle

Fig. 2 Model boundary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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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网格尺寸为 0.05~0.5mm的对旋转爆震喷管的壁

面边界层进行局部加密。图 5为不同网格尺寸对喷

管沿程压力 pd分布及喷管出口流场速度 vout的影响，

由图 5可知，壁面网格尺寸为 0.1mm的喷管模型已经

足够满足计算需求。

3 结果与讨论

3.1 旋转爆震喷管内的非定常流动

3.1.1 爆震喷管内的波系结构

图 6为旋转爆震燃烧室及其喷管内的波系结构

（以进出口时均压比为 30来设计的爆震喷管），由图 6
可知，旋转爆震燃烧室下游斜激波传入喷管流场，在

喷管内形成一道绕喷管壁面螺旋分布的激波，并随

燃烧室内爆震波的运动而运动。复杂的管内激波结

构决定了爆震喷管流场在周向上具有高度的非对称

特性，喷管内激波角度和强度的变化规律决定喷管

不同空间位置的流动状态，随着管内激波结构的变

化，喷管内不同位置的工作状态不断发生变化。

图 7为喷管内激波结构随轴向位置的变化规律，

其中激波强度由激波前后压差 Δp与激波前压力 p1之

比表示［24］。

由图 7（a）可知，由于喷管的膨胀加速效果，管内

激波与周向夹角 θs随喷管轴向位置的增大而不断增

大，即越靠近喷管出口处，喷管内激波前流场速度 vs
的轴向分量越大，激波与周向的夹角就越大；同时由

于喷管内外壁面存在周向速度的不均匀性，其内壁

面的气流角（与周向夹角）大于外壁面，所以内壁面

的激波与周向夹角始终略大于外壁面。

Fig. 6 Wave structure in RDE nozzle

Table 1 Comparison of typical parameters

Typical
parameters
pCJ/p0
TCJ/T0

vCJ/（m/s）

Calculation
result
13.412
8.7890
1621.0

Experimental
result
13.695
8.9375
1625.8

Relative/%
2.06
1.66
0.246

Fig. 5 Influence of mesh size on nozzle model

Fig. 4 Effects of mesh size on distribution of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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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7（b）可知，喷管内激波的强度（Δp/p1）随轴

向位置的增大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在喷管出口处达

到最大，即靠近喷管出口激波强度越强（此处所分析

的激波强度为激波的相对强度，虽然受喷管膨胀影

响，喷管下游激波前后压差 Δp降低，但激波前压力 p1
下降更加剧烈，其激波强度 Δp/p1整体表现为上升趋

势），喷管内流场穿越激波的损失越大，喷管性能越

差；此外，受喷管径向速度分布不均的影响，喷管内

激波在内外壁面处的强度存在差异。

为得到喷管内激波结构的分布规律，图 8分析了

不同轴向位置处流场的气流与喷管周向夹角 θ g和气

流速度对管内激波角 θ sg 的影响，其中激波角为激波

与来流的夹角。由图 8可知，喷管激波与周向夹角 θ s
随激波前相对气流角的增大而增大，其与 θ g 的差值

（激波角）的大小与激波前流速呈现近似反相关趋

势，随激波前流速的增加而减小。由此可知，θ g和激

波前气流速度是决定喷管内激波结构的主要因素。

3.1.2 激波运动与爆震喷管流场状态

旋转爆震喷管沿程总压计算公式为

ṗ t = ∫p t dAA （2）
p t = p out (1 + γ - 12 Ma2 )

γ
γ - 1 （3）

Ma = u

γRT
（4）

式中 p t 为流场总压，p out 为流场静压，Ma为流场

马赫数，u为流场速度，T为流场温度，方程（2）是喷管

沿程平均总压的计算方法，参考坐标系为固定在喷

管入口的静止三维笛卡尔坐标系。

斜激波在喷管内轴向切面内的流动特性随时间 t

及切面与 x轴夹角 θ的变化规律如图 9所示，其表现

为近似周期性变化，其变化周期为 160μs，且运动周

期与爆震波的传播周期一致。由图 9可知，旋转爆震

喷管内流场在时间和空间上均表现出周期性的非定

常特性，其变化规律依据斜激波在喷管轴向切面内

的传播过程可以分为四种工作状态，喷管各种工作

状态下的总压恢复如图 10所示，其中局部总压恢复

超过 100%，这可能是由于喷管内流场在周向上存在

掺混现象，改变了径向截面上喷管总压的分布规律，

导致喷管出口的局部总压呈现升高的现象。

工作状态①：上一循环的斜激波传出喷管轴向

切面，下一循环的斜激波尚未进入喷管切面（工作状

态时长 110μs）。其特点表现为，整个喷管切面内无

激波结构，爆震喷管工作在欠膨胀工作状态与设计

点工作状态之间，喷管内总压损失较小。

工作状态②：斜激波传入喷管收缩段（工作状态

Fig. 7 Change of shock wave structure in nozzle

Fig. 8 Curve of shock wave angle in nozz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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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长 20μs）。其特点表现为，随着斜激波在喷管收缩

段的传播激波强度不断增强，并在喉道处达到最大，

爆震喷管工作状态由欠膨胀状态转变为过膨胀工作

状态，喷管内总压损失逐渐升高。

工作状态③：斜激波传入喷管喉道，与喷管喉道

内的跨声速流场相互作用（工作状态时长 10μs）。其

特点变现为：斜激波受到喉道内跨声速流场的影响，

其激波强度随喉道内流速的波动而波动，爆震喷管

工作在过膨胀状态，喷管内总压损失呈现波动上升

趋势。

工作状态④：斜激波传入喷管扩张段，在超声速

气流的作用下稳定加速（工作状态时长 20μs）。其特

点表现为：斜激波轴向传播速度明显上升，激波强度

进一步上升，爆震喷管稳定工作在过膨胀工作状态，

喷管内总压损失持续上升。

由上述可知，旋转爆震喷管工作状态主要由斜

激波在喷管轴向切面内的传播过程所决定的，激波

强度越弱，激波在喷管内的传播时间越短，喷管的总

压损失越小，喷管的工作性能越好。由于爆震喷管

的工作特性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一致性，如图 10所
示。即爆震喷管在任意时刻均存在以上四种工作状

态，因此要控制喷管内激波的强度和传播时间需要

通过控制喷管内激波结构来实现。

3.1.3 非定常喷管性能

旋转爆震喷管沿程推力及燃料比冲的计算式为

F exit = ∫ ( ρv2out + p out - p inf )dA exit （5）
I sp = F exitṁg

（6）
式中 Fexit为喷管出口推力，ρ为流场密度，vout为喷

管出口速度，pout为喷管出口压力，pinf为外界远场压

力，Aexit为喷管出口面积，Isp为喷管燃料比冲，ṁ为燃

料的质量流量。

图 11为喷管沿轴向方向的总压恢复变化曲线。

由图 11可知，喷管沿程总压恢复沿轴向位置的变化

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在轴向距离<40mm时，喷管总

体总压恢复均>100%，这可能是由于斜激波在运动过

程中，改变了喷管流场的运动状态，提高了喷管流场

的总压，将斜激波的一部分动能转化为喷管流场的

动能导致的，因而当激波损耗小于激波做功时，喷管

内沿程总压表现出上升趋势；喷管内总压恢复在喉

道位置达到最高，此时喷管内激波做功与激波损耗

相等；后随着轴向位置的后移，爆震喷管的沿程总压

恢复持续下降，最终其出口总压恢复的面积平均和

质量流平均分别为 79.4%和 83.4%。

图 12为设计点状态（π=30）下喷管推力及比冲变

化曲线。由图 12可知，该爆震喷管的平均推力为

Fig. 9 Pressure distribution of flow field in axial section of

nozzle at different angle and time

Fig. 11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of nozzle on axial direction

Fig. 10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at each stage of nozz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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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7.55N，平均燃料比冲为 1758.9s，其波动幅度均小

于 0.02%，故可知该爆震喷管在 2.100ms后处于稳定

工作状态，因而可知，旋转爆震燃烧流场虽然具有很

强的周期性脉动特点，但从其出口推力和燃料比冲

上来说，其流场仍可看作是准定常流动，可以为爆震

发动机提供稳定的推力和比冲。

3.2 进出口压比对旋转爆震喷管的影响

3.2.1 对喷管流场结构的影响

为分析不同压比条件对爆震喷管流场的影响，

在保证喷管进口压力不变（喷管进出口压力分布如

图 13所示，不考虑喷管工作状态对爆震燃烧室流场

的影响）的条件下，设置了三种不同的喷管出口压

力，使喷管的 π分别为 15，30（喷管设计压比），45，其
流场变化如图 14所示，由图 14可知，喷管进出口压

比变化会导致喷管内的压力和沿程马赫数分布发生

变化，进而改变喷管内的激波结构，影响喷管内各截

面的工作状态，使喷管工作性能发生变化。

图 15为不同压比下管内激波结构及喷管工作状

态的变化曲线。由图 15（a）可知，随着喷管进出口压

比的增加，喷管入口激波的角度增大，喷管内激波与

周向夹角的变化率减小，喷管内激波角度的变化范

围减小；图 15（b）为喷管各工作状态的分布占比，由

图可知，斜激波角度的变化范围决定了喷管各工作

状态的分布占比，增大压比会导致喷管处于第二和

第四种工作状态的时间占比增加，进而增大了喷管

内流场的流动损失。

3.2.2 对喷管性能的影响

图 16为不同进出口压比对爆震喷管沿程总压恢

复的影响，由图 16可知，喷管沿程总压恢复的变化趋

势不随喷管进出口压比的变化而变化，其沿程总压

恢复曲线均呈现先增后降的变化规律，总压恢复的

最大值点分别出现在轴向位置 20mm，28mm和 32mm
处，即随着喷管进出口压比的增大，喷管沿程总压恢

复峰值位置不断后移，峰值大小不断降低；此外，喷

管进出口压比的增大降低了爆震喷管的总压恢复，

爆震喷管在压比 15 条件下具有较高的总压恢复

（84.29%）。

Fig. 12 Thrust and specific impulse characteristic of nozzle

at design point

Fig. 13 Nozzle inlet and outlet pressure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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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为不同喷管进出口压比对喷管推力特性的

影响，由图 17可知，随着喷管进出口压比增大，喷管

的推力和比冲均呈现下降趋势；进出口压比低于设

计点状态下的爆震喷管流场反而具有更高的喷管性

能 ，其 时 均 推 力 和 燃 料 比 冲 分 别 为 992.05N 和

1769.52s，均大于设计点工作状态下喷管的推力和比

冲，因而设计爆震喷管时，为使喷管在较宽的落压比

范围内都具有较高的喷管工作性能，应选择高的压

比作为喷管设计的设计点。

4 结 论

本文对喷管内激波结构对喷管非定常工作特性

的影响，包括喷管工作状态、沿程总压恢复、推力以

Fig. 17 Influence of pressure ratio on thrust characteristics

Fig. 15 Shock wave structure and working state of RDE

nozzle

Fig. 14 Flow field of nozzle under different pressure ratio

Fig. 16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of RDE nozzle under

different pressure rat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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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比冲特性的影响等进行了研究，可以得到以下

结论：

（1）爆震喷管流场内存在一道绕喷管壁面螺旋

分布的激波，管内激波结构的分布规律主要是由波

前气流角 θs和激波前相对气流速度 vs决定的，波前气

流角越大，激波前相对气流速度越小，管内激波与周

向的夹角就越大。

（2）单个循环内爆震喷管工作状态依据管内螺

旋激波在爆震喷管内的分布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

工作状态呈现为自由膨胀状态；燃烧室下游高压传

入喷管，在第二种工作状态形成一道斜激波，喷管处

于欠膨胀状态；随着激波不断增强，在第三种工作状

态呈现为欠膨胀向过膨胀过渡特点，在第四种工作

状态喷管处于过膨胀状态（激波强度最大），喷管在

第二到第四种工作状态内工作性能变差。

（3）相比于爆震喷管设计点工作状态，较低的喷

管压比反而具有更高的喷管性能（推力和燃料比冲分

别为 992.05N和 1769.52s）。因而，设计爆震喷管时，

应选择较高的进出口压比作为喷管设计的设计点。

为进一步提升爆震喷管的工作性能，后期工作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进一步探究喷管内激波

对爆震流场的影响；分析喷管内激波结构的具体控

制方法；探究旋转爆震喷管的理论做功极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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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紊流模型在通流计算中的应用研究 *

祝赖盛，张 硕，葛 宁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6）

摘 要：为验证紊流模型在基于周向平均Navier-Stokes方程的通流计算中的适用性，给出了周向平

均形式的Spalart-Allmaras紊流模型，并选择Baldwin-Lomax模型作为对比。通过两个经典简单算例以及

两个典型叶轮机械算例对采用了上述两种紊流模型的通流模型进行验证与对比。两个经典简单算例结果

表明，上述两种紊流模型在无叶片的通流模型中均能够准确预测附面层发展，捕获激波，预测分离流

动。两个典型叶轮机械算例结果表明，两种紊流模型对轴流式叶轮机械的子午流面气动布局以及总体气

动性能具备一定的预测能力。在单转子算例中，S-A模型的计算结果略优于B-L模型的计算结果；在双

级高压涡轮算例中两种紊流模型对总体性能参数以及气流角的计算结果相差不大，且S-A模型计算的马

赫数比B-L模型的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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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航空发动机设计的初始阶段，为了能够得到

发动机的总体性能参数，传统的方法通常采用零维

计算。零维计算虽然能够快速得到总体性能，但是

无法得到详细的流场分布情况。近年来，全三维定

常、非定常数值计算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全三维

计算需要花费较高的时间成本以及计算资源。为了

在快速得到发动机的总体性能的同时获得更多的流

场分布信息，S2流面的通流计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

展［1］。相比于全三维计算，S2流面的通流计算能够在

占用更小的计算资源下，更加快速地得到发动机各

个部件甚至整机环境下的流场情况。相比于传统的

零维计算，S2流面的通流计算能够快速得到各部件

共同工作后内部流场情况，并对发动机各部件气动

特性做到快速匹配布局［2-4］。

传统的通流计算通常采用流线曲率法和通流矩

阵法，这些方法往往需要添加许多经验模型。例如，

为了保证通流程序能够准确预测多级压气机、涡轮

变工况特性，就必须引入可靠的损失、落后角、堵塞、

掺混、激波等大量的性能预测模型，这些模型通常由

设计经验得到，且需要人为的经验校正，这导致了传

统的通流模型对设计人员经验的依赖要比计算方法

的精度更加重要。

随着计算流体力学的发展，基于周向平均的 Eul⁃
er方程或 Navier-Stokes方程的通流模型得到了发展。

相比于传统的通流模型，基于周向平均 Euler方程或

Navier-Stokes方程的通流模型大大减少了对经验模

型的依赖，并且能够捕捉到更多的流场信息。基于

周向平均 Euler方程的通流模型最早由 Spurr［5］提出，

由于 Euler方程不考虑流体的粘性作用，该方法依然

需要引入与粘性相关的掺混损失模型。Baralon等［6］

在 Euler通流模型中引入了叶型损失、端壁损失、径向

掺混等模型，从而提高了通流模型的准确性。为了

使通流计算模型更接近三维真实结果，Ricci等［7］研

究了二次流、径向掺混、叶尖泄漏流等三维流动效

应，并通过建模将三维流动效应纳入通流计算当中。

为了进一步减小对模型的依赖，Simon等［8］提出了基

于周向平均 Navier-Stokes方程的通流模型，并对周向

平均后方程中出现的附加项做了详细论证，Simon将
该通流模型应用到了跨声速轴流单转子压气机中并

且取得了比较理想的结果。基于周向平均 Navier-
Stokes方程通流模型不但能够准确预测激波位置，还

能够计入环壁边界层、径向掺混的影响，同时还能够

捕获子午流场的分离流动［9］。Persico等［10］提出了一

种鲁棒的罚函数无粘叶片力模型，避免了在计算叶

片力时人为给定攻角和落后角。Pacciani等［11］提出

了一种自适应流面方法，消除了前尾缘因攻角和落

后角而产生的间断问题。金海良博士［12］采用基于周

向平均 Navier-Stokes方程的通流模型对跨声速单级

风扇、子午加速风机和跨声速双级风扇做了 S2流面

的通流计算研究，得到的子午流场和径向参数分布

均与三维计算结果吻合较好。Wan等［13］研究了基于

周向平均 Navier-Stokes方程的通流模型周向平均过

程中忽略的周向不均匀项对通流模型计算准确性产

生的影响。

求解周向平均 Navier-Stokes 方程与求解三维

Navier-Stokes方程方法一致，通常采用 RANS方法，

这时需要引入紊流模型来完成方程组的封闭。关于

通流模型中采用的紊流模型研究方法较少，Simon
等［8］的方法采用了 Baldwin-Lomax代数模型（以下简

称 B-L模型），由于代数模型不需要增加额外的输运

方程，只与当地流动状态有关，因此 B-L模型在通流

计 算 中 不 需 要 做 额 外 的 处 理 。 金 海 良［12］则 采 用

Spalart-Allmaras一方程模型（以下简称 S-A模型），一

方程模型需要增加一个额外的输运方程，在通流情

况下需要同控制方程一样做周向平均处理，来适应

二维的通流模型，这是金海良文中没有提到的。本

文对三维情况下的 S-A紊流模型进行周向平均，得到

二维通流形式的 S-A模型方程。本文选取了两个经

典简单算例以及两个典型叶轮机械算例分别对上述

两种紊流模型在无叶片、有叶片的通流模型中的应

用情况进行了验证与对比。

2 计算方法

2.1 周向平均

本文采用的周向平均过程，参考了 Simon等［8］和

金海良［12］所采用的方法，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周向平

均方法。周向平均，指的是一个叶片吸力面 θs与相邻

叶片压力面 θp之间的叶片通道内的周向平均，如图 1
所示。

在通道内，每个变量 f都可以分解成一个平均轴

对称量

-f = 1
θp - θ s ∫θsθp fdθ （1）

一个周向变量

f ′ = f - -f （2）
由式（1）和式（2）可知，

-f ′ = 0，因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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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 f2 = - -- -- -- -- -- ----- -- -- -- --(-f1 + f ′1 ) (-f2 + f ′2 ) = -f1-f2 + - -----f ′1 f ′2 （3）

对于空间偏导数项，利用莱布尼兹积分法则

（Leibniz’s integral rule），可以得到有限积分的微分形

式公式，积分的上下限是微分变量的函数（即 θs和 θp
是 x和 r的函数）。以轴向导数为例，有

----∂f
∂x =

1
θp - θ s ∫θsθp ∂f∂x dθ =

1
θp - θ s

∂
∂x ∫θsθp fdθ - 1

θp - θ s ( fp ∂θp∂x - fs ∂θ s∂x )
（4）

上式可以简化为

----∂f
∂x =

1
b
∂b -f
∂x -

N
2πb

é
ë
ê f
∂θ
∂x
ù
û
ú

p

s
（5）

式中 N为叶片数，b为周向堵塞系数。周向堵塞

系数是由叶片的周向厚度定义的，表达式为

b = θp - θ s2π/N （6）
利用上述周向平均方法对各输运方程中的各项

进行周向平均处理，从而得到通流模型的控制方程。

2.2 通流模型

考虑到流体在叶轮机械中的流动特征，本文选

择在相对圆柱坐标系下建立 Navier-Stokes方程。通

过对建立的 Navier-Stokes方程进行雷诺平均、周向平

均、无量纲化等一系列处理，得到最终的通流模型控

制方程为

∂Q
∂t +

1
br ( ∂br ( )F - F v

∂x + ∂br ( )H - H v
∂r ) =

S + Sb + S v

（7）

其中

Q =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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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ê

ê

ê

ê
êê
ê
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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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

ú

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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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

ú

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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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为守恒变量；F和 H为无粘通量；F v和 H v
为粘性通量；S为 Navier-Stokes方程组在相对柱坐标

系下推导出的源项；Sb为无粘叶片力项；S v为粘性叶

片力项；b为周向堵塞系数；fb和 fv分别为周向平均后

多出的附加项模化而成的无粘叶片力和粘性叶片

力；x，r，θ分别为柱坐标系下的三个坐标分量。

其中无粘叶片力模拟叶片对气流的偏转，粘性

叶片力模拟叶片表面的摩擦力。无粘叶片力采用金

海良提出的基于大粒子方法的无粘叶片力模型［12］，

粘性叶片力是叶片表面摩擦损失的来源，模化方法

采用 Simon等结合分布式损失模型［14］提出的粘性叶

片力计算方法［8，15］。

本文采用有限体积法对方程（7）进行空间离散，

无粘通量采用 Roe通量差分裂方法计算，粘性通量采

用中心差分方法计算。时间推进采用 4步 Runge-
Kutta法对控制方程进行显式求解。

2.3 紊流模型

为了对比不同紊流模型在通流计算中的应用情

况，本文选择了简单稳定的 B-L代数模型［16］和 S-A
模型［17-18］。B-L模型由 Baldwin和 Lomax提出，是一

个双层模型，内层的涡粘性系数由普朗特混合长度

决定，外层的涡粘性系数由平均流和长度尺度决定。

由于代数模型没有额外的输运方程，因此不需要做

额外的处理即可在通流模型中使用，此处不再详细

介绍。

S-A紊流模型最早由 Spalart和 Allmaras提出的，

为了增强计算的稳定性，Rumsey等［19］对该模型稍作

Fig. 1 Schematic of blade pa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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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修正，本文采用的紊流模型为 Rumsey等修正后的

紊流模型。该模型下，涡粘性系数由下式求解，即

μ t = ρν t = ρν͂fv1 （8）
式中 ν͂可以称为高 Reynolds数涡运动粘性系数。

关于 ν͂的输运方程都是在三维下建立的，这里对该输

运方程作周向平均处理以得到二维情况下的输运方

程，周向平均结果为

∂(brρν͂ )
br∂t + ∂(brρν͂vx )

br∂x + ∂(brρν͂vr )
br∂r =

C b1 ρS͂ν͂ - Cw1 fw ρ ν͂
2

d2
+ ρ
σ { 1br ∂∂x éëê ù

û
úr (ν + ν͂ ) ∂ (bν͂ )

b∂x +
1
br
∂
∂r
é
ë
êr (ν + ν͂ ) ∂ (bν͂ )

b∂r
ù
û
ú }+C b2 ρ é

ë
êê

ù

û
úú( )∂(bν͂ )

b∂x
2
+ ( )∂(bν͂ )

b∂r
2

（9）
式中 ν为分子运动粘性系数。方程左端是关于 ν͂

的时间偏导数项和对流项。方程右端第一项是生成

项；第二项是耗散项；第三项是扩散项；式（9）中各函

数分别定义为

fv1 = χ 3

χ 3 + C 3v1 , χ =
ν͂
ν
, S͂ = fv3ω + ν͂

κ2d2
fv2 ,

fv2 = 1
(1 + χ/C v2 )3 , fw = g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1 + C 6w3
( )g6 + C 6w3

1
6
,

g = r + Cw2 ( r6 - r ) , r = ν͂

S͂κ2d2
, fv2 = (1 + χfv1 ) (1 - χfv2 )χ

这里的 ω̄为涡量，d为所在点的离壁距离。此

外，模型常数定义为

σ = 23 , C b1 = 0.1335, Cw1 =
Cb1
κ2
+ ( )1 + Cb1

σ
C v1 = 7.1, C v2 = 5, Cw2 = 0.3, Cw3 = 2

值得注意的是，输运方程在经过周向平均后，没

有了周向导数项，多出了周向堵塞系数项。周向堵

塞系数项代表了流道内叶片周向的堵塞对涡粘性系

数的影响。在无叶片区，由于堵塞系数为 1，通流下

的 S-A模型即二维形式的 S-A方程。

3 算例验证与结果分析

本文首先用两个经典简单算例零压力梯度平板

和 NASA轴对称跨声速凸包来验证本文采用的计算

程序在无叶片时的可靠性以及两种紊流模型对流场

的预测能力。为了进一步验证两种紊流模型对叶轮

机械总体气动性能以及气动布局的预测能力，本文

对 NASA Rotor 67跨声速单转子和 GE-E3双级高压涡

轮进行了通流计算验证，并详细对比了两种紊流模

型下的通流计算结果以及实验值。

3.1 零压力梯度平板

采用一个无叶片力源项、无堵塞系数的零压力

梯度平板，来验证 B-L模型以及上述 S-A模型对零压

力梯度平板上附面层发展的预测能力。“平板附面层

发展研究”最早由Wieghardt提出，1968年被收录至空

军研究中心斯坦福紊流会议中，是用来测试数值方

法的经典算例。详细的数据及计算结果可以参考

Yoder［20］在 NPARC官网上公布的研究成果。

本小节采用的平板计算网格如图 2所示，流向总

网格点数为 200个，平板法向网格点数为 80个，入口

流场区域（21个网格点）设定为滑移边界条件，平板

区域（179个网格点）设定为无滑移边界条件。为了

能更好地捕捉平板入口的流动和附面层的发展，平

板入口附近的网格流向做了加密处理，靠近底部边

界 区 域 的 网 格 法 向 做 了 加 密 处 理 。 平 板 长 度 为

0.359m，边 界 层 前 缘 距 离 计 算 域 进 口 的 长 度 为

0.058m，来流马赫数为 0.2，以平板长度和进口来流条

件定义的 Reynolds数为 Re=1.6×106。

两种紊流模型以及层流计算得到的表面摩擦系数

Cf同 Blasius层流理论解（棕色实线，Cf=0.664Rex-0.5）、

Howatson紊流理论解（绿色实线，Cf=0.0576Rex-0.2）的

对比结果如图 3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层流计算解

与 Blasius理论解相吻合，两种紊流模型在平板入口

附近的摩擦力系数计算解与 Blasius层流理论解以及

层流计算解相吻合，随着 x的增大曲线逐渐上抬，但

上抬位置存在明显差异。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本

文采用的 B-L模型和 S-A模型没有考虑转捩，两种模

型预测的转捩不能代表真正的转捩情况，因此摩擦

力线开始上抬的位置也不同。但无论是哪一种紊流

模型的计算结果，摩擦力线在上抬后均与 Howatson
紊流理论解相吻合。平板末端附近的速度剖面如图

4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层流计算解与粘性底层层流

理论解以及两种紊流模型在粘性底层的计算解相吻

合，两种紊流模型的计算解在对数律层符合对数律

关系，该结果表明两种紊流模型在无叶片的通流模

型中均能很好地预测紊流边界层内的粘性流动。

Fig. 2 Schematic of flat plate grid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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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轴对称跨声速凸包

本小节采用 NASA的轴对称“跨声速凸包”算例

来验证 B-L模型和上述 S-A模型捕捉激波、处理分离

流动的能力。图 5为 Bachalo等［21］在 1985年完成的轴

对称凸包表面跨声速流动实验示意图，实验中亚声

速气流经过凸包物面加速到声速并形成正激波，迫

使气流在逆压力梯度下产生分离现象。该实验设计

常被用作测试模型捕捉激波以及预测分离流动的

能力。

本文采用 NASA官网提供的“跨声速凸包”轴对

称网格，设定凸包与圆柱的交点为坐标原点。选取

的 计 算 条 件 为 ：来 流 马 赫 数 为 0.875，入 口 Re=

2763522，入口温度为 T=300K，下壁面采用绝热固壁

无滑移边界条件，上边界采用远场边界条件，如图 6
所示。

亚声速气流经过加速达到声速，在凸包中间偏

后的位置产生了激波。如图 7所示，c为凸包突起部

分长度。两种紊流模型预测的波前马赫数分别为

1.32和 1.31，与实验值 1.31基本吻合。激波后紧接着

产生一个稳定的分离区，从图 7中可以看到分离区的

位置和大小非常明显，其 B-L模型预测的分离区要稍

偏小于 S-A模型预测的分离区。该流场结果表明，采

用上述 B-L模型以及 S-A模型的通流计算程序能够

准确捕捉轴对称流场的激波以及分离流动。为了进

一步验证通流计算结果，下面将表面压力系数、壁面

摩擦力系数，不同位置的速度剖面等参数的计算结

果与实验值进行了详细对比。

图 8（a）给出了压力系数分布曲线，其中蓝色三

角形为文献［22］中的实验值，黑色和红色实线分别

为 B-L模型和 S-A模型的通流计算结果。从图中可

知，在凸包最高点之前的压力系数分布，两种紊流模

型的计算结果与实验值相吻合，但最高点之后的分

Fig. 4 Velocity profile of flat plate end

Fig. 5 Schematic of axisymmetric bump

Fig. 3 Friction coefficient on the flat plate surface

Fig. 6 Schematic of axisymmetric bump grid

Fig. 7 Mach number contour map for through-flow cal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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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与实验结果略有差异，S-A模型的计算结果与实验

值的差异更小。

图 8（b）为表面摩擦力系数分布曲线，一般认为，

表面摩擦力系数小于零，即发生分离。实验测得的

分离区为：x/c=（0.69~1.1），B-L模型与 S-A模型通流

计 算 得 到 的 分 离 区 分 别 在 x/c=（0.71~1.08）和 x/c=
（0.698~1.13）之间，与实验值相比存在略微差别，且

B-L模型计算的分离区偏小。

本文选取 x/c=-0.25，0.813，0.938和 1.125这四个

位置的平均速度剖面和雷诺剪切应力剖面的计算结

果与实验数据进行对比。对比结果分别如图 9和图

10所示，图中蓝色实线为 B-L模型的通流计算结果，

红色实线为 S-A模型的通流计算结果，离散点为实验

数据。图 9中横坐标为无量纲速度，从中可以看出，

两种紊流的通流计算结果中速度剖面与实验数据均

吻合较好，但对于雷诺应力的模拟存在一定差异。

图 10中横坐标为无量纲雷诺应力，雷诺应力在未分

离区域（图 10（a））S-A模型与实验值较为吻合，在分

离区以及再附区与实验值有较大误差，但从总体上

来看 S-A模型预测的雷诺应力要比 B-L模型的预测

的结果更接近实验值。

上述结果表明上述两种紊流模型在无叶片的通

流模型中均能够准确预测轴对称流场的激波位置，

分离区起点位置、再附位置，分离区大小，分离区内

Fig. 8 Distribution of pressure coefficient and friction coefficient

Fig. 9 Velocity profiles at different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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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分布，S-A模型预测的分离区比 B-L模型预测的

稍偏大，但预测结果均与实验结果基本吻合。在速

度剖面和雷诺应力剖面的预测上，S-A模型略优于

B-L模型。

3.3 NASA Rotor 67跨声速转子

上文中平板与凸包算例均不含有叶片，无法验

证计算域内叶片对流场的影响，本小节选用 NASA的

跨声速压气机转子 Rotor 67来验证采用不同紊流模

型的通流模型对叶轮机械气动性能预测能力。根据

NASA官方公布的跨声转子 Rotor 67性能参数，该单

转子设计转速为 16043r/min，设计点增压比为 1.642，
流量为 34.573kg/s，效率为 0.93。

这里采用的边界条件为进口给定总温、总压与

气流角，出口给定背压，上下壁面采用无滑移边界条

件。在叶片前尾缘以及边界层处对计算网格加密处

理，如图 11所示。

表 1为最高效率点对应的通流计算结果与实验

值的对比，两种紊流模型的通流计算结果与实验值

均相吻合。对于最高效率点所对应的流量与增压

比，两种紊流模型的计算值均与实验值相差较小，且

B-L模型的计算结果更接近实验值。对于最高效率

点所对应的效率，S-A模型的计算结果比 B-L模型的

计算结果高 3%，但与实验值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根据 1989年 Strazisar等［23］对该跨声速转子 Rotor 67
的实验分析，由于转子出口边界层位置测量点比较

少，使得实验测得的等熵效率偏高，这也导致了计算

结果与实验值之间的较大差别。

图 12为 Rotor 67在最高效率点时，通流模型计算

得到的叶排出口截面参数沿径向分布情况与实验值

对比，对比参数分别是气流角、总温、静压、总压，图

中实线为通流计算结果，离散点为实验值。从图中

可以看出，两种紊流模型通流计算得到的出口气流

角以及出口总温沿径向分布情况与实验值均吻合较

Table 1 Comparison between through-flow calculation

results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for Rotor 67

Item
Experimental data

Calculated data B-L
S-A

Mass
flow/（kg/s）
34.573
34.587
34.491

Total
pressure ratio

1.642
1.647
1.660

Adiabatic
efficiency
0.93
0.85
0.88

Fig. 11 Schematic of Rotor 67 grid

Fig. 10 Reynolds shear stress profiles at different 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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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S-A模型的计算结果要好于 B-L模型的计算结

果，尤其是在叶尖位置。此外，两种紊流模型计算的

出口静压与出口总压沿径向分布比较一致，且均与

实验值基本吻合。从以上各个参数的径向分布可以

看出，S-A模型的通流计算结果总体上要略优于 B-L
模型的计算结果，尤其是在 80%叶高附近位置。

图 13表示 Rotor 67在最高效率点对应的马赫数

等值线图，图中可以看出两种湍流模型均可以捕捉

到叶片区域内的激波，第一道为进口叶尖位置的斜

激波，第二道为叶片尾缘附近的尾缘激波，波前马赫

数 1.4左右。从马赫数等值线图来看，两种紊流模型

得到的结果并无太大差异。

图 14为通流计算得到的 Rotor 67 100%转速特性

线，图中实线为通流模型计算值（蓝色线为 B-L模型

计算结果，红色线为 S-A模型计算结果），离散点为实

验值。S-A模型预测的堵塞流量为 35.01kg/s，B-L模

型预测的堵塞流量为 35.22kg/s，与实验值 34.96kg/s基
本接近，误差在 1%以内。但通流计算的流量-效率特

性线整体低于实验结果，S-A模型计算误差在 5%以

内，B-L模型则在 8%以内。通流计算的流量-压比与

实验值基本吻合，且 S-A模型的计算结果与实验值吻

合的更好。从两类特性线结果可以看出，S-A模型的

Fig. 12 Rotor 67 radial distribution of blade outlet parameters at the highest efficiency point

Fig. 13 Mach number contour maps at the highest efficiency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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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流计算结果优于 B-L模型的通流计算结果，在效率

的预测上，两种紊流模型仍存在着不足。

3.4 GE-E3双级高压涡轮

为了进一步对比本文中两种紊流模型对多级叶

轮机械子午流场气动性能的预测能力，本小节选用

GE-E3双级高压涡轮作为验证算例。GE-E3双级高

压涡轮是 NASA高效节能发动机计划的研究成果之

一，在 NASA报告中具有详细的实验数据［24］。本小节

选取了其中一个计算工况作为计算条件：进口总压

3459513Pa，进口总温 711.5K，出口背压 61941Pa，转
速 8279.5r/min。计算网格如图 15所示，在上下端壁

以及叶片前尾缘处网格做了加密处理。

表 2为 GE-E3双级高压涡轮性能参数的实验值

与两种紊流模型的通流计算值对比。从表中可以看

出，两种紊流模型计算的流量、效率、落压比基本一

致，且与实验值吻合。对于流量，两种模型的计算值

均仅偏高于实验值 0.1kg/s。对于增压比，B-L模型和

S-A模型的计算值相比与实验值分别偏低 0.07和

0.093，误差较小。对于效率，两种模型的计算值分别

比设计值偏高 6.4×10-3和 5.8×10-3，与实验值相吻合。

图 16为两种紊流模型计算的 GE-E3高压涡轮马

赫数等值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两种紊流模型计

算的马赫数分布情况比较一致，在各级进口导叶出

口叶根处与各级转子出口叶尖处出现了高马赫数

区，甚至出现了激波，该分布结果符合预期结果。从

数值上可以观察到，可以观察到 B-L模型计算的马赫

数总体上偏高与 S-A模型马赫数，尤其是在各排叶片

出口处。

图 17为 GE-E3高压涡轮通流计算得到的各叶排

进出口气流参数沿径向分布与实验值的对比情况，

其中实线为 B-L模型的计算结果，虚线为 S-A模型的

计算结果，实点为实验值，同种颜色为同一叶排位

置。图 17（a），（b）为各叶排进出口气流角径向分布

对比图，从图 17（a）中可以看出，在第一级导叶进口

处，两种紊流模型的气流角计算结果与实验值均非

常吻合，误差在 2°以内；在第二级导叶进口处，除上

下端壁附近外，两种紊流模型的气流角计算结果误

差在 2°以内；第一级转子进口处，两种紊流模型计算

的气流角整体上相差约 2°，两者与实验值趋势基本

吻合，最大误差均约为 5°；在第二级转子进口处，两

种紊流模型计算的气流角相差约 8°，两者与实验值

基本一致，S-A模型的计算结果最大误差约为 3°，而
B-L模型的计算结果最大误差约为 5°。从图 17（b）
中可以看出，两种紊流模型计算的出口气流角除端

壁附近误差较大外，其它位置基本一致，误差小于

1°；两者与实验值相比，在第二级转子出口 70%叶高

以上部分偏差较大，最大误差约为 5°，其它位置均与

实验值非常吻合。以上结果表明，在进出口气流角

的计算上，两种紊流模型的计算结果趋势几乎一致，

且与实验值吻合较好。

图 17（c），（d）为各叶排进出口马赫数径向分布

Fig. 15 Schematic of GE-E3 two-stage high-pressure

turbine grid

Table 2 Comparison between through-flow calculation

results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Item
Experimental data
Calculated data B-L

S-A

Mass
flow/（kg/s）
11.8
11.9
11.9

Expansion
ratio
5.014
4.944
4.921

Adiabatic
efficiency
0.9253
0.9317
0.9311

Fig. 14 Rotor 67 characteristic line of through-flow cal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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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图。从图 17（c）中可以看出，两种紊流模型计算

的各叶排进口马赫数保持趋势一致，大小上除第一

级导叶进口几乎相等外，其它各叶排进口，S-A模型

计算的马赫数比 B-L 模型的计算结果要小 0.02~

0.03。相比于实验值，第一级转子出口处计算值偏大

较多，S-A模型计算的马赫数约偏大 0.12，B-L模型

计算的马赫数约偏大 0.15；第二级导叶出口 60%叶高

以上位置以及第二级转子 20%以下叶高位置，计算

Fig. 16 GE-E3 two-stage high-pressure turbine Mach number contour map

Fig. 17 Comparison of section parameters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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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均偏大较多，S-A模型的计算值最大误差约为 0.05
马赫数，B-L模型的计算值最大误差约为 0.08马赫

数。从图 17（d）中可以看出，两种紊流模型计算的各

叶排出口马赫数保持趋势基本一致，S-A模型计算的

马赫数整体上比 B-L模型的计算结果偏低 0.04~0.06
马赫数。与实验值相比，第一级导叶出口以及第二

级转子出口的两种计算结果均偏差较大；第一级转

子出口，B-L模型的计算值与实验值基本吻合，S-A
模型的计算值偏低约 0.05马赫数；第二级导叶进口，

两种模型计算值与实验值均趋势吻合，误差较小。

以上结果表明，S-A模型计算的进出口马赫数比 B-L
模型计算的进出口马赫数小，S-A模型计算的进口马

赫数与实验值更接近，但出口马赫数却不如 B-L模型

的计算结果。

图 18为 GE-E3高压涡轮出口总压与进口总压比

值沿径向分布的对比，从图中可以看出两种紊流模

型的计算值无较大差别，S-A模型预测结果略优于

B-L模型，但均与实验值基本吻合。在 80%叶高以上

部分，两种紊流模型的计算值均比实验值偏高，因此

两种紊流模型的计算的效率均偏高。

上述表明，在对 GE-E3双级高压涡轮性能参数、

速度三角形的预测上，两种紊流得到了与实验值相

吻合准确且较为一致的计算结果；在进出口马赫数

的预测上，S-A模型的结果偏小于 B-L模型的计算结

果，但趋势均与实验值一致。

4 结 论

本文针对基于周向平均 Navier-Stokes方程的通

流模型给出了周向平均形式的 S-A模型。通过两个

经典简单算例以及两个典型叶轮机械算例验证并对

比了两种紊流模型在通流模型中的应用情况。结合

计算结果分析，得到结论如下：

（1）周向平均的 S-A模型和 B-L模型在无叶片的

通流模型中能够较好地预测紊流边界层中的粘性流

动、激波、分离流动等物理现象，S-A模型的计算结果

略微优于 B-L模型的计算结果，当遇到流动分离时，

S-A模型计算的分离区偏大与 B-L模型计算的分

离区。

（2）单转子 Rotor 67算例和 GE-E3双级高压涡轮

算例的验证结果表明，S-A模型与 B-L模型的通流计

算结果与实验值均较为接近。因此，应用两种紊流

模型均能够较好地预测轴流式叶轮机械的子午流面

气动布局以及总体气动性能。

（3）在逆压力梯度的算例 Rotor 67中，S-A模型

的通流计算结果与实验值更吻合；而在顺压力梯度

的 GE-E3双级高压涡轮算例中，两种紊流模型的通流

计算结果相差不大，S-A模型计算的马赫数整体上小

于 B-L模型计算的马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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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飞机进气道低速大迎角性能风洞实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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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民用飞机进气道在起飞低速大迎角状态下的流场特征和性能，对设计马赫数为

0.785的进气道进行了风洞实验和数值计算，来流马赫数为 0.2，迎角变化为 0°~25°，流量系数为 0.29~
2.07。研究结果表明：在起飞工况条件下，进气道正常工作迎角可达到 25°；在起飞单发失效工况条件

下，进气道外罩上流动分离迎角在 13°~16°；在大迎角工作条件下内流未产生分离时，出口气流畸变受

发动机流量变化影响较小。通过研究结果分析了进气道在低速大迎角状态下的流场特征及其随迎角、流

量的变化规律。数值计算和风洞实验结果的对比表明，在没有流动分离时两者基本一致；但是对于外流

分离迎角的预测，两者有3°差异，表明风洞实验依然是考核进气道性能的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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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Tunnel Test and Numerical Study on Civil Aircraft
Inlet Performance under Low Speed and High Angle of

Attack Condition

WANG Lei，LIU Kai-li，CHEN Yong，SI Jiang-tao，ZHOU Shi-rui，SHAO Qing-ling
（Shanghai Aircraft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Commercial Aircraft Corporation of China Ltd，Shanghai 201210，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flow character and performance of civil aircraft inlet under low speed
and high angle of attack condition，wind tunnel test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are conducted for an inlet with de⁃
sign Mach number of 0.785，under the condition of coming flow Mach number 0.2，angle of attack from 0°~25°，
and mass flow ratio from 0.29~2.07. The results show that，under take off condition，the inlet could work under
angle of attack up to 25°.Under take off condition with one engine inoperative，the inlet external flow separation
may occur at angle of attack 13°~16°.Under high angle of attack condition without flow separation，mass flow ra⁃
tio has limited influence on the inlet distortion. Based on the results，the inlet flow character under low speed and
high angle of attack condition，and its variation with angle of attack or mass flow ratio is analyzed. Comparison be⁃
tween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wind tunnel test results show that，the two could coincide with each other when
no flow separation occurred，however，the difference of external flow separation angle could be up to 3°，suggest⁃
ing wind tunnel test is still necessary to validate the inlet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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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民用飞机进气道功能是为发动机提供品质良好

的气流，其设计应满足发动机和飞机的多种需求［1-2］。

对于常规布局的民用飞机来说，虽然起飞、爬升、降

落等低速大迎角工作状态占飞行时间较少，但是在

这些阶段进气道工作状况极为严酷，与飞机安全性

紧密相关，而且这些状态的要求常与巡航状态的经

济性要求存在矛盾［3-4］。

在低速大迎角状态时，进气道还常受到机身、机

翼、增升装置导致的不利影响，其内、外流气动性能

将急剧下降。如果进气道设计不佳，下唇口附近容

易出现流动分离。大范围的流动分离，将会导致出

口畸变严重，对发动机的正常工作和寿命造成不利

影响［5］，甚至可能影响到飞机安全。

另外，飞机起飞时如果一台发动机停车，按照

适航标准规定，需要以 1.13~1.2倍失速速度保持高

的升力系数和大的迎角状态飞行，以便达到足够的

高度应急放油或必要时回到机场着陆航线，此时

飞机需要最大限度地保持载重能力并降低阻力。

失效的发动机处于风车状态或转子锁定状态，进

气道在极低的流量系数、较大的迎角下工作，如果

设计不佳，外罩上部难以维持气流附体。外罩气流

分离后，将会导致较大的外罩阻力，在发动机剩余

推力最低的危险时刻，这种突增的外罩阻力可达

总阻力的 10% 之多，分离流动还会对增升装置和

控制面特性产生不利影响，都可能威胁到飞机的

安全。

因此，在进气道气动方案设计中必须充分考虑

到低速大迎角状态下的性能和流场特征，从 20世纪

70年代至今，波音、空客、通用电气等机构对此进行

过较多研究，例如进气道内、外流的流场结构和进气

道出口畸变状况与进气道进口和喉道面积［3］、进气

道长度［6］、短舱唇口形状［3，6-8］、中心锥形状［6，9］等设

计参数之间的关系。研究还指出，设计中应充分考

虑到发动机流量［7，10］、飞行雷诺数［7］等条件，以及地

面效应［11］、发动机风扇作用［12］、来流扰动［13］、壁面粗

糙度［14］等因素的影响。此外，还有文献提出了采用

主动流动控制措施［15-16］、变几何进气道结构［17］等方

法抑制流动分离、改善进气道出口畸变情况。在实

际工程设计中的难点还在于如何根据飞机的具体任

务和需求，在低速性能、高速性能、以及其他约束条

件之下做出合理权衡取舍。设计评估均依赖对进气

道低速大迎角状态下流场及性能的预测方法。

目前，风洞实验仍是进气道低速性能研究、考核

最可靠的手段［2］。较早的风洞实验主要用于对进气

道在大迎角条件下性能的对比和校核［6-7，18］，近期还

有更多实验采用动态压力采集、体视粒子图像测速

等测量或观测方法对进气道内外流分离的发生和发

展 过 程［10，19-20］、分 离 区 激 波 与 附 面 层 的 非 定 常 形

态［10，21］、分离区的滞回效应［11］等流场特征进行详细研

究和精确测量，并且考虑了来流扰动［21］、发动机风扇

动力［11-12，22］、流动控制措施［19，22］等情况的模拟，这些

实验结果为方案设计、数值计算技术发展建立了

基础。

与风洞实验相比，数值计算成本低、获取的流场

信息更为丰富，已经在民机进气道设计和研究中普

遍应用，其中基于雷诺平均 N-S方程（RANS）的计算

是当前工程应用中的主流方法。对于低速大迎角状

态进气道流场的计算，多数对比结果认为［20，23-25］，在

没有附面层分离、没有明显的非定常效应时，基于

RANS的计算能获得较为准确的流场预测结果，但是

在发生分离时，现有湍流模型对于分离的发生、分离

区的大小和形态的预测与实验结果之间常有一定差

距。在考虑层流转捩［20，25］、来流扰动［13］、发动机风扇

影响［24，26］、唇口损伤［27-28］等更多实际因素时，数值计

算更为困难。近期仍有众多文献在研究和改进基于

RANS、雷诺应力模型、混合 RANS与大涡模拟的进气

道流场数值计算方法［13，20，25］。

从上述研究背景可见，进气道大迎角气动特性

不仅是方案设计中、也是空气动力学中的难题之一，

其内、外流动耦合且存在流动分离、激波的三维非定

常流场分析对风洞实验和数值计算技术均有较高

要求。

本文为了深入了解民机大涵道比发动机进气道

在大迎角状态下的流场特征和工作原理，对其设计

手段验证、试飞取证方法等后续工作提供技术基础

和依据，选取一个典型的进气道设计方案作为研究

对象，对典型飞行任务中大迎角条件下进气道内外

流流场进行风洞实验和数值计算分析，考察其流场

和性能随迎角、流量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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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进气道设计方案

采用民用飞机三维进气道设计程序设计了一个

巡航马赫数 0.785，飞行高度 10.7km的典型进气道设

计方案。综合考虑民用飞机巡航、起飞、侧风和发动

机失效（风车）等工作状态，对进气道内流和外流型

面进行了局部设计优化。该方案对称面（即 x-y平
面）形状如图 1所示，其中 x方向为发动机轴向，y方

向远离地面。进气道进口下垂角（Droop angle）为 4°，
巡航状态流量系数 0.7，顶部（Crown）、侧部（Side）和

底部（Keel）三个剖面主要设计参数见表 1，表中 R为

进气道型面与发动机轴线之间的距离；下标 hl，th和
max分别表示进口截面、喉道截面和外罩迎风面积最

大的截面位置；a，b，m和 n均为唇口超椭圆曲线方程

中的参数，各设计参数的详细说明参见文献［3］。

2.2 研究工况

综合考虑飞机工况需求和风洞实验能力，确定

研究的来流条件为：马赫数 0.2，静温 288.15K，静压

97069.35Pa，单位长度雷诺数约 4.5×106。
进气道的工作状态不仅要考虑飞机俯仰角，还

需要考虑局部流场如机翼的上洗效应，这在带有增

升装置的飞机上尤为突出，在起飞、爬升等状态进气

道进口当地气流迎角可高达 25°。在起飞爬升第二

阶段，遇到发动机停车、转子处于风车状态时，发动

机工作在极低的流量下，代表性的流量系数为 0.3。
综合飞机总体设计方案和发动机的性能参数，

本研究中选定，工作在起飞状态的进气道流量系数

为 1.87，对应的进气道出口马赫数为 0.56，迎角为 0~
25°；工作在发动机失效（风车）状态的发动机折合流

量为 0.30，对应的进气道出口马赫数为 0.10，研究的

迎角为 0~16°。
2.3 风洞实验设备

2.3.1 风 洞

开展民用飞机进气道低速风洞实验，要求风洞

具有模拟大涵道比发动机动力影响的抽吸引射系

统，并且测试段具有较大的有效面积以降低洞壁的

干扰。本文风洞实验在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

心 4m×3m风洞进行，该风洞是一座回流式闭口实验

段低速风洞，空风洞最大稳定风速为 100m/s。实验

模型采用风洞大迎角支撑装置支撑，侧滑角固定为

0°，迎角变化由俯仰机构实现。发动机进气流量通过

由高压气源驱动的外置式引射器模拟，模拟最大引

气流量约 8.9kg/s，可满足本次进气道实验最大流量

要求。

2.3.2 实验模型

根据进气道气动方案设计了实验模型（见图 2），

缩比比例为 1：12，出口有效面积为 0.0179m2。在进气

道出口截面布置总压耙和静压孔测量出口气流参

数。总压耙由 8根“米”字型测量耙臂构成，每个耙臂

布置 5个总压探针，其间距按等面积规律布置，在进

气道内壁与总压耙相同站位位置，沿周向均布 8个静

压孔，每个静压孔偏离总压耙臂 5°。在进气道上部、

侧部和下部沿轴向共布置 28个静压孔测量内外壁面

沿程压力分布。根据理论计算，进气道模型所需最

大引射物理流量约 4.2kg/s，在风洞引射器工作范围之

内。实验模型采用铝合金加工，模型流道加工装配

的精度、测压孔位置、垂直度和特征几何尺寸检测结

果满足风洞实验要求。

风洞实验中，进气道迎角的调节由前述运动机

构自动完成，流量调节由引射装置控制，图 3为进气

道在风洞内处于 25°迎角状态的照片。

Fig. 2 Inlet wind tunnel test model

Fig. 1 Schematic of inlet model (Crown and keel section)

Table 1 Values of key design parameters

Rhl/Rth
a/b
m

n

xmax/Rmax
Rhl/Rmax

Crown
1.105
2
2
2
1.32
0.78

Side
1.155
2.55
2
2.2
1.21
0.85

Keel
1.155
2.65
2.2
2.2
1.19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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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测量设备和数据处理方法

实验中对来流总压、进气道出口总压耙、壁面静

压等测点数据进行采集。压力测量设备包括压力采

集系统、电子扫描阀、校准系统等部分。压力传感器

量程为 15psi，测量精度为满量程的 0.08％，扫描阀采

样频率为 1kHz。
对于压力系数（Cp）、出口截面流量、总压恢复系

数、畸变指数（IDCmax）等数据的处理和计算方法参见

文献［3，18］。

2.4 数值计算方法

2.4.1 计算域、网格和边界条件

在风洞实验前和获得风洞实验结果后，都采用

了数值计算方法对该进气道方案低速风洞实验结果

进行了预测或分析。数值计算采用的物理模型包含

进气道内外型面、发动机整流锥，此外还对进气道外

罩延长以降低计算域出口边界条件设置对进气道流

场参数的影响，如图 4所示。计算域边界与进气道距

离为进气道最大直径的 15倍。计算未考虑风洞壁的

影响。

对进气道全流场生成结构化计算网格，表面网

格见图 5所示。进气道壁面附近的网格进行了加密

处理，第一层网格高度约 0.02mm。进气道进口区域

和唇口附近网格适当加密。计算域总网格量约 300
万。计算域远方边界设置进口和出口边界条件，给

定风洞来流的静温、静压和来流速度等参数。在进

气道出口，给定静压、静温条件，参数根据实验模拟

的流量换算得出。进气道壁面边界设置为绝热无滑

移壁面边界条件。

2.4.2 计算方法

本文数值计算采用 ANSYS CFX软件，这是基于

有限体积方法的通用数值计算求解器，并且具备成

熟的前、后处理功能。

计算中求解 RANS方程，时间离散选用全隐式时

间推进格式，空间离散采用高阶迎风格式，湍流模型

为两方程的 k-ω SST模型。在流场计算中监测全流

场残差和进出口流量，收敛一般以各残差指标下降 4
个数量级或继续迭代残差不再下降同时进出口流量

保持稳定为准。在文献［29］中，对于上述数值方法、

网格划分措施、边界条件处理、结果分析方法进行了

考核，与风洞实验的结果的对比表明适用于民用飞

机进气道流动问题的计算。

数值计算中工况参数保持与实验一致。计算完

成后提取流场中监测点气流参数，进行流量、畸变指

数等参数计算，处理方法与实验一致。

3 结果与讨论

针对规定的工况范围，通过实验和计算获得了

低速时迎角变化、发动机流量变化时进气道的流场

参数。

3.1 大流量状态迎角的影响

在来流马赫数 0.20，进气大流量的条件下开展了

进气道风洞实验，实验压力约 95kPa，温度约 288K，进
气道迎角从 0°逐渐提高至 25°，分别在迎角 0°，5°，
10°，15°，20°和 25°流场稳定时采集了压力数据。整

个迎角变化实验中，风洞流量控制系统保证进气道

流量系数在 1.87±0.02内。

按照实验条件对进气道流场进行了数值计算。

在数值计算中，进气道出口流量设置保持和风洞实

验方案值一致，相对差量在 0.3%以内。

图 6给出了实验中进气道出口气流畸变指数随

迎角的变化曲线。根据的发动机工作要求，出口气

Fig. 3 Photo of inlet model in wind tunnel at high angle of

attack

Fig. 5 Surface computational grid of inlet model

Fig. 4 Inlet model for comp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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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畸变指数不应超过 0.05。图中可见本文的进气道

畸变指数均较低，处于 10-4量级，大迎角时虽略有增

大，但仍远低于 0.05的限制。表明进气道正常工作

的迎角不小于 25°，在此范围内均可满足发动机对畸

变指数的要求。图 7还给出了数值计算结果作为对

比，计算所得畸变指数的量级和变化趋势与实验结

果一致，在迎角 25°时略大于实验结果，但均远小于

0.05，表明满足发动机工作要求。

图 7中分别给出了 0°，10°，20°和 25°迎角状态下

进气道对称面马赫数云图和捕获流管的数值计算结

果。从图中可见，随着迎角增加，在进气道下部剖

面，流线驻点后移，唇口流线弯曲程度加剧，进气道

内前缘局部加速明显，超声速区域扩大，最高马赫数

逐渐提高，表明分离的倾向越来越大。在迎角增加

到 25°时，计算结果表明，进气道型面始终能够较好

地调整气流，不会产生流动分离，内流没有出现明显

畸变。

图 8对比了 0°，10°，20°和 25°迎角状态下进气道

下部剖面压力系数的数值计算和实验结果。图中可

见，0°时两者吻合良好。随着迎角增加，计算和实验

变化趋势一致：下唇口内部前缘压力逐渐降低，但大

迎角时，从分布趋势可见，与实验结果相比，超声速

区域内数值计算结果的压力略高。

3.2 小流量状态迎角的影响

在来流马赫数 0.20，模拟发动机失效（风车）状态

小进气流量的条件下开展了进气道风洞实验，实验

压力约 95kPa，温度约 288K，进气道迎角从 0°逐渐提

高至 16°，分别在迎角 0°，5°，10°，12°，13°，14°和 15°
流场稳定时采集了压力数据。整个迎角变化实验

中，风洞流量控制系统保证进气道流量系数在 0.29±
0.01范围内。按照实验条件对进气道进行了数值

计算。

图 9中给出了数值计算结果进气道对称面马赫

数云图和捕获流线。如引言所述，发动机失效工况

条件下，进气道流量系数较小，在一定的迎角范围

内，进气道出口总压恢复系数一般都接近于 1.0，气流

均匀程度也不会产生显著变化，而外流上部则可能

发生分离。计算结果表明，迎角在 15°以下时进气道

外部和内部的流场没有发生明显的分离（参见图 9
（a）），但上唇口流线有较大的弯曲。当迎角继续增加

到 16°时，进气道外罩上出现大范围气流分离（参见

Fig. 7 Mach number contour and captured flow tube in x-y plane with mass flow ratio of 1.87

Fig. 6 Variation of IDCmax versus angle of at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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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b）），伴随着压力升高，将导致短舱阻力显著

增加。

图 10对比了进气道外罩上部前缘一个测点的压

力系数随迎角的变化趋势曲线，测点位置如图 9所
示。当进气道外流动正常时，压力值随迎角增大逐

渐降低；迎角增大到使气流分离时，其压力值突然增

加。实验结果表明，外罩上部在 13°时发生分离，而

数值计算结果在 16°发生分离，与实验相比约有 3°滞
后。对于该差异的原因仍需要进一步研究。根据文

献［19］等研究结果分析，可能主要在于数值计算采

用了全湍流模拟，而实验中进气道前缘存在部分层

流，因此分离比数值计算提前，另外该差异也可能与

进气道接近分离时的非定常效应、数值计算中湍流

模型的适用性等多方面因素相关［20，23-25］。实验结果

也表明，进气道上唇口失速迎角偏低，需要作进一步

设计优化。

图 11中对比了 0°以及 12°~16°迎角状态下进气

道对称面上部剖面压力系数分布的数值计算和实验

结果。图中可见，0°时两者吻合良好。随着迎角增加

至 12°，计算和实验变化趋势一致：上唇口前缘外部

压力逐渐降低，在 12°时，计算与实验结果仍吻合

Fig. 10 Variation of pressure versus angle of attack at one

pressure tap

Fig. 8 Pressure distribution in the keel section with mass flow ratio of 1.87

Fig. 9 Mach number contour and captured flow tube in x-y

plane with mass flow ratio of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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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

当迎角继续增加至 13°时，实验结果前缘压力突

然提高，前缘附近压力出现平台，表明外流已发生分

离。之后随着迎角增大，分离范围逐渐扩大。在 13°
时，数值计算的结果没有分离，前缘压力与实验差异

明显，迎角继续增加至 16°时才发生分离，此时压力

分布又恢复与实验结果接近。

3.3 大迎角时流量的影响

在来流马赫数 0.20，迎角 25°条件下，考察了流量

变化对进气道流场的影响，实验压力约 95kPa，温度

约 288K。该进气道与发动机的流量匹配点为 1.87，
风洞实验分别在流量系数 1.13，1.60，1.87和 2.07条
件下进行，覆盖了发动机起飞时的推力范围。

实验结果表明（见图 12），在流量较小时，进气道

出口畸变保持在 10-4量级；在流量最大时有所增加，

达到约 0.01，但是也可充分满足发动机要求（发动机

要求为不超过 0.05）。数值计算结果基本与实验

一致。

图 13中给出了数值计算得到的四种流量状态下

进气道对称面上的流场马赫数云图和捕获流管。可

以看出，随着流量增加，捕获流管面积逐渐增大，驻

点外移，唇口前缘流线弯曲程度增加，气流明显加

速，其中下部唇口气流存在更大的当地迎角，进口内

前缘马赫数更高，有明显的超声速区域，分离的倾向

越来越大。但是在整个流量变化范围内，进气道内

没有发生分离。

Fig. 11 Pressure distribution in inlet crown section with mass flow ratio of 0.29

Fig. 12 Variation of IDCmax versus mass flow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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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中给出了流量系数为 1.13和 2.07时，数值

计算得到的进气道出口流场总压恢复系数云图。

可见，进气道出口总压分布均匀，流动品质较好，没

有 明 显 畸 变 ，仅 在 大 流 量 时 底 部 低 能 区 域 略 有

增加。

图 15对比了四种流量状态下进气道对称面下部

剖面压力系数的实验和数值计算结果。图中可见，

低流量时两者吻合良好。随着流量增加，计算和实

验变化趋势一致：下唇口内部前缘压力均逐渐降低，

大流量时数值计算压力误差略有增加。

Fig. 14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ntour in outlet plane with angle of attack at 25°

Fig. 13 Mach number contour and captured flow tube in x-y plane with angle of attack at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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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本文通过风洞实验和数值计算研究了典型民用

飞机短舱进气道方案低速大迎角下的流动特征，获得

了该进气道内、外流流场和出口畸变，主要结论如下：

（1）起飞工况条件下，该进气道正常工作的迎角

范围可达到 25°，在此范围内进气道出口气流品质较

高，出口流场畸变保持较低且变化不大，验证了进气

道方案在低速大迎角下的工作能力。

（2）在发动机失效的小流量工况条件下，该进气

道外流发生分离的迎角在 13°~16°，有待于进一步优

化改善。进气道外罩唇口上部压力在分离前随迎角

增大逐渐下降，分离后压力突增。

（3）大迎角工作条件下，随着发动机流量增加，

进气道内下部更易分离；当内流未产生分离时，发动

机工况变化对进气道出口气流品质影响较小，出口

流场畸变始终较低。

（4）数值计算和风洞实验结果的对比表明，不同

流量和迎角条件下，进气道的流场特征及出口性能

参数和风洞实验结果基本一致；在无分离时，压力和

畸变的数值计算与实验结果吻合良好；在预测进气

道外流气流分离时，数值计算和实验约有 3°差异，对

该状态下的数值计算方法仍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研究

和校核，目前风洞实验依然是验证进气道大迎角特

性的必要手段。

民用飞机大涵道比发动机短舱进气道与机翼、

机身等部件流场之间存在较强的相互影响，本文仅

针对单独短舱的性能进行了研究，后续应结合短舱

流动控制装置、吊挂、增升装置、机翼、机身以及发动

机风扇等部件研究安装后的短舱进气道流场性能，

并根据全机性能要求对短舱方案进行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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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板型线和径向倾斜设计对燃气轮机
排气扩压器气动性能的影响 *

董雨轩，李志刚，李 军

（西安交通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支撑板结构设计直接影响燃气轮机排气扩压器的流场结构和气动性能。在验证数值方法可

靠的基础上，采用求解三维 Reynolds-Averaged Navier-Stokes（RANS） 和 Realizable k-ε湍流模型的方

法，对带进气导叶和支撑板的排气扩压器模型进行了研究，探究在四种进气预旋下，支撑板截面型线以

及本文提出的支撑板径向倾斜设计方案对排气扩压器气动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进气预旋和支撑板设

计方式相同时，截面型线更薄的支撑板更易导致流体在支撑板附近的分离及更大范围的尾迹流，从而增

大总压损失；支撑板截面形状相同时，与径向垂直设计相比，支撑板采用径向倾斜设计使得排气扩压器

通道面积变化更加平缓，从而使得在四种进气预旋下，排气扩压器的总压损失系数下降7%~20%。当支

撑板截面型线宽长比（d/C）为0.2时，相对于径向垂直设计，支撑板采用径向倾斜设计方式的排气扩压

器静压恢复系数在进气预旋
-φ = 0.35和-φ = 0.64时分别提升了4.7%和3.8%；但在支撑板截面型线宽长比

（d/C） 为 0.12和 0.175时，支撑板采用径向倾斜设计方式会降低排气扩压器在进气预旋
-φ = 0.64和

-φ =
1.00时的静压恢复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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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Airfoil and Radial Tilt Design of Struts on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Gas Turbine Exhaust Diffuser

DONG Yu-xuan，LI Zhi-gang，LI Jun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Strut structure design directly affects the flow field and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gas turbine
exhaust diffuser. Based on the reliability of the numerical method，the exhaust diffuser model with inlet guide
vanes and struts was calculated by solving the three-dimensional Reynolds-Averaged Navier-Stokes（RANS）
and Realizable k-ε turbulence models，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the cross-sectional shape and tilt design of the
strut on th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the exhaust diffuser under four kinds of inlet pre-swirl.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inlet pre-swirl and the design method of strut are the same，the strut with thinner profile line is
more likely to cause the separation of fluid near the strut and the larger wake flow，increasing the total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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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s. When the cross-sectional shape of the strut is the same，compared with the radial vertical design of the
strut，the radial tilt design of the strut makes the change of the passage area of the exhaust diffuser more gentle，
so that the total pressure loss coefficient of the exhaust diffuser decreases by 7%~20% under the four types of in⁃
let pre-swirl. When the aspect ratio（d/C）of strut section line is 0.2，relative to the radial vertical design，the
static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of the exhaust diffuser with tilt design of strut increases by 4.7% and 3.8% re⁃
spectively when the inlet pre-swirl is equal to 0.35 and 0.64，however，when the aspect ratio（d/C）of the strut
section line is 0.12 and 0.175，the strut tilting design reduces the static pressure recovery performance of the ex⁃
haust diffuser when the inlet pre-swirl is equal to 0.64 and 1.00.

Key words：Gas turbine；Exhaust diffuser；Strut；Aerodynamic performance；Numerical simulation

1 引 言

燃气轮机作为船舶动力推进的关键热功转换设

备而受到重视，排气扩压器作为燃气轮机的重要部

件之一，对燃气轮机整体运行效率有着重要影响，其

能够将末级涡轮出口燃气的部分动能经过扩散作用

转换为排气扩压器出口处的静压，由于排气扩压器

出口处的压力一般为固定值（大气压力），因此，排气

扩压器的压力恢复性能使得涡轮出口处的压力降

低，可以提高燃气轮机的效率和功率输出［1］。排气扩

压器内会有支撑板结构设计，用于加强壳体的稳定

性和作为冷却空气和润滑油的通道。

研究表明进气条件和支撑板几何结构等是对排

气 扩 压 器 性 能 产 生 影 响 的 主 要 因 素 ，Sovran 和

Klomp［2］对环形排气扩压器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测

试了 15种系列，超过 100个排气扩压器结构，为排气

扩压器几何形状设计提供了指导。Sultanian等［3］通

过实验测量并结合数值模拟研究了排气扩压器在燃

气轮机无负荷、中等负荷、全负荷三种工况下的流场

型态。研究表明全三维数值方法能够很好地预测排

气扩压器的压力分布及流场形态。Feldcamp等［4］比

较了不同湍流模型结合壁面处理预测排气扩压器内

气动参数的准确度，通过不同湍流模型预测的结果

与实验数据对比发现，在综合考虑计算资源和预测

准确度时，Realizable k-ε湍流模型具有最佳预测排

气扩压器内压力分布的能力。在燃气轮机工作过程

中，排气扩压器的入口处存在由末级涡轮间隙泄漏

和旋转导致的总压分布不均匀性及气流预旋，Vas⁃
siliev等［5-6］利用可调进口导叶实验装置探究了进口

旋流和马赫数对排气扩压器性能的影响，指出在进

口马赫数低于 0.6时，排气扩压器的静压恢复系数基

本不受进口马赫数变化的影响，而进口旋流在不同

进口马赫数下均对排气扩压器的性能有重要影响，

同时也归纳出进口总压分布、总温分布、切向气流

角、径向气流角等参数对排气扩压器静压恢复系数

的影响规律。Schaefer等［7］实验和数值研究了进口存

在 3种不同阻塞程度的进气条件时排气扩压器气动

性能的变化特性，发现进口处的阻塞效应会影响排

气扩压器内的有效流动面积，进而影响支撑板附近

的二次流结构。何鹏等［8］探究了不同进口边界层条

件对 S型扩压器的流场特性的影响，发现边界层分离

带来的大面积低速区显著地加大了二次流的强度和

尺度，二次流又反过来会改变分离区的分布。

支撑板和排气扩压器几何结构同样对排气扩压

器性能有着显著的影响，Guillot等［9］对排气-集气蜗

壳折转部分进行了优化设计，并通过实验验证了优

化设计的排气-集气系统的静压恢复系数相比于参

考设计提高了 0.07。Schaefer等［10］将排气扩压器壳体

和支撑板几何结构参数化，通过优化设计获得了适

应进气条件的最优几何结构，优化后的排气扩压器

流动分离显著减少。黄恩德等［11-12］数值研究了某型

非对称排气蜗壳的流动特性并对其壳体进行改型设

计，结果表明改型后的壳体结构相比于原结构总压

损失系数最多降低了 32.12%，静压恢复系数最多提

升了 48.73%。而对集气扩压器部分的背弧和内弧的

优化设计使得静压恢复系数最多提升了 12.2%，出口

气流的均匀度增加。董熙君等［13］则采用在扩压器壁

面安装射流装置的方法开展了大扩张角扩压器的附

面层吹除技术研究，发现当吹气量为总气量的 4%
时，静压恢复系数较不采用吹除技术的原型扩压器

提升 7%。

当前排气扩压器内的支撑板多采用垂直于轴向

或周向倾斜的设计方式，相关文献的研究工作也多

是基于这种结构，本文提出了支撑板径向倾斜设计

方式，这种设计方式使得排气扩压器内的通道面积

轴向变化相比于支撑板垂直于轴向或周向倾斜的设

计方式更加平缓，而关于支撑板的径向倾斜设计对

排气扩压器性能影响的研究在当前文献中较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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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进气预旋下支撑板截面形状对排气扩压器性能影

响的研究也需进一步深化。本文在排气扩压器扩张

角和支撑板数目不变的条件下，基于具有导叶和支

撑板结构的排气扩压器模型［14］，进行了数值模拟验

证，通过改变导叶的偏转角获得支撑板上游不同的

进气预旋效应，对比分析了不同支撑板结构下的排

气扩压器流动参数，探究不同支撑板截面形状结合

径向倾斜设计在不同进气预旋下对排气扩压器性能

的影响。

2 计算模型和数值方法

图 1给出了实验测量的排气扩压器几何结构

图［14］。排气扩压器轴向总长度为 300mm，进/出口内

径相同，d i = d o = 58mm，进口外径 D i = 100mm，出口

外径 D o = 174mm。实验模型的进气段沿周向均匀布

置 15个进气导叶，用于模拟涡轮出口的尾迹流和改

变测量段进气预旋。测量段沿周向均匀布置 5个支

撑板，通过进气导叶偏转角的变化可以获得不同的

支撑板上游的进气预旋。实验测量时进气导叶的偏

转角为零度，即测量段进口截面“X-0”上的气流预旋

为零。实验测量点布置在图 1所示轴向长度为 L的

测量区域，在轴向不同位置和周向不同 α角度以及径

向不同位置设置了静压与总压测点，导叶偏转角 β示

意图如图 1所示，图中“Z-1”截面为近壁面平面，“Z-

2”截 面 为 50% 叶 高 平 面 ，“Z-3”截 面 为 90% 叶 高

平面。

静压恢复系数 Cp定义为

Cp = ( -p s2 - -p s1 ) / ( -p t1 - -p s1 ) （1）
式中

-p s1，
-p s2分别是排气扩压器测量段入/出口面

平均静压，
-p t1 是测量段入口面平均总压。数值模拟

采用 ANSYS-FLUENT软件计算排气扩压器的静压恢

复系数和流场特性。

图 2给出了具有进气导叶和支撑板的排气扩压

器计算区域网格图及网格无关性验证结果，壁面附

近网格进行加密处理以满足计算要求，经过 5种不同

数量的网格验证，发现当网格数量为 250万时，排气

扩压器进出口静压差基本不变，满足网格无关性要

求。数值计算的边界条件与实验相同，进口为速度

边界条件，进口雷诺数是 2.3 × 105，进口马赫数约

0.24，出口为大气压。图 3给出了不同湍流模型计算

得到的静压恢复系数值沿轴向分布与实验值的比

较，x = 0的位置对应图 1中“X-0”截面，可以看出

Realizable k-ε湍流模型的预测精度相对更高。因此

本文采用 Realizable k-ε湍流模型进行排气扩压器气

动性能和流场特性研究。

图 4给出了不同周向 α角流面上，距内壁面 7%∆R
（∆R = (D o - d o ) /2）高度监测点的静压恢复系数实验

值与计算值沿轴向的变化比较。由图可知，除了在

支撑板附近由于存在分离泡和剪切流动导致测量结

果与计算结果略微有差异，数值计算得到的静压恢

复系数与实验数据吻合良好，很好地获得了静压沿

Fig. 2 Computational grid and grid independence test of

the exhaust diffuser

Fig. 1 Experimental model of the exhaust diffuser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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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向和径向的分布，进一步说明了数值方法的可

靠性。

在数值验证的基础上，本文通过调整进气导叶

的偏转角 β，探究在不同进气预旋条件下，支撑板截

面型线以及两种支撑板设计方案对排气扩压器流场

特性的影响。其中，模型中支撑板径向垂直设计定

义为结构Ⅰ，本文提出的支撑板径向倾斜设计定义

为结构Ⅱ，两种设计方案如图 5所示，两种支撑板设

计方式除倾斜角度不同外，轴向和周向位置相同。

如图 6所示，定义支撑板截面型线宽长比（d/C），d和

C分别是支撑板截面型线的最大厚度与轴向长度，三

种宽长比（d/C）截面型线的支撑板分别命名为 a，b，c，
除中间部分弧线曲率不同，三种截面型线的前缘部

分弧线曲率相等，尾缘部分弧线曲率相等。

测量段进气预旋 φ定义为

φ = v u （2）
式中 v和 u分别为图 1测量段截面“X-0”上切向

速度和轴向速度。

六种组合结构“Ⅰ-a”，“Ⅰ-b”，“Ⅰ-c”，“Ⅱ-a”，
“Ⅱ-b”，“Ⅱ-c”的相关参数分别如表 1所示。表 1给
出了四种进气预旋对应的面积平均值 φ̄。

本文计算了排气扩压器在 4种进气预旋下的流

场特性。图 7则给出了 4种导叶偏转角度对应的测

量段入口截面进气预旋的径向分布及其对应偏转导

Fig. 4 Cp distribution at the 7% ∆R along

the axial direction

Fig. 5 Two design plans of struts

Fig. 3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FD results and

experimental data

Fig. 6 Profiles of three kinds of the different strut s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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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附近的速度流场分布，可以看出四种偏转导叶附

近的速度流场无流场畸变等不良流动现象。

3 结果分析

3.1 总压损失

总压损失系数 Cpt定义为

Cpt = ( -p t2 - -p t1 ) / ( -p t1 - -p s1 ) （3）
式中

-p t1，
-p t2 分别是排气扩压器测量段入口和出

口面平均总压。

图 8给出了 6种组合结构在不同进气预旋下的

排气扩压器的总压损失系数。可以看出，在无进气

预旋时，支撑板径向倾斜设计和截面型线变化均对

排气扩压器总压损失系数无明显影响。观察结构Ⅰ
排气扩压器的 3种截面型线支撑板对其性能的影响，

可以发现，在排气扩压器“X-0”平面处气流有一定的

预旋效应时（这也是排气扩压器在真实工作过程中

的进气条件），支撑板截面型线越厚，气体在排气扩

压器内流动过程中压力损失越小。

图 9给出了结构Ⅰ排气扩压器在进气预旋
-φ =

0.35时不同径向高度流面的流线及速度云图。从图

9（a），9（b）可以看出，当支撑板截面型线越薄时，流体

在支撑板前缘附近产生的流动分离区域越大，流动

再附着的点更靠后，同时在支撑板尾缘处产生更强

烈的尾迹流，进而产生更大的压力损失，这与 Vas⁃
siliev等［15］指出尾缘更厚的支撑板附近的流动分离更

弱的结论类似，图 9（c）则反映出支撑板的截面型线

相对更薄时，支撑板靠近外壳体附近分离区的涡系

流动会更加强烈。图 10则给出了
-φ = 0.64时结构Ⅰ

排气扩压器在不同高度流面上的流线分布，与图 9相
比可以看出进气预旋的增加明显增加了支撑板附近

涡系的复杂程度，这也是总压损失系数随进气预旋

增加而增加的原因。

在支撑板的截面型线宽长比（d/C）相同时，对比

结构Ⅰ和结构Ⅱ排气扩压器的总压损失系数随进气

预旋变化曲线可以看出，结构Ⅱ排气扩压器的总压

损失系数整体上要明显小于结构Ⅰ。图 11给出了

Fig. 7 Radial distribution of four kinds of inlet pre-swirl

at X-0 section and corresponding velocity flow field near

the inlet guide vanes

Fig. 8 Total pressure loss coefficient of 6 combined

structures at different inlet pre-swirl

Table 1 Parameters of different exhaust diffuser design

plans

Structure

I

II

Inlet
swirl φ̄
0.00
0.35
0.64
1.00
0.00
0.35
0.64
1.00

Location of
strut

0.44L

0.44L

γ/ (°)

0.0

30.0

Profiles

a
b
c

a
b
c

d/C

0.120
0.175
0.200

0.120
0.175
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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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 0.35时，结构Ⅱ排气扩压器在 Z-1流面上的流线

分布，对比图 9（a）可以发现，在支撑板截面型线相同

时，采用结构Ⅱ方案的支撑板附近的流动分离现象

更弱，产生的总压损失更小。进一步观察图 11还可

以发现，在
-φ = 0.35时，结构Ⅱ排气扩压器三种截面

型线下支撑板附近的流动相似，这也与图 8中所反映

的在
-φ = 0.35时，结构Ⅱ排气扩压器的总压损失系数

与支撑板型线结构无关一致，当进气预旋继续增加

时，结构Ⅱ排气扩压器的总压损失系数才会与支撑

板截面型线有关联，即结构Ⅱ的支撑板设计方式提

升了排气扩压器适应支撑板截面型线变化的能力。

Fig. 10 Streamline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heights

(
-φ = 0.64)

Fig. 11 Streamline distribution at Z-1 section

(
-φ = 0.35)

Fig. 9 Flow pattern at different heights (
-φ =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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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出口气流方向

排气扩压器出口气流偏离轴向的程度也是评价

排气扩压器性能好坏的一个指标，其不仅影响自身

的性能，在联合循环发电系统中，燃气轮机排气扩压

器出口气流方向的偏离程度还会影响整体的效率与

性能。

定义出口气流轴向度 ϑ

ϑ = vx /v （4）
式中 vx是排气扩压器出口气流轴向分速度，v是

出口气流合速度，该值越接近“1”说明出口气流的方

向越贴近轴向。

图 12给出了不同进气预旋下，不同结构排气扩

压器出口气流的轴向度大小。从图中可以看出，对

结构Ⅰ而言，在
-φ = 0.35和

-φ = 0.64两种进气预旋

下，支撑板截面型线越薄（d/C值越小），排气扩压器

出口处的气流相对更贴近轴向，而在更大的进气预

旋
-φ = 1.00时，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观察图 13可以

看出在小进气预旋
-φ = 0.35时，支撑板前缘处气流攻

角较小，靠近外壳附近流过支撑板两侧的气流会相

互掺混，其中一侧（P）的气流（红色流线）会被分离侧

（S）气流（绿色流线）产生的涡系卷入，在尾缘附近掺

混后流出。而靠近内壁处的气流没有发生类似外壳

附近的掺混现象，比较图 13（a）中的“Ⅰ-a”和“Ⅰ-c”，
也可以看出薄支撑板结构中的流线方向更贴近轴

向，这与图 13（a）反映的规律一致。而在
-φ = 1.00时，

支撑板前缘处的气流攻角更大，导致 S侧的气流分离

更严重，产生的涡系无法将另一侧（P）的气流卷入，

没有类似
-φ = 0.35时尾缘附近明显的掺混现象。观

察图 13（b）可以看出，在
-φ = 1.00时，靠近内壁处的流

动与
-φ = 0.35时也明显不同，

-φ = 1.00时内壁处的流

体在流过支撑板附近会向上卷起，而且还会将相邻

支撑板 P侧的流体（蓝色流线）吸入，掺混后再流出，

即流动状态与
-φ = 0.35时明显不同，这也就导致

-φ =
1.00时，出口处的气流方向受支撑板厚度的影响规律

与
-φ = 0.35不一致。

图 14对比了预旋
-φ = 1.00的进气条件下，“Ⅰ-

c”和“Ⅱ-c”两种结构排气扩压器轴向不同位置截面

的速度等值线云图，其中“X-1”为支撑板前缘附近截

面，“X-4”为排气扩压器出口截面。可以看出，采用

径向倾斜设计方式的支撑板对前缘附近截面上的速

度分布没有造成明显影响，而采用径向垂直设计方

式的支撑板对前缘附近截面上的速度分布云图影响

显著，在截面上有明显的低速区域。流体在流过支

撑板后，支撑板对偏斜的气体产生阻挡作用，导致气

流在截面上分成界限明显的低速区和高速区，如图

中“X-2”，“X-3”上的云图所示。对比两种结构的速

度云图，可以发现在结构Ⅱ排气扩压器的出口截面

上这种高速区和低速区的界限明显，而结构Ⅰ中这

种现象却有明显好转，这可能是由于结构Ⅱ的支撑

板向后倾斜导致对气流的阻挡干扰作用在流道中持

续距离更长，导致该进气预旋下，结构Ⅱ排气扩压器

流道中气流均匀性更差。

3.3 静压恢复性能

静压恢复性能的评价指标为静压恢复系数，由

Fig. 12 Outflow axial degree of the exhaust diffuser

at different inlet pre-swi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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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1）给出，该值反映出排气扩压器将动能转化为

出口压力的能力，高的静压恢复性能同样有助于向

排气扩压器下游装置提供更加均匀的气流速度和更

低的湍动能。将公式（1）做一下变形

Cp = ( -p s2 - -p s1 ) / ( -p t1 - -p s1 ) =
( ( -p t2 - -p d2 ) - ( -p t1 - -p d1 ) ) / ( -p t1 - -p s1 ) =
( -p d1 - -p d2 ) / ( -p t1 - -p s1 ) - Cpt

（5）

式中
-p d1 和

-p d2 分别为排气扩压器测量段入口和

出口面平均动压。

静压恢复系数与进出口动压差和总压损失系数

存在上述关系，即更大的动压差和更小的总压损失

对应更大的静压恢复系数。在相同的进气条件下，

可以认为测量段进口（X-0平面）动压是一个固定值，

而出口处的动压则受排气扩压器内流动状态的影

响。由于本次研究的流体视为不可压流体，根据质

量守恒方程，排气扩压器出口截面上轴向分速度的

面积平均值是一个定值，当出口截面上的气流轴向

度 ϑ越小，意味着气流速度偏离轴向越多，也就有着

更大合速度，表明出口动压越高，即在相同的进气条

件下，出口气流的轴向度 ϑ值的大小可以从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出口气流动压的大小，气流偏离度 ϑ值越低

可以一定程度上说明排气扩压器测量段进出口动压

差越小。

图 15给出 6种组合结构的排气扩压器在不同进

气预旋下的静压恢复性能。从图中可以看出，6种组

合结构的排气扩压器均在进气预旋
-φ = 0.35附近达

到峰值性能，这与 Xue等［16］提到的静压恢复系数出现

最大值对应的导叶偏转角范围一致。同时也表明适

度的预旋有利于改善排气扩压器外壁面的边界层分

离，从而提高排气扩压器性能。当无进气预旋时，支

撑板截面形状和倾斜设计对排气扩压器的静压恢复

性能几乎没有影响，而在进气预旋
-φ = 0.35时，结构

Ⅱ中的三种支撑板截面形状对应的排气扩压器静压

恢复性能依然没有明显区别，这与该预旋下反映的

总压损失系数随进气预旋的变化规律一致，而结构

Ⅰ中的三种截面形状支撑板对应的排气扩压器静压

恢复性能有了微小区别，“c”型支撑板对应的排气扩

压器静压恢复性能更低，根据图 8，支撑板截面型线

越厚，总压损失越低，而图 12（a）反映出的规律表明

此进气预旋下，截面型线越厚，进出口动压差越小，

结合公式（5），说明此时影响静压恢复性能的因素主

要是进出口的动压差，而不是总压损失。在进气预

旋
-φ = 0.64时，情况则完全相反，此时的总压损失和

进出口动压差随支撑板型线变化的规律与
-φ = 0.35

一致，但图 15表明此时“c”型支撑板排气扩压器的

静压恢复系数最高，说明此时主要是由于型线更厚

的 支 撑 板 减 小 流 动 过 程 的 总 压 损 失 所 导 致 的 该

结果。

对比相同截面形状下结构Ⅱ和结构Ⅰ排气扩压

器的静压恢复系数随进气预旋的变化曲线，可以看

出，支撑板截面形线为“c”（d/C = 0.2）时，将支撑板径

向倾斜设计的排气扩压器结构（Ⅱ-c）在不同进气预

Fig. 13 Three-dimensional streamline distribution

at two kinds of inlet pre-swirls

Fig. 14 Velocity contour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axial

sections (
-φ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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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下静压恢复性能整体优于支撑板竖直设计的排气

扩压器结构（Ⅰ-c），而支撑板截面形状为“a”（d/C =
0.12）时，结论则相反。

3.4 流场结构

图 16给出了 6种结构排气扩压器的面积比（S）

沿轴向的变化曲线，面积比 S定义为

S = A/A o （6）
式中 A o为测量段入口截面（X-0平面）面积，A为

不同轴向位置垂直于轴向的截面面积。

由图 16可知结构Ⅰ排气扩压器的流道面积在支

撑板前缘附近有一个明显的突变，而采用支撑板倾

斜设计后，这种面积的突变减弱，使得流道的面积变

化趋于平缓。图 17则给出了
-φ = 1.00时，面平均总

压损失系数沿轴向的变化情况，在支撑板的前缘附

近，结构Ⅰ排气扩压器的总压损失系数有一个相对

更明显的突变，结构Ⅱ排气扩压器总压损失系数沿

轴向的变化则相对平缓，结合图 16，18及前文关于流

动分离的判断，可以发现结构Ⅰ通道中更加明显的

面积突变导致了流体在支撑板附近更大的流动分

离，进而造成更大的总压损失。

图 19给出了进气预旋
-φ = 0.35时，6种组合结构

排气扩压器静压恢复系数沿轴向的变化图。可以看

出，结构Ⅱ排气扩压器中静压恢复系数沿轴向的变

化相对于结构“Ⅰ”更加平缓，流体流过支撑板附近，

静压会突然降低，一方面是由于该结构下排气扩压

器通道面积突然缩小，导致流体加速流动，部分静压

转化为流体动压导致，另一方面是流体在支撑板附

近大量分离，产生二次流，增大压力损失所导致。图

20则给出了
-φ = 0.35时轴向截面的等值线静压云图。

观察图 20（a）中的“X-2”平面可以看出，在支撑板尾

缘附近存在由尾迹涡流导致的低压区，这与图 13（a）
中三维流线反映的涡系位置一致，且支撑板型线越薄，

支撑板尾迹流造成的低压区越明显。而在图 20（b）所

示结构Ⅱ排气扩压器静压云图“X-3”平面上则没有

明显的尾迹流导致的低压区。观察两种结构排气扩

压器的轴向位置 x/L = 0.44处的平面，该平面位于相

邻支撑板造成的“收缩”通道之间，可以发现，在靠近

内壁及支撑板角区附近会有明显的低压区，这是由

于在通道中的二次流形成类似如图 17所示的靠近通

道内壁的通道涡所导致。

Fig. 17 Total pressure loss coefficient variation along the

axial cross section (
-φ = 1.00)

Fig. 16 Area ratio along the axial direction

Fig. 15 Static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of 6 structures

at different inlet pre-swirls

Fig. 18 Vortex structure in the channel (
-φ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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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1）存在进气预旋时，“c”型支撑板（d/C=0.2）有

利于抑制流体在支撑板附近的分离，同时减小支撑

板尾缘造成的尾迹流，从而减小排气扩压器内总压

损失。在支撑板截面型线相同时，支撑板采用径向

倾斜设计方式的结构Ⅱ排气扩压器相对于结构Ⅰ排

气扩压器，由于通道面积变化更为平缓，使流体的流

动分离进一步减弱，压力损失可下降 7%~20%。

（2）相同进气条件下，可以建立出口气流方向和

排气扩压器测量段入/出口动压差之间的联系。对结

构Ⅰ排气扩压器而言，在平均进气预旋
-φ = 0.35和

-φ = 0.64时，支撑板截面型线越厚（d/C越大），排气扩

压器内的流体受支撑板两侧气流相互卷吸掺混的影

响越大，出口气流越偏离轴向，而在更大的进气预旋
-φ = 1.00时，由于支撑板前缘攻角增大导致支撑板两

侧流体相互干扰减弱，支撑板截面型线越厚，出口气

流相对越贴近轴向。支撑板采用径向倾斜设计的结

构Ⅱ排气扩压器则由于支撑板的设计方式导致气流

在流过支撑板后，恢复稳定流动的距离变短，导致在
-φ = 0.64和-φ = 1.00时，出口气流方向相比于结构Ⅰ
排气扩压器更偏离轴向。

（3）静压恢复系数受进出口动压差和总压损失

共同影响，排气扩压器在进气预旋
-φ = 0.35附近均达

到峰值性能，同时，针对截面型线为 c（d/C = 0.2）的支

撑板，相比于结构Ⅰ排气扩压器，支撑板采用径向倾

斜设计的结构Ⅱ排气扩压器，在进气预旋
-φ = 0.35和

-φ = 0.64 时 的 静 压 恢 复 系 数 分 别 提 升 约 4.7% 和

3.8%，从而使得排气扩压器的适应变工况的性能增

强，而对截面型线为 a（d/C = 0.12）和 b（d/C = 0.175）
的两种支撑板而言，结构Ⅱ排气扩压器的静压恢复

能力在
-φ = 0.64和-φ = 1.00时略微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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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一维模型的跨声速轴流压气机特性预测研究 *

王何建，刘 波，张博涛

（西北工业大学 动力与能源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2）

摘 要：为发展一套对于现如今多级跨声速轴流压气机特性预测较为精准、快捷的计算程序，选取

了合适的压气机参考攻角模型，建立了适用于双圆弧大弯角叶型的设计点/非设计点落后角模型。采用

某套大弯角平面叶栅在多个工况下的实验数据对新建立的落后角模型进行校验，并将攻角、落后角模型

嵌入到HARIKA算法中，实现对HARIKA算法原模型的替换，用新建立的HARIKA算法和三维数值计算

软件NUMECA对某型两级跨声速轴流压气机在设计/非设计转速下进行特性计算。结果表明：本文建立

的落后角模型对于叶栅出口气流落后角预测值与实验值较好地吻合，平均误差为0.42°，预测误差较小。

新的HARIKA算法对于压气机特性的预测结果相比于三维数值计算结果更贴近于实验值，其中压比最大

预测误差 2.54%，效率最大预测误差 3.68%，总体预测误差较小，证明本文建立的非设计点落后角模型

具有一定的准确性与适用性，改进后的HARIKA算法在多级跨声速轴流压气机特性预测方面具有一定的

工程实用性。

关键词：落后角模型；跨声速轴流压气机；大弯角平面叶栅；特性计算；HARIKA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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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Prediction of Transonic Axial Compressor
Based on One-Dimensional Model

WANG He-jian，LIU Bo，ZHANG Bo-tao
（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710072，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develop a more accurate and fast program for characteristic calculation of present
multi-stage transonic axial-flow compressors，a suitable reference incidence angle model was selected，and a de⁃
sign/off-design point deviation angle model suitable for large-camber，double-arc blade profile was established.
Thereafter，the experimental data of a large camber plane cascade under multiple working conditions were used to
verify the newly established deviation angle model，and the incidence angle model and deviation angle model
were embedded in the HARIKA algorithm to realize the replacement of original model in the HARIKA algorithm.
In addition，the newly established HARIKA algorithm and the three-dimensional numerical calculation software
NUMECA were used to calcul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two-stage transonic axial compressor at design / off-de⁃
sign speeds. Finally，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values calculated by the deviation angle model established in this
paper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experimental values for the deviation angle of the airflow at cascade out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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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n average error of 0.42°，which is small. The characteristic prediction results of the new HARIKA algorithm
for the compressor are closer to the experimental values than the three-dimensional numerical calculation results.
The maximum prediction error of the pressure ratio is 2.54%，the maximum prediction error of the efficiency is
3.68%，and the overall prediction error is small. Based on these results，it can be seen clearly that the off-design
point deviation angle model established in this paper has certain accuracy and applicability，and the improved
HARIKA algorithm has certain engineering practicability in characteristic prediction of multi-stage transonic axi⁃
al-flow compressors.

Key words：Deviation angle model；Transonic axial compressor；Large camber plane cascade；Charac⁃
teristic calculation；HARIKA algorithm

1 引 言

压气机作为航空发动机的关键部件，向着大流

量、高负荷、高效率的方向不断发展，对目前压气机

性能预测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快速有效地预测

压气机的气动性能是目前压气机设计体系中不可或

缺的一环。以此为背景，基于级叠加方法的一维性

能预测方法 HARIKA算法被广大学者所运用。但是，

HARIKA算法中的落后角模型是基于 20世纪低速低

负荷压气机的大量实验数据拟合得出的，对于如今

的多级跨声速轴流压气机的特性计算结果误差较

大，这时可通过建立新的适用于多级跨声速轴流压

气机的落后角模型对 HARIKA算法中的原始模型进

行替代，提高其对于目前多级跨声速轴流压气机的

特性预测精度。

在攻角、落后角模型领域，许多学者都做了大量

的研究。攻角模型方面，Johnsen等［1］基于 NACA-65
系列叶栅的低速实验数据总结出了一套参考攻角经

验关系式，Lieblein［2］引入三维效应的修正，但只限于

较低马赫数，Cetin等［3-4］给出了与马赫数相关的三维

效应修正关系。落后角模型方面，Creveling等［5］将落

后角分为基准落后角与非基准落后角，Lieblein［2］提
出了一种计算参考状态下落后角的经验模型，Cater［6］
提出了可以应用于双圆弧与多圆弧叶型的落后角模

型。Cetin等［3-4］将三维效应引入设计点落后角公式，

Howell等［7］对 Lieblein［2］模型进行改进，使之能适用于

进口导叶和抛物线叶型，Hearsey［8］考虑流道面积收

缩、三维效应和马赫数的影响提出了非设计点落后

角模型，由设计点落后角模型与四个分量：Horlock［9］
的轴向密流比、压气机中流线在展向不同位置时的

修正、Jansen等［10］的马赫数修正及攻角变化修正组

成。王掩刚等［11］建立了一种用于多级轴流压气机设

计、非设计损失和落后角模型组合，刘波等［12］在 Cater
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参考落后角模型，使之能适用于

更宽的弯角及稠度范围，巫骁雄等［13］改进 Cater落后

角模型，使得在弯度过大或过小的叶型计算中落后

角误差减小到 1°以内。

对于 HARIKA算法，黄杰［14］研究了 HARIKA 算

法的构成及计算方法，楚武利等［15］将最大静压升系

数法应用于 HARIKA算法，较好地预测了压气机最

先失速级，陈江等［16］利用 HARIKA算法对某五级轴

流压气机进行了计算，验证了 HARIKA算法的可行

性，史磊等［17］将遗传算法应用到 HARIKA 算法中对

某十级压气机进行性能预测，结果发现优化使效率

特性及裕度等均有所提升。斯夏依等［18］将 HARIKA
算法的效率模型及不稳定工作边界预测方法进行修

正，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尽管前人在落后角模型方面做了很多改进与修

正，使之能适用于更多的压气机工况及叶型，但大多

是在 lieblein［2］模型及 Cater［6］模型的基础上进行非设

计状态修正。 lieblein［2］模型对于较小弯角叶型落后

角预测精度较高，但是对于弯角 45°以上的较大弯角

叶型的落后角预测误差较大，因此利用新的实验数

据对模型进行修正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前人在对

HARIKA算法的优化过程中也并未研究落后角模型

的替换对 HARIKA算法计算精度的影响。在此研究

背景下，本文旨在建立一种适用于双圆弧大弯角叶

型的设计点/非设计点落后角模型，并通过在 HARI⁃
KA算法中进行落后角模型的替换，发展一套适用于

现如今多级跨声速轴流压气机的一维特性计算程序。

2 方 法

2.1 实验系统与测量方法

本次叶栅吹风实验在西北工业大学翼型 /叶栅

空气动力学实验室的连续式高亚音速叶栅风洞上

进行，实验装置简图及部分实验装置实物图分别

如图 1，图 2所示。

实验过程中，三台罗茨鼓风机给风洞供气，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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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稳压段流速达到均匀，并在收敛段均匀加速达

到较高马赫数。叶栅进口马赫数通过调节气源节流

阀开度进行调节，由于此实验台是水平进气，故通过

调节叶栅安装角度以改变进口攻角。罗茨真空泵用

于叶栅端壁的附面层抽吸，通过调节放气蝶阀阀门

开度以调节端壁附面层的抽吸量，从而改变轴向密

流比 AVDR值；放气蝶阀阀门开度越大，端壁附面层

抽吸量越大，AVDR值越小。

实验中需测得的气动参数包括：大气温度、大气

压力、进口总温、进口总压、栅前壁面静压、栅后总压、

栅后静压、出气角和栅后壁面静压。其中，大气温度

由WR型铂电阻大气温度机测得，大气压力由 BQY型

气压计测得。气流总温、总压在稳压段主流区分别由

总温测针和总压测针测得，栅前/后壁面静压则在试验

段叶栅前/后壁面分别由六个壁面静压孔测值取平均

所得，测得叶栅进口总压、静压即可计算出进口马赫

数，叶栅出口气流参数由五孔探针测得，经计算可得

出口气流总压、静压、马赫数、出口气流角等参数。

改变叶栅进口马赫数、进口攻角以及不同端壁

附面层抽吸量（100%，40%，20%，8%）对多套大弯角

平面叶栅进行详细的吹风实验，由此可得到叶栅在

多个工况下的落后角实验数据。其中叶栅实验件叶

型弯角为 49°～60°，考虑到风洞马赫数限制以及大

弯角叶栅在大攻角来流下分离较为严重，可能产生

较大回流区，造成端壁附近落后角测量值准确度

不高，叶栅进口马赫数选为 0.4～ 0.8，进口攻角选

为-8°～6°，实验过程中AVDR变化为 0.9821～1.4629。
2.2 HARIKA算法

HARIKA算法基于级叠加方法，在转子与静子平

均半径处求解质量方程、动量方程、能量方程与理想

气体方程等。如图 3所示，计算站设置在各级转子进

出口截面，给定压气机进口总温、总压、第一级转子

进口绝对气流角、设计转速下第一级转子叶尖圆周

速度以及压气机几何参数，即可对压气机设计点/非
设计点的级性能在平均半径处进行求解，得出其平

均半径处的速度三角形，并用经验关系式求出该级

的总压比以及绝热效率，同样的方法可以求出级出

口截面的速度三角形。将计算出来的出口条件作为

下一级的入口条件，求解下一级性能，直到压气机出

口，即可得到整台压气机的总性能参数［14］。

HARIKA算法中并没有总压损失模型，而是通过

级加工量模型与效率模型求出级加工量 H z和级效率

η st，以第一级为例，通过式（1）~（3）即可得出级等熵

加工量 H ad 以及第一级出口总压 p*3、总温 T *
3
［16］，其中

p*1、T *
1 分别为第一级进口总压、总温，k为绝热指数，R

为气体常数。在级加工量的计算中，落后角的预测

值准确与否直接影响了级加工量的计算精度，从而

决定了级出口总温、总压的计算精度；可见，落后角

模型的适用性是影响 HARIKA算法对压气机特性计

算精度的主要因素，这也是本文对 HARIKA算法进行

优化与改进的切入点所在。

H ad = H z·η st （1）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experimental equipment

Fig. 2 Pictures of some entities in the experiment

Fig. 3 Schematic of meridional view of compressor

ge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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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3 = T *

1 + ( )k - 1 Hz

kR
（2）

p*3 = p*1·(1 + k - 1kRT *
1
H ad)

k
k - 1

（3）
2.3 参考攻角模型

攻角特性线上通常存在着一个最低损失点，即

参考状态所对应的参考攻角，又叫最小损失攻角即

选在这个点上，如图 4所示为某套叶栅的攻角特性曲

线（叶栅参数见表 1所示），可见图中所标注攻角即为

马赫数 0.8攻角特性曲线对应的参考攻角。且可以

发现，随着马赫数的增加叶栅损失总体增加，低损失

区逐渐变窄，在不同马赫数下，损失在正攻角范围急

剧增大，这是由于叶栅弯角较大，正攻角下叶背分离

损失严重。

原始 HARIKA算法中没有参考攻角模型，在使用

本文新建立的落后角模型替代 HARIKA算法中的原

始落后角模型时，由于新的落后角模型需要在参考

攻角模型的基础上进行计算，于是引进参考攻角模

型。本文采用了广泛使用的 Johnsen等［1］基于 NA⁃
CA-65-（A10）叶型实验数据得到的参考攻角模型，

见式（4）所示。

i* = k sh,i k ti ( i*0) 10 + nθ （4）
式中 k sh，i 为叶型修正因子，对于不同的叶型 k sh，i

取值不同，对 C系列叶型，k sh，i 取值为 1.1；对 NACA-
65系列叶型，k sh，i取值为 1；对双圆弧叶型，k sh，i取值为

0.7。k ti是当叶型的相对厚度不是 10%的时候的厚度

修正因子，是叶型最大相对厚度 tb的函数

k ti = -0.0214 + 19.17tb - 122.3t2b + 312.5t3b （5）
( i*0) 10 为 Johnsen等［1］基于 NACA-65系列 10%相

对厚度的零弯度叶型建立的经验关系式，是稠度 σ和

进口相对气流角 β1的函数

( i*0) 10 = (0.001477 + 0.08326σ ) β1 -
(0.000055 + 0.0001133σ ) β 21 （6）

nθ是叶型弯度不为 0时对参考攻角的修正，斜率

n是稠度 σ与进口气流角 β1的函数

n = ( - 0.063 - 0.2274σ) +
( -0.0035 + 0.0029σ ) β1 -
(0.0000379 + 0.0000111σ ) β 21

（7）

2.4 落后角模型

2.4.1 设计点落后角模型

本文设计点落后角模型采用广泛使用的 Lieble⁃
in［2］落后角模型作为设计状态落后角模型的公式框

架，对模型中各类式子的关系图像进行采点拟合（本

文仅给出 (δ*0) 10 的拟合图，见图 5），得到参数化的表

达公式，最后通过大量叶栅吹风实验数据对公式进

行修正，从而得到新的设计点落后角模型

δ* = k c [ k sh,δ k tδ (δ*0) 10 + mθ ] （8）
式中 k c 取值为 1.387，是基于实验数据得出的落

后角修正因子；k sh，δ为叶型修正因子，其取值与 k sh，i一

致；k tδ为不同叶型厚度对落后角的修正

k tδ = 6.25tb + 37.5t2b （9）
(δ*0) 10与稠度 σ和进口气流角 β1有关

(δ*0) 10 = (0.029 - 0.0258σ) β1 +
( -0.0005552 + 0.001055σ ) β 21 （10）

mθ代表叶型弯度变化对落后角的修正，斜率 m

是单位稠度 σ=1.0时斜率 m 1.0 的函数，可通过（11）~
（14）式求得

m = m 1.0
σb

（11）
m 1.0 = 0.249 + 0.074x - 0.132x2 + 0.316x3 （12）

x = β1
100 （13）

b = 0.9625 - 0.17x - 0.85x3 （14）

2.4.2 非设计点落后角模型

当来流攻角偏离参考攻角 i*时，落后角也会发生

改变，此时需要根据攻角的变化对落后角进行二维

Fig. 4 Incidence angle characteristic curve

Fig. 5 (δ *0 ) 10 fitting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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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本文采用 Creveling等［5］落后角修正模型公式作

为非设计状态落后角修正模型的公式框架，同样进

行系数的采点拟合，并通过大量平面叶栅吹风实验

数据对公式进行修正，从而得到新的非设计点落后

角二维修正模型

δi = ( δ - δ*ε* ) ε* （15）
ε* = θ + i* - δ* （16）

( δ - δ*ε* ) = 0.7751( i - i*ε* ) - 0.4061( )i - i*
ε*

2
,( )i - i*

ε*
≥ 0

（17）
( )δ - δ*
ε*

= 0.66576 ( )i - i*
ε*

-

0.4788 ( )i - i*
ε*

2
，( )i - i*

ε*
< 0

（18）

式中 δi为非设计状态进口攻角偏离设计攻角时

对落后角的修正，i* 代表参考攻角，ε* 代表参考气流

折转角。

早期压比较低的轴流压气机，其轮毂与机匣接

近于平行，可假定其子午流面为圆柱流面，而对于如

今的高负荷压气机，气流压比沿轴向变化很大，子午

流面沿轴向收缩，呈圆锥形。子午流面沿轴向的收

缩以及壁面附面层沿轴向的增长导致流管的收缩，

如图 6所示，而通过流管的气流质量流量是不变的，

即 ρ1 vm1 A1 = ρ2 vm2 A2，则使得 ρ2 vm2 /ρ1 vm1 大于 1，即 AV⁃
DR值大于 1。

经研究，轴向密流比 AVDR值大于 1时，有推迟

叶片吸力面气流附面层分离的积极影响，从而导致

叶片出口落后角减小［9，19］。因此，本文也在大量叶栅

吹风实验数据的基础上，将 AVDR值对落后角的影响

机理进行了研究。图 7为某套大弯角平面叶栅（叶栅

参数见表 1）在进口马赫数为 0.7时，出口气流落后角

值随攻角、AVDR值变化的关系图，可见随攻角增大，

落后角总体增大，且在较大正攻角范围，落后角的增

大趋势明显，这是由于在负攻角和较小正攻角工况

下，叶片吸力面附面层分离程度较小，落后角随攻角

增大而增大的趋势较小，而在较大正攻角来流工况

下，叶片吸力面附面层分离程度增加，落后角随攻角

增大而增大的趋势变大。而在不同来流攻角及马赫

数下，落后角总体值随 AVDR值的升高而减小，且减

小趋势明显，证明 AVDR值对落后角的影响较大。

如图 8所示，当 AVDR值大于 1时，若落后角模型

不考虑 AVDR值的影响，会导致预测落后角 δcal偏大

于实际落后角 δact，因此在落后角的计算中不能忽视

AVDR值的影响。本文在大量叶栅吹风实验的基础

上，采用多套大弯角平面叶栅吹风实验数据对 AVDR
进行拟合，拟合图见图 9所示，得到 AVDR值对落后

角模型的三维修正公式（19）（公式及图 8中 A vdr即表

示 AVDR值）。联立本文建立的设计点落后角模型、

二维攻角修正模型、三维 AVDR修正模型，即得到本

文最终建立的非设计点落后角模型，其模型公式见

式（20）所示。

δva = 16.142 - 16.142A vdr （19）
δ = δ* + δi + δva （20）

2.5 落后角模型的准确性校验

用于校验的实验对象为一套大弯角平面叶栅，

其叶型参数如表 1所示。

Fig. 6 Diagram of stream tube convergence

Fig. 7 Variation diagram of deviation angle with AVDR

value

Fig. 8 Diagram of deviation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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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口攻角-8°～6°，进口马赫数 0.4～0.8，真空

泵放气蝶阀阀门开度 100%，40%，20%，8%等不同工

况下对叶栅进行详细的吹风实验，得到叶栅在不同

工况下的落后角实验数据。采用本文建立的非设计

点落后角模型以及由 Lieblein［2］落后角公式、Creveling
等［5］二维修正公式、Horlock［9］AVDR三维修正公式组

成的非设计点落后角模型分别对此叶栅进行落后角

预测，并与实验值对比。

2.6 落后角模型的适用性校验

本文落后角模型适用性校验的研究对象为一台

两级跨声速轴流压气机，该压气机几何数据与实验

结果取自 NASA技术报告 CR-120859［20］。该型两级

轴流压气机第一级转子叶片数量为 28，叶片展弦比

为 2.48，第二级转子叶片数量为 60，叶片展弦比为

2.69；主要设计参数如表 2所示。

将 本 文 建 立 的 非 设 计 点 落 后 角 模 型 嵌 入 到

HARIKA算法中，实现对 HARIKA算法原始落后角模

型的替代，由于该型压气机实验数据较少，故仅选取

实验数据点较多的三个等换算转速（100%，85%，

70%）用基于修正落后角模型的 HARIKA算法、原始

HARIKA算法对该型两级轴流压气机进行特性计算，

两者的计算除落后角模型不同外，输入参数及其余

模 型 均 保 持 一 致 ，压 气 机 进 口 条 件 选 取 总 压 为

101325Pa，总温为 288.15K。将两者的特性计算结果

分别与实验值进行对比，再用三维数值计算结果对

新模型的计算结果进行校验。其中，三维数值计算

结果由 NUMECA fine/turbo软件包计算求解得到，采

用 O4H结构计算网格，包含 140万网格节点，如图 10
所示。近壁面网格尺寸为 10-5m量级，以充分捕捉附

面层内的流动特征，采用中心差分格式的离散方法，

选取 Spalart-Allamars湍流模型。

3 结果与讨论

3.1 模型的准确性校验结果

为凸显 AVDR值对于落后角计算值准确性的影

响，本文选取叶栅在 AVDR值较大即真空泵放弃蝶阀

阀门开度为 8%时的实验数据对落后角模型进行校

验。图 11为本文建立的落后角模型以及未修正的落

后角模型对该套大弯角平面叶栅的落后角计算值在

不同来流马赫数下与实验值的对比图，可以发现本

文建立的落后角模型的计算值在来流攻角-8°，-6°工
况时较低于实验值，在其余攻角范围与实验值较好地

Fig. 9 AVDR fitting map

Table 1 Cascade design parameters

Parameter
Height/mm

Chord length b/mm
The relative thickness

Consistency σ
Blade inlet angle/（°）
Blade outlet angle/（°）
Camber angle/（°）
Stagger angle/（°）

Value
100
65
0.066
1.73
47.08
1.98
49.06
21.27

Table 2 Main design parameters of two-stage axial

compressor

Parameter
Stage number

Design pressure ratio
Design efficiency/%

Average stage pressure ratio
Design rotation speed/（r/min）

Mass flow/（kg/s）
Design tip velocity/（m/s）

Value
2
2.8
83.9
1.673
10720
83.5
441.96

Fig. 10 CFD computation global/partial gr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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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合，平均预测误差为 0.42°，误差较小；而未做修正的

落后角模型在不同马赫数、攻角下对该套叶栅的计算

值整体低于实验值，平均预测误差 2.69°，误差偏大。

观察图中落后角计算值与实验值的变化规律可

以看出，不同马赫数下落后角计算值与实验值的变

化规律基本一致，随着马赫数的变化，落后角的预测

精度并未发生明显的改变，证明攻角变化相比于马

赫数变化对于落后角模型的预测精度影响更大。

总的来说，本文建立的非设计点落后角模型对

于该套大弯角平面叶栅的落后角计算值与实验值在

较大的负攻角来流工况下，落后角计算值较实验值

偏低，其余攻角范围落后角计算值与实验值偏差不

大，证明此落后角模型具有一定的准确性。而由 Li⁃
eblein［2］落后角公式、Creveling等［5］二维修正公式、

Fig. 11 Cascade deviation angle verific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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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lock［9］AVDR三维修正公式组成的非设计点落后

角模型对于大弯角叶型的落后角预测值整体低于实

验值，说明对原模型采用新的实验数据进行修正能

提高模型的预测精度。

3.2 模型的适用性校验结果

原始 HARIKA算法对两级轴流压气机的特性计

算结果与实验值对比图见图 12所示，可见在设计转

速 nd 下其效率计算值与实验值较好地吻合，其余转

速下其压比、效率计算结果在特性线工作段与近失

速段均低于实验值，误差较大。图 13所示是三维数

值 计 算 结 果 中 该 型 两 级 轴 流 压 气 机 在 设 计 转 速

84.36kg/s流量点 10%，50%叶高处的相对马赫数云

图，第一级动叶进口相对马赫数在 10%叶高处小于

1，在 50%叶高处大于 1，反映出该型两级轴流压气机

中的跨声速流动特性。

基于本文建立的落后角模型的 HARIKA算法的

特性计算结果与三维数值计算结果及实验值的特性

对比见图 14所示，从中可以看出：本文建立的落后角

模型的特性计算结果在三个等换算转速下与实验值

均很好地吻合，其中压比最大预测误差 2.54%，效率最

大预测误差 3.68%，总体预测误差较小。而三维数值

计算结果在特性线工作段与近失速段与实验值较好

地吻合，特性线堵塞段对应流量偏大于实验值。

Fig. 12 Characteristic calculation results by

original HARIKA algorithm

Fig. 13 Relative Mach number contour

Fig. 14 Characteristic calculation results by

modified model and C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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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来，对原始 HARIKA算法中的落后角模型

采用本文建立的适用于双圆弧大弯角叶型的落后角模

型进行替换，提高了 HARIKA算法对多级跨声速轴流

压气机的特性计算精度，证明本文建立的非设计点落

后角模型在多级跨声速轴流压气机的特性预测中具有

一定的适用性。且新的HARIKA算法特性计算结果较

优于三维数值计算结果，验证了改进后的 HARIKA算

法对多级跨声速轴流压气机特性预测的准确性。

4 结 论

经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AVDR 值的增大会导致落后角的减小，且

AVDR对于落后角的影响十分显著，在落后角计算

中，AVDR的影响不能忽略。

（2）未修正前的落后角模型对于大弯角平面叶

栅的落后角预测值整体偏小，误差较大。本文基于实

验数据修正建立的落后角模型对叶栅在不同来流工

况下的落后角预测值与实验值较好地吻合，平均预测

误差较小，为 0.42°，验证了此落后角模型的准确性。

（3）改进后的HARIKA算法对两级跨声速轴流压

气机的特性预测结果与实验值较好地贴合，其中压比最

大预测误差 2.54%，效率最大预测误差 3.68%，总体预

测误差较小，相比于原始 HARIKA算法的特性计算结

果，精度有了很大提高，验证了本文建立的非设计点落

后角模型在跨声速轴流压气机特性预测方面的适用性。

（4）改进后的 HARIKA算法的特性计算结果相比

于三维数值计算结果较优，且其计算速度更快，可在

早期设计阶段为多级跨声速轴流压气机特性分析提

供具有参考价值的预测结果。

致 谢：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先

进航空发动机协同创新中心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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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搭接网格对周向槽处理机匣
模拟结果影响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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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辽宁 沈阳 110015）

摘 要：为深入研究不同类型搭接网格对周向槽处理机匣数值模拟结果的影响，以单级跨声速压气

机及其转子叶顶的周向槽处理机匣为研究对象，划分了多种计算网格并采用不同类型搭接网格关联周向

槽与压气机主流道。三维定常数值模拟和分析表明，传统完全非匹配搭接网格在计算上会导致流场数据

通过搭接网格传递时明显失真，使转子尖部复杂流动呈现显著间断特征，给压气机内流和性能模拟结果

带来较大不确定性；增强搭接网格匹配度，有利于提高流场数据传递精度，弱化转子尖部复杂流动的不

连续性，降低模拟结果的不确定性；采用完全匹配类型搭接网格，可在计算上完全避免搭界网格上的流

场数据传递失真，从而使压气机内流及性能模拟结果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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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Patched-Grid on Simulated
Results Related to Circumferential Grooves

CUI Ying-jun，PAN Ruo-chi，MENG De-jun，LI Cong，LIANG Yu-yuan
（AECC Shenyang Engine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deeply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patched-grid types on simulated results re⁃
lated to circumferential grooves，a single-stage transonic compressor with a circumferential groove above its ro⁃
tor was taken as a research target and multiple computational meshes were accomplished，some of which em⁃
ploying different types of patched-grid connecting the circumferential groove and main channel. Detailed 3D
steady-state simulations and analyses show that the traditional full non-matching patched-grid make flow-data
transmitting obviously fuzzy through the patched-grid and the complex flow near rotor tip observably discontinu⁃
ous，thus bringing great uncertainty to the simulated results of compressor flow and performance. Increasing
matching-level of patched-grid can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flow-data transmission and weaken the tip flow dis⁃
continuity，therefore reducing uncertainty of simulated results. Applying full matching patched-grid can com⁃
pletely avoid the fuzzy flow-data transmission in patched-grid，consequently the simulated results become more
credible.

Key words：Compressor；Circumferential groove；Patched-grid； 3D steady-state simulation；Uncer⁃
tai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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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作为航空发动机压气机扩稳主要措施之一，处

理机匣凭借其结构简单、效果显著的优势［1］，刚一问

世即受到国内外有关学者和工程人员的关注，随后

从理论、计算和试验上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并取得

丰硕成果，推动处理机匣技术进步的同时也成功且

广泛地将其应用于工程实践。例如，欧洲最新的大

型涡桨运输机 A400，其发动机 TP400-D6的中压压气

机进口级就采用了某种类型的处理机匣，不仅显著

提升了喘振裕度，而且还因此取消了原有的可调静

子，进一步减轻了发动机重量［2］。

针对处理机匣开展三维数值模拟工作时，对于

周向槽式处理机匣，转子与周向槽相对位置的改变，

不会对二者之间的流动交互作用带来任何影响，所

以三维定常数值模拟结果足够可靠地反映其对压气

机性能的影响；另外，由于周向槽道为绕压气机转轴

的完整回转体形式，因此可将槽道计算域置于转子

旋转坐标系下进行统一的流动求解。此时，尽管不

像轴向槽式处理机匣那样必须在处理槽与主流道之

间额外引入转静交界面以实现转、静两种坐标系下

的流场信息交换［3］，但仍然需要在周向槽与主流道计

算域网格交界面上应用某种间接数据传递模型，因

为目前尚未有针对处理机匣的高效网格划分工具问

世，以至于通常总是先分别划分主流道和处理机匣

计算域网格，后将两部分网格装配成一个整体，且装

配界面两侧的网格以“节点非一一对应”的方式接

触，或者网格块相互浸入［4］，或者网格面相互搭接［5-7］

（以下简称网格搭接）。

从近十余年国内外公开发表的大量文献来看，

网格搭接是关联周向槽与主流道计算域的最普遍方

法。进一步观察发现，几乎所有文献中的计算网格

都存在两个共同的特征：（1）相互搭接的网格面的几

何边界不重合；（2）在部分搭接区域内（周向槽前后

端壁面附近、转子叶顶上方）两侧网格尺度相差悬

殊。例如，张皓光等［8］、邓敬亮等［9］和段真真等［10］开

展周向槽处理机匣扩稳能力计算研究时，都采用了

完全非匹配搭接网格关联周向槽和主流道计算域网

格；Heinichen等［11］和 Hembera等［12］在模拟研究周向

槽处理机匣扩稳机制时，也同样在周向槽与主流道

网格之间引入了完全非匹配搭界网格。从保证压气

机内流模拟结果准确性的角度考虑，对于远离叶片

和机匣端壁且流动状态良好的主流区域，应用“网格

搭接”这一基于通量守恒的、最初由外流计算发展而

来的近似数据传递模型，理论上不会给最终模拟结

果带来明显偏差；但是，对于流动极其复杂的转子叶

顶端壁区域，随意在此运用“网格搭接”方法也同样

可以准确地获得流动（即周向槽与压气机主流道之

间的交互流动）模拟结果的惯常思维和处理方法，值

得商榷和进一步研究。

本文以单级跨声速压气机及其转子叶顶的周向

槽处理机匣作为研究对象，开展不同网格搭接条件

下的处理机匣三维定常模拟工作，通过比较和分析

计算结果，以期获得关于网格搭接技术适用性和使

用条件的有益结论，为未来数值模拟工作提供参考

和借鉴。

2 研究对象与数值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的单级跨声速压气机为某型燃气轮机

多级压气机的进口级，包含进口可变弯度导向器。

为了大幅拓宽低转速（65%）进口级稳定工作范围，在

转子顶端尝试设计了单周向槽式处理机匣，槽道空

间为绕压气机转轴的完整回转体形式，轴向（Z）上

前、后端壁面与转轴垂直，径向（R）上外壁面由原始

光壁机匣面外移 3mm得到，约为叶高的 1.15%，其它

几何参数见图 1。

2.2 网格划分

为详细研究周向槽与主流道间搭接网格类型对

数值模拟结果的影响，共划分 11种压气机计算网格，

含 2种光壁机匣状态（以 SC标识）和 9种处理机匣状

态（以 CG标识）网格，进口导向器（VIGV）和静子（S1）
通道网格完全相同，均为 HOH拓扑结构，总的节点数

分别为 58.3万和 55.2万；周向槽使用 H型拓扑及 3种
密度的网格，而与之相配合的转子（R1）通道则采用

了 HOH和 H两种类型拓扑及 3种密度的网格（鉴于

2074989与 1948411相近，因此认为密度相同），目的

是在周向槽与主流道间构建不同类型和密度的搭接

Fig. 1 Meridian view of circumferential groove

1266



不同类型搭接网格对周向槽处理机匣模拟结果影响研究第 42 卷 第 6 期

网格（以 PT、数字及字母标识）。不同计算网格对比

如表 1和图 2所示。转子两种拓扑网格质量良好且

相近，主要指标参数正交性（Orthogonality）、偏差角

（Angular deviation）、长宽比（Aspect ratio）和延展比

（Expansion ratio）等见表 2。近壁面网格单元厚度按

y+<5进行选取。转子叶尖网格对比见图 3，径向高度

0.3mm，节点数均为 21。
表 1中，PT4为广泛使用的传统网格搭接类型，两

侧几何边界完全不重合，两簇网格线都交错且夹角

变化无章，网格节也点不一一对应，而 PT1，PT2和

PT3则与其显著不同：PT1两侧几何边界完全重合，两

簇网格线分别重合且网格节点一一对应；PT2两侧几

何边界完全重合，两簇网格线分别平行但网格节点

不一一对应；PT3两侧几何边界不完全重合，一簇网

格线基本保持平行，另一簇网格线呈一定夹角，网格

节点不是一一对应。从搭接区域两侧的网格匹配程

度来看，PT1匹配度最高（理想的完全匹配），PT2，PT3

依次略有减弱，PT4远弱于前三者；从数值计算数据

传递精度层面分析传统搭接网格类型 PT4会发现，由

于其两侧几何边界完全不重合且网格线走势混乱无

Fig. 2 Computational meshes of compressor with and without casing treatment

Table 1 Compressor computational meshes of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Mesh lable
SC_R1-H

CG_R1-H_PT1
CG_R1-H_PT2
CG_R1-H_PT3
SC_R1-HOH

CG_R1-HOH_PT4
SC_R1-HOH_A

CG_R1-HOH_PT4A1
CG_R1-HOH_PT4A2
SC_R1-HOH_B

CG_R1-HOH_PT4B

Rotor mesh
topology/Nodes
H/2074989
H/2074989
H/2074989
H/2074989
HOH/1948411
HOH/1948411
HOH/2498911
HOH/2498911
HOH/2498911
HOH/3216895
HOH/3216895

Groove mesh
topology/Nodes

H/191697
H/191697
H/191697

H/191697

H/191697
H/725109

H/725109

1267



推 进 技 术 2021 年

章，网格密度明显改变极有可能使流动计算结果也

发生显著变化。因此，PT4除基本网格配置外，还额

外增加了三种更大密度网格搭接类型 PT4A1，PT4A2
和 PT4B，用于计算对比。

2.3 搭接网格数据传递基本原理

为充分发挥结构化网格在 CFD方面的优势，同

时实现对结构化网格单元数目的有效控制，国外研

究人员最早提出并发展了搭接网格技术［13］。对于流

动复杂或流场参数梯度较大的区域，划分精细的高

分辨率网格，以便准确捕捉流动细节，其他区域划分

相对较粗的网格即可，粗、细网格块之间采用“搭接

网格”的方式予以关联，实现两侧节点不一一对应的

网格（块）间信息交换。

以下结合图 4对搭接网格数据传递基本原理予

以扼要说明。网格块 Block1的单元中心以 j和 k标

识，Block2的单元中心以 m和 n标识。在搭接面上应

用虚网格技术时，单元（j，k）将会被创建一个对应的

虚（Dummy）单元（j，k+1），对于 Jamesom中心差分有

限体积法，（j，k+1/2）单元面上的通量可表示为

F
j,k + 12

= h j,k + h j,k + 1
2 A

j,k + 12

= h j,k + hm + 1,n
2 Aj,k,m + 1,n + h j,k + hm,n

2 Aj,k,m,n

（1）

式中，h为守恒变量，脚标用于标识网格单元，

Aj，k，m，n表示单元（j，k）与（m，n）在搭接面上重合区面积

大小。根据 Benkenida等［14］的研究成果，通量守恒与

基于面积加权的鬼（ghost）单元状态矢量插值等价，

因此虚（Dummy）单元（j，k+1）内的守恒变量 h一般形

式可表示为

h j,k + 1 =∑
l = 1

N

h( )m,n l

A j,k, (m,n ) l
A
j,k + 12

（2）

式中 N为 Block2中与单元（j，k）存在重叠区的单

元数目。

这一处理技术结合中心差分有限体积法或者其

他对流格式，理论上可保证搭接面通量全局守恒，在

工业界主流商业软件中获得广泛应用。在上述各搭

接网格类型中，PT1为理想搭接网格，搭接面两侧数

据直接传递；PT2，PT3和 PT4都属于一般形式的搭接

网格，搭接面数据传递遵从上述基本原理，但 PT2和
PT3又比 PT4更特殊，不含混合搭接单元（单元面部

分有流体穿过，其余部分为壁面）。

2.4 求解控制

数值计算为单通道定常类型，采用主流的商业

旋转机械流动模拟软件实施。流动求解基于三维雷

诺时均 Navier-Stokes方程，空间离散采用了 Jameson
有限体积中心差分格式，时间推进方式为显式四阶

Runge-Kutta方法，湍流模型选用 Spalart-Allmaras。
为加快计算收敛速度，还应用了多重网格、当地时间

步长和隐式残差光顺等措施。

壁面给定绝热无滑移条件，叶排通道两侧指定

为 周 期 性 边 界 ，进 口 给 定 总 温 288.15K，总 压

101325Pa和轴向来流，出口给定平均静压。等转速

特性的前段通过逐步提高出口静压进行计算。考虑

到压气机低转速逼喘试验中，往往可观察到“流量减

小但压比基本不变”的现象，所以当计算越过最高效

率点后，出口边界条件由给定静压改为给定流量，通

过不断减小流量继续逼近喘点。

3 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3.1 光壁机匣总特性

图 5所示为两种不同转子通道网格条件下，光壁

机匣状态的压气机在 65%转速时的总特性（尽管流

量最小点计算均未发散，但已无必要续算）。从中可

以看到，从近堵点至最高效率点，虽然 H型拓扑的转

子通道网格使计算压比和效率略低，但两种特性线

形态基本相同。

Table 2 Comparison of main characterization parameters

of mesh quality

Item
R1-H
R1-HOH

Orthogonality
16.3
20.8

Angular
deviation
13.9
28.5

Aspect
ratio
7600
7000

Expansion
ratio
4.83
2.86 Fig. 4 Schematic diagram of patched-grid

Fig. 3 Rotor gap meshes of different top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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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流量 60kg/s的状态点为例，进一步分析压气机

内流情况会发现，无论转子出口周向平均总压径向

分布，还是转子间隙内的相对马赫数分布，两种不

同转子拓扑结构对应的计算结果仍然基本相同，如

图 6~8所示。

考虑到压气机总特性和转子通道内流模拟结果

基本相同，以及进口导向器和静子通道网格共用的

事 实 ，不 难 发 现 ，通 过 这 两 种 网 格 SC_R1-H 和

SC_R1-HOH获得的完整单级压气机内流计算结果

也必然基本一致（即网格等效）。因此，可任选一种

网格对应的光壁机匣状态压气机内流和性能计算结

果，作为后续评判处理机匣对压气机内流和性能影

响的比较基准，不妨选择转子通道网格为全 H型拓扑

的情况。

3.2 处理机匣总特性

图 9给出了周向槽处理机匣状态下，单级压气机

在 65%转速时的总特性。可以看到，采用 PT1，PT2
和 PT3类型搭接网格关联周向槽与主流道后，从近堵

点到峰值压比点之前的较大范围内，处理机匣几乎

未使压气机特性发生变化，仅在越过峰值压比点向

喘点逼近时才开始给压气机性能带来轻微影响，其

中 PT1和 PT2使处理机匣状态压气机的压比及效率

略低于光壁机匣状态且后者影响更小，PT3则先使压

比和效率略微降低而后略微升高。然而，当选择 PT4
类型搭接网格关联周向槽与主流道时，处理机匣使

压气机计算压比和效率在全部等转速范围内都增大

了，且压比和效率增长幅度随流量减小而逐渐加大，

并在峰值压比点附近达到最大，而后增幅开始缓慢

下降；如以流量为 63kg/s的状态点作为工作点，并基

Fig. 5 Comparison of total compressor performances

Fig. 8 Comparison of static pressure distributions at 0%

and 50% rotor gap

Fig. 7 Comparison of relative Mach number distributions

at 0% and 50% rotor gap

Fig. 6 Comparison of radial total pressure distribuions at

outlet of rotor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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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各自的峰值压比点计算喘振裕度下标 g表示工作

点；p表示峰值点；π为压比；m为流量）。

S = ( π p·m g
π p·m s

- 1) × 100% （3）
此时，处理机匣可提高喘振裕度 5%，扩稳明显并

且效率也有所提高，峰值效率提升高达 5%。显然，

PT4在计算上使处理机匣对压气机性能影的响趋势

与其他三者明显不同。

图 10给出了搭接面两侧网格密度增加前后，各

网格方案对应的单级压气机同一转速下的总特性。

可以发现，随着转子通道及周向槽网格密度增加，光

壁机匣状态压气机压比和效率有所增大，与此同时，

处理机匣状态压气机压比和效率有所降低，最终仍

然表现为“处理机匣明显改善压气机性能”；如还以

流量为 63kg/s状态点为工作点，并基于各自峰值压比

点计算喘振裕度，此时周向槽处理机匣仍可使稳定

裕度提升 0.8%，峰值效率增大 2%～3%，而后继续增

加搭接面两侧网格密度，压气机总特性不再随之

变化。

综上，采用网格匹配度较高的搭接类型 PT1，PT2
和 PT3，周向槽处理机匣仅在峰值压比点至喘点范围

轻微降低压气机计算性能；如采用匹配度很弱的搭

接网格类型 PT4，无论搭接面两侧网格密度如何变

化，总在计算上表现为“周向槽处理机匣可明显改善

压气机性能”，换言之，增大搭接面两侧网格密度这

一“改善传统搭接网格类型 PT4传递数据精度的措

施”，计算上只能减弱而不能根本扭转周向槽对压气

机内流及性能影响趋势。

3.3 内部流场分析

同一压气机与周向槽处理机匣组合，在计算上，

不同类型搭接网格使压气机性能相比光壁机匣状态

发生不同方向的改变，必然是由于主流道内流动变

化模拟结果显著差异造成的，以下将以峰值压比点

为例展开分析。

图 11给出了峰值压比点转子进、出口流动参数

变化的对比情况。与光壁机匣状态相比，采用搭接

网格 PT4时，周向槽处理机匣可明显增大转子进口处

的相对马赫数和气流角（或攻角），进而使转子出口

总压在全叶高范围内不同程度增大，叶中区尤其显

著；当采用 PT1，PT2或 PT3时，周向槽处理机匣却仅

能使转子进、出口流动参数在局部发生轻微变化，其

中 PT2及 PT3对流动参数影响程度相当且略大于

PT1。
比较各搭接网格条件下转子叶顶 50%间隙位置

Fig. 9 Total compressor performances of different casing

and patched-grid types

Fig. 10 Total compressor performances of different casing

and patched-grid node den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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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赫数、静压及其等值线（图 12，13）可以发现，PT2和
PT3对应流场更贴近 PT1，而 PT4对应流场则明显有

别于其他三种搭接网格。这再次表明，搭接网格匹

配度的显著差异，在计算上将使同一周向槽处理机

匣给相同压气机内流模拟结果带来较大差异，揭示

了前述总特性不同的背后原因。

3.4 搭接面数据传递分析

作为周向槽与主流道流动交互“通道”，搭接网

格对两侧流场数据传递准确与否，在计算上直接决

定着处理机匣对压气机内流和性能真实影响能否如

实展现，因此有必要对不同搭接网格对流场参数传

递行为展开较为详细的研究，以探寻其影响压气机

内流和性能计算结果的深层次原因。

以流量 56.3kg/s状态点为例，图 14和图 15分别

对比了不同搭接网格两侧径向速度及网格。PT1两
侧径向速度分布一致，等值线完全重合，这是因为搭

接面两侧网格节点一一对应，无论近壁面区域还是

远壁面区域，两侧流场数据都直接传递而未引入额

外插值误差；PT2中间通道对应的搭接面区径向速

度分布与 PT1有所区别，但与转子叶尖相对搭接面

区域的前、中、后三个位置的径向速度分布大体上与

PT1相同，而该区域正是转子通道内流动最复杂的

区域之一，这表明保证搭接面两侧网格尽可能匹配，

即网格线相互平行且疏密相近有助于降低参数传递

误差；与 PT2相比，PT3两侧网格匹配程度有所降

低，一组网格线由平行状态变为呈一定夹角，因此叶

顶区前、中部径向速度等值线变得稀疏，后部等值线

形态也发生较大变化，叶盆侧近似 V型等值线退变

为 O型，叶背侧小范围出现搭接面两侧参数明显不

连续的非物理现象，整体分布仍与 PT2相似；至于

PT4，由于搭接网格匹配程度骤降，尽管叶顶搭接区

域中、后部径向速度分布一定程度继承了 PT3特征，

但整体分布上有较大差异，且搭接区边界外侧本应

Fig. 11 Radial distributions of different parameters at inlet

and outlet of rotor channel

Fig. 12 Distributions of relative Mach number and isolines

at 50% rotor gap

Fig. 13 Distributions of static pressure and isolines at 50%

rotor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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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向速度为零的壁面区域，实际速度却大于零，偏离

实际。

表 3对比了近堵点（NC）和近喘点（NS）径向速度

在不同类型搭接网格面上侧（Upside）和下侧（Down⁃
side）取值范围。可以看到，匹配程度最低的搭接网

格 PT4，总使得两侧径向速度远小于其余三种类型，

即周向槽与主流道之间流动交互作用总是偏弱；匹

配程度较高的 PT2 和 PT3，对应的径向速度则始终与

PT1相当，说明这三种搭接网格使周向槽与主流道之

间交互作用强度较为接近。

除径向速度外，还比较了过压气机转轴的相同

Fig. 15 Distributions of radial velocity and different

patched-grids

Fig. 14 Distributions and isolines of radial vel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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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上的周向（vT）和轴向（vZ）速度分布，如图 16，17
所示。容易看到，对于搭接类型 PT2和 PT3，无论整

体速度分布还是局部细节，都与采用完全匹配搭接

网格 PT1计算结果较为接近，而与搭接类型 PT4差

异显著。对于搭接面两侧网格匹配度很弱的 PT4
（完全非匹配），流动在搭接面上存在明显的间断特

征，且机匣壁面与周向槽前后壁面折转位置的“台

阶流动”也未能得到较好模拟，这就使得周向槽与

主流道之间流动交互作用不能如实地展开，使得周

向槽以一种“畸形”方式影响着转子叶尖流动。

图 18所示为不同类型搭接网格面两侧上行流量

差异和下行流量差异随总流量的变化特性。其中，

上行流量（Up flow）指离开主流道进入周向槽的流

量，下行流量（Down flow）指离开周向槽进入主流道

的流量，上行流量相对差异（Relative difference of up
flow，简记为 RD_UF）和下行流量相对差异（Relative

difference of down flow，简记为 RD_DF）均基于下侧搭

接面通过的流量计算。可以看到，随着计算状态从

堵点不断趋近喘点，PT1类型搭接网格对应的上、下

行流量各自相对差异均始终为 0，这既符合实际的稳

态流动规律，也严格满足数值上的通量守恒；对于

PT2和 PT3搭接类型，虽然各自对应的上、下行流量

差异总不为 0，但始终≤0.5%，基本满足流量平衡；反

观 PT4，尽管上、下行流量相对差异逐渐减小，但直到

近喘点也明显大于其他三种类型，明显不满足数值

上的通量守恒。从近堵点向近喘点趋近时，PT4对应

的上、下行流量相对差异之所以会减小，是由于主流

道与周向槽间交互作用明显加强，即流入或流出周

向槽的流量增大所致，这可从上表 3中的径向速度变

化看出。

Fig. 18 Relative differences of up-flow and down-flow

through patched-grid with total mass flow

Fig. 17 Distribution comparison of negative vT at the same

plane through rotation axes

Fig. 16 Distribution comparison of negative vZ at the same

plane through rotation axes

Table 3 Radial velocity ranges and differences

Type/Status
PT1/NS
PT2/NS
PT3/NS
PT4/NS
PT1/NC
PT2/NC
PT3/NC
PT4/NC

Upside vR/（m/s）
-152.1～156.9
-136.7～130.1
-139.9～126.5
-55.7 ～ 65.3
-99.5 ～166.9
-96.0 ～149.7
-99.2 ～139.2
-24.6 ～ 44.7

Downside vR/（m/s）
-152.1～156.9
-137.0～133.2
-140.4～130.4
-52.8 ～ 67.5
-99.5 ～156.9
-98.0 ～159.4
-100.4～143.5
-18.8 ～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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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采用 PT2，PT3和 PT4等非匹配类型搭接网格

开展周向槽处理机匣计算，以速度为代表的流场参

数在搭接面两侧不连续，以流量为代表的通量穿过

搭接面不守恒，究其原因，“搭接算法与搭接网格匹

配度不高”应是主要贡献因素。事实上，搭接网格技

术最初是基于纯平面的搭接网格面（见图 19左）发展

而来，在远离附面层且流动结构相对简单的外流计

算中表现良好；但是随后，研究人员在完善和拓展应

用搭接网格技术的过程中却发现，除了插值阶次外，

对于搭接面为非纯平面（如搭接面有曲率）的情况，

网格块之间的间隙（Gap）和重叠（Overlap）（见图 19
右）将 给 搭 接 面 上 数 据 传 递 准 确 度 带 来 不 利 影

响［15-17］，也因此“搭接面为平面”成为许多搭接网格应

用场合的常规限制之一。

如前所述，由于缺乏专业的处理机匣网格划分

工具，“先分别划分主流道和周向槽网格，后采用完

全非匹配搭接技术关联”被迫成为现行的普遍做法，

这不仅使搭接面两侧相对单元面尺度差异混乱无

序，而且搭接面的曲率特征还会在搭接处引入数目

众多、大小不一的间隙区和重叠区，这些因素势必额

外增大了搭接面参数传递误差。特别地，对于机匣

壁面与周向槽前、后端壁面折转角位置，PT4搭接面

网格除具有上述各种不利特征以外，相对单元面的

轴向尺度差异更是超过了一个数量级，主流道一侧

的轴向网格分布太过稀疏，这些就决定了其相比

PT2，PT3无法获得更接近 PT1的计算结果（无论是机

匣壁面与周向槽前、后端壁面折转角处的“台阶流

动”，还是搭接面中间的主流），并最终在数值上使同

一周向槽处理机匣在同一压气机上发挥明显有别的

影响（相对其他三种搭接网格），结果具有更大的不

可信度。

4 结 论

为研究不同类型搭接网格对周向槽处理机匣数

值模拟结果的影响，采用了 4种不同搭接网格并开展

了详细计算和分析，结果表明：

（1）采用完全非匹配类型搭接网格，不利于保证

周向槽处理机匣与主流道之间数据传递的连续性，

压气机性能计算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即使显

著增加搭接面两侧单元数目，也仅能一定程度降低

计算结果的不确定性。

（2）采用完全匹配类型搭接网格，自动保证周向

槽处理机匣与主流道之间流场数据直接传递，无需

过多的网格单元数目即可保证处理槽对压气机性能

影响的计算结果较为可信。

（3）周向槽处理机匣与主流道之间数据传递的

连续性，以及处理机匣对压气机性能影响计算结果

的可信度，随着搭接网格匹配度的减弱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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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降低大子午扩张涡轮端区二次流损失和流动损失，同时降低过渡段缩短对涡轮性能的

影响，对具有大子午扩张低压涡轮过渡段的紧凑过渡段设计进行气动分析，设计的紧凑型过渡段径向长

度减小了30%，分析涡轮带原始过渡段和缩短后的紧凑型过渡段的气动性能和流场状态。并对涡轮静叶

采用正交化设计，初步探索正交化设计对大子午扩张涡轮紧凑过渡段的流动性能的影响。研究发现，紧

凑型的过渡段增加了气动损失，但涡轮静叶采用正交化设计后，整体效率提高了1.32%；正交化设计也

能够改善叶片表面的压力分布，吸力面低压核心区从两个减少到一个；流道出口损失降低，涡轮整体气

动性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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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Orthogonal Design on Flow Performance of Compact
Transition Section of Large Meridional Expansion Turb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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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 Engineering，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Harbin 150001，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reduce secondary flow loss and flow loss in the end-wall of large meridional expan⁃
sion turbines，and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shortening transition section on turbine，aerodynamic analysis is car⁃
ried out on the design of the compact transition section with large meridional expansion of the low-pressure tur⁃
bine transition section，and the radial length of the compact transition section is reduced by 30%，and the aerody⁃
namic performance and flow field state of the original turbine transition section and the shortened compact transi⁃
tion section are analyzed. In addition，the orthogonal design is adopted for the static turbine blade，and the ef⁃
fects of the orthogonal design on the flow performance of the large-meridian expansion turbine compact transition
section are preliminarily explored.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ompact transition section increased aerodynamic
loss，but the overall efficiency increased by 1.32% after the turbine stator blade was designed with the orthogonal
design. The orthogonal design can also improve the pressure distribution on the blade surface. The low-pressure
core area on the suction surface is reduced from two to one. The exit loss of the flow passage is reduced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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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the turbine is improved.
Key words：Low-pressure turbine；Transition section；Blade；Flow performance；Aerodynamic per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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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燃气轮机的低压涡轮和动力涡轮中，为了得

到高的列载荷，涡轮叶片普遍采用大转角设计，导致

了高叶型损失。文献［1-2］通过实验和数值研究，得

到通过增大涡轮子午通道扩张角可以有效减小叶型

转折角的结论，这使得船舶燃气涡轮普遍具有大扩

张通道特性。大子午扩张流道会造成端壁处强烈的

二次流损失。此外，为了减小涡轮尺寸和重量，采用

紧凑型过渡段设计必然使涡轮端壁处分离增强，造

成更严重的流动损失。因此有必要提出一种能够有

效降低大子午扩张涡轮过渡段端区损失的方法。

为了减小燃机的整体尺寸和重量，紧凑型过渡

段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构。美国航空航天局希望航空

发动机能够达到极高的效率（超高效发动机计划希

望尽可能地缩短过渡段当做一种提高发动机性能的

方法）；欧盟国家联合发起了 AIDA研究计划，该计划

的目的是将涡轮和压气机的过渡段缩短 20%，径向偏

移增大 20％，将发动机质量减轻 1％~2％，使燃气轮

机的单位耗油量下降 1％，达到 CO2排放下降 2％的目

标［3］。除了涡轮过渡段的几何造型会影响它的气动

性能外，涡轮过渡段的进口来流的状况是影响涡轮

过渡段气动性能与过渡段内部流动的重要因素，因

此有必要对过渡段上游的叶型进行控制，从而提高

过渡段的整体气动性能。

对大子午扩张过渡段上游的低压涡轮二次流产

生的原因和二次流结构进行详细的了解有助于控制

措施的采取。文献［4］通过详细的数值模拟研究，得

出以端区损失在轴流式涡轮损失中约占 1/3的结论。

唐洪飞等［5-6］对大子午扩张涡轮静叶进行全三维数值

模拟和流动控制分析。通过对根部型线的细致研究

发现，优化后栅前流量沿径向的分布更加合理。原

始流道中存在顶部来流分离的情况，优化后顶部流

动分离的情况明显好转。

通过改型和优化现有的涡轮叶片，尽可能减少

端区二次流动的损失，能够通过控制端区流动的方

式来降低端区涡系对流动的影响［7-8］。许多数值和实

验研究都证明了前掠叶型的优势。国内的王仲奇院

士提出了“附面层迁移理论”，认为前掠使得叶栅两

端区高损失区域内的低能流体被“吸”入主流，从而

降低了涡轮叶栅内的能量损失［9］。Verelst等［10］进行

了几何参数对掠叶片的影响，得到掠叶片对动叶流

动有一定改善作用。

正交叶片最初在增压压气机上展开应用，但还

未有讨论正交化叶片对大子午扩张涡轮过渡段的流

动性能影响的研究。这种设计对于高速旋转的涡轮

的动叶，会增加叶片的离心并降低稳定性。所以，为

了保证涡轮的强度，本文对低压涡轮静叶进行正交

化设计，探究正交化设计对大子午扩张涡轮端区二

次流损失和过渡段缩短后的影响。

2 数值模型

本文对带过渡段的大子午扩张低压涡轮单级进

行数值模拟。静叶的流道子午特征是大扩张型，图 1
显示了子午通道，其中轮缘的子午线扩张比轮毂更

明显。轮缘平均扩张角为 22°，轮毂平均扩张角为

7°，所以在上端壁处会有更强烈的二次流动。过渡段

为子午大扩张型的，扩张角为 25°。

过渡段主要设计参数如表 1所示。计算域为单

叶片通道，周向应用周期性边界条件。本文中所有

计算模型都采用相同的边界条件。此外，在所有的

壁面上都设为无滑移边界条件。

2.1 网格划分及湍流模型选取

本文采用 NUMACA软件的 Autogrid 5模块划分

结构化网格，如图 2所示。其中，叶片通道采用 O4H
型网格拓扑结构，如图 3所示。根据选取湍流模型的

要求，对叶片表面边界层内网格进行加密，第一层网

格厚度为 1μm，除叶片前缘极小部分的区域外，叶片

表面的壁面 y+<1，满足湍流模型的计算要求。参考文

献［11］对类似叶片进行详细研究，表明在靠近壁面

的地方使用 20层网格可以满足边界层捕获的要求，

因此本文在近壁面处划分出 20层网格。

Fig. 1 Large meridional expansion turbine of transition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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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不同网格尺寸的原始叶片计算结果，

以此来检查网格无关性。叶片网格节点数，总压损

失系数和面积平均热流量见表 2。当网格从 Mesh 2
细化到 Mesh 3时，总压损失系数降低约 0.02％，质量

流量增加 0.019％。网格 Mesh 3到 Mesh 5时，总压损

失系数降低约 0.086％，质量流量减少 0.012％。因

此，在合理利用计算资源的情况下，研究中网格节

点总数为 532万。同样，其它算例的网格点总数为

500万~540万。

数值计算使用商业流体计算软件 ANSYS CFX
17.0，使用时间推进法求解三维定常雷诺平均 N-S方
程组。采用中心差分格式，添加人工粘性项，时间项

采用四阶 Runge-Kutta法迭代求解。传热系数的预

测受到近壁湍流模型的影响很大。研究表明，SST湍

流 模 型 显 示 了 其 捕 获 叶 轮 机 械 中 复 杂 流 动 的 能

力［12］，所以在稳态模拟中使用 SST湍流模型。Zucker⁃
man等［13］详细分析了 k-ε，k-ω，SST和 v2-f模型优缺

点，分析结果显示 SST模型结合了 k-ε和 k-ω的优势，

可以精确地捕捉边界层的精细流动。采用 γ-Reθ 转
捩模型进行计算，SST模型在预测端壁二次流引起的

叶片和端壁传热系数方面，相较于 v2-f和 k-ε模型表

现更为突出［14］。

对于定常计算，当动量方程、能量方程和湍流模

型残差<10-5数量级，进出口质量流量差相差<0.1%
时，可以认为计算收敛。此外，通过等熵效率判断迭

代是否收敛，当 10次迭代中等熵效率未超过 0.01%，

认为方案是收敛的。

2.2 气动实验验证

关于跨声速大子午扩张涡轮的研究，目前还没

有相关的公开实验研究。但是，公开文献中相似的

涡轮叶片的实验结果可以作为数值模拟验证的依

据，以确保数值计算预测的趋势和数值是准确的。

牛津大学 Qureshi等［15］进行实验并预测了 MT1涡轮

导叶的气动和传热性能，并将数值模拟与实验数据

进行比较，得到了合理的数值计算质量。其中 MT1
涡轮同为跨声速大转折角涡轮，因此，使用文献［15］
的数据进行实验验证。实验数据选择 90%展向叶片

等熵马赫数分布。本论文与 MT1涡轮是在相同的拓

扑结构、相同的网格设置、相同的湍流模型（SST）和

相似的边界条件下进行模拟。图 4显示了 90％展向

高度的等熵马赫数当前实验数据的比较，横坐标 z/c
表示叶片轴向弦长变化。数值模拟预测等熵马赫数

的分布匹配效果非常好。对于叶片压力侧，数值结

果与实验数据吻合良好。在中后吸力面部分，数值

预测与实验略有不同。这个验证表明，本研究的数

值模拟能够正确地预测跨声速叶片的气动性能。

2.3 紧凑型过渡段设置

本文是以涡轮原始过渡段为基础，提高低压涡

Fig. 2 Computational mesh domain of turbine

Table 2 Grid-independent verification based on total

pressure loss coefficient and mass flow rate of stator blades

Mesh 1
Mesh 2
Mesh 3
Mesh 4
Mesh 5

Number of
mesh nodes
3.09×106
4.26×106
5.32×106
6.16×106
7.34×106

Loss coefficient
cp

0.1217
0.1159
0.1157
0.1157
0.1156

Mass flow/
（kg/s）
73.177
74.392
74.406
74.422
74.415

Fig. 3 Blade-to-blade grid view of the turbine

Table 1 Boundary conditions of large meridional expansion

turbines

Parameters
Inlet total pressure/kPa
Inlet total temperature/K
Exit static pressure/kPa

cp/（kJ/（kg·K））
Adiabatic index
Speed/（r/min）

Angle of inlet and axial direction/（°）
Design mass flow rate/（kg/s）

Value
637.27
1225.2
333.38
1.004
1.4
7440
23.15
6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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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过渡段平均半径，减小轴向长度，从而达到紧凑过

渡段设计。但是要保证低压涡轮和动力涡轮的相对

位置不变。所以在设计超紧凑过渡段时要考虑如下

约束条件：（1）低压涡轮出口（涡轮超紧凑过渡段入

口）处机匣与轮毂半径不变且轴向位置不变。（2）动

力涡轮入口（涡轮超紧凑过渡段出口）处机匣与轮毂

半径不变。

为了抬高过渡段，将动力涡轮轴向平移 220mm，

过渡段缩短后如图 5所示。

缩短后的过渡段由于扩张角增加，流动分离进

一步增加，必然会造成过渡段严重的流动损失。下

面对原始流道与新流道进行通流计算，分析新流道

的性能。

3 计算结果与分析

3.1 紧凑型过渡段气动分析

图 6给出了原始流道和紧凑型流道中上端壁的

静压系数沿流向的变化。

静压系数定义为

Cps = p s - p sA10.5ρv2A1 （1）

式中 p s是当地静压强，p sA1代表过渡段入口截面

的平均静压强，ρ是当地流体密度，vA1 是截面 A1面积

平均速度。从图 5可以看出，A1截面位于 0.3倍轴向

位置。横轴为涡轮过渡段沿轴向的相对弦长，纵轴

表示静压系数。从图 6中可以看出，采用原型过渡段

时，轴向位置从入口到 30%相对弦长处，静压系数迅

速增加；从 30%到出口处，上端壁静压系数增长缓

慢。从而导致原型流道后半段扩压效果降低。当采

用紧凑型过渡段后，新流道中静压系数在入口到 20%
轴向弦长处静压系数大于原始流道此处的静压系

数，此后虽然静压系数小于原始流道，但是从增长趋

势来看，新流道内静压系数斜率更大，但增加更平

稳，有助于改善上端壁的流动状态。

为了解紧凑型过渡段对下一级动力涡轮的影

响，有必要研究紧凑型过渡段出口的参数变化。图 7
给出了过渡段抬高前后出口气流角沿径向分布。其

中，横轴为过渡段出气角，纵轴表示径向相对高度。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从轮毂到 20%径向高度处，紧凑

型过渡段出口气角有所减小；从 20%径向相对高度

到上端壁，可以发现，新流道的出口气流角变化波动

小，可以降低由气流掺混造成的损失，因此，抬高过

渡段有利于改善动力涡轮的进气条件，降低掺混损

失。同时在近上端壁处的气流角增加，有助于减小

下一级的叶顶间隙损失。进一步优化过渡段，具有

提高涡轮整体的气动性能的潜力。

为了研究紧凑型过渡段对流道出口损失的影

响。图 8给出了采用紧凑型过渡段前后出口的熵增

分布情况。左侧图表示原型过渡段流道出口的熵增

情况；右侧图表示紧凑型过渡段流道出口的熵增情

况。通过图 8可以看出，采用原型流道时，过渡段出

口中间有一个明显的熵增区，即通道涡。上下部分

熵增比较小，但是可以看出上端壁处存在一个明显

Fig. 4 Mach number at 90% span of stator

Fig. 5 Meridian face ratio of original and compact

Fig. 6 Static pressure coefficient of shroud along the flow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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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脱落涡；采用紧凑型过渡段，流道抬高后，出口上

端的熵增增加，脱落涡消失，中间 部分比较大的熵增

区面积减小，紧凑型过渡段流道出口的脱落涡集中

在下端壁处。从熵增情况来看，采用紧凑型过渡段

使整体出口损失增加，但是通道涡损失降低，通过优

化可以进一步降低由于流动分离造成的损失。

采用紧凑型过渡段后，总体性能参数对比见表

3。本文的涡轮效率用 1减去静叶、动叶和过渡段的

总压损失之和得出。由表 3可知采用紧凑型过渡段

后整体效率降低了 2.49%，缩短后的过渡段流量与原

始流道的流量基本相同；过渡段缩短后膨胀比下降

了 0.023；比功也降低了 8.15kJ/kg，做功能力稍有降

低；功率降低了 0.603MW。此外，采用紧凑型过渡段

后并没有达到理论上的预期结果，初步分析造成涡

轮性能下降的原因是过渡段缩短后，扩张角增加造

成过渡段内气体分离增大，导致气动性能下降。

3.2 紧凑型过渡段静叶端区正交化设置

本文以紧凑型过渡段涡轮静叶为基准，采用商

业软件 NUMECA中 AutoBlade软件包对原始叶型进

行积叠线重新设计，本研究中遵循的定理如图 9所
示。本文设计是在原型的基础上进行的，对原型叶

片模型进行参数化处理，并沿静叶前缘线进行积叠，

叶片的径向积叠规律采用 AutoBlade模块中的 Bezi⁃
er-Line-Bezier模式修改切向掠积叠线。图 9中纵坐

标表示叶高的无量纲变化，其中系数 e为 0.3，表示叶

型在叶高方向上 30%改变，设置 t为 0.5，t × e表示切

线相交位置，保证弯曲的弧线圆滑，有利于流动性能

改善。端区正交化通过调整 α 1角度实现，使 α 1 = 90°
分别进行原型、正交化叶型计算。图 10给出了原型

和正交化叶型的直观三维显示。

3.3 紧凑型过渡段正交化结果分析

首先讨论上端壁正交化对静叶上端部流场的影

响。图 11给出了静叶 95%叶高的静压分布。从图 11
中可以看出，正交化叶型端壁处的吸力面和压力面

的压力分布相较于原始叶型得到了很好的优化。在

原型叶片中，在距叶片不远处的吸力面上就形成了

一个比较大的分离涡和一个小的分离涡，由于这个

大的低能流体通道涡的存在，原始叶型的吸力面上

很早便形成了较大的逆压梯度，而在正交涡轮中，这

个位置是流动平稳的高能流体。在吸力面下游，原

始叶型有一个很明显的通道涡，而且在尾缘及尾缘

Table 3 Comparison of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at

transition section after modification

Parameter
Original
Compact

Efficiency/
%
68.81
66.32

Mass flow/
（kg/s）
73.18
73.14

Specific energy/
（kJ/kg）
168.16
160.01

Power/
MW
12.31
11.70

Fig. 9 Parameters of orthogonal design

Fig. 10 Original stator and orthogonal design stator

Fig. 8 Exit entropy increase of transition section

Fig. 7 Exit flow angle of transition section along the blade

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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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流体能量较高，形成一段逆压梯度；而正交涡轮

尾缘及尾缘后的流体能量较低，使得正交涡轮的吸

力面形成流动平稳的正压梯度。在压力面，正交化

叶型前缘部分的压力明显提高，降低了压力面的逆

压梯度造成的损失，促进了上端壁的合理流动。

正交化设计对静叶通道涡的影响可以由旋涡系

统直观显示，本文选用 Q准则方法识别旋涡中心并显

示涡核位置。在Meng等［16］的论文中将涡核定义为一

个连通区域，表达式为

Q = - 12 ui,j u i,j
1
2 ( Ω

2 -  M
2) （2）

式中 Ω和M是旋转和应变张量，Q为正值时旋转

是主导，克服应变和剪切。图 12给出正交化设计叶

片和原始叶片吸力侧涡量分布及其引起的熵增。正

交化设计叶片的上通道涡位置沿上端壁后移且强度

略有增加，下通道涡位置和强度基本无变化。相对

于原始叶型，正交化设计叶片上通道涡的位置变化

促使静叶吸力侧中后部半叶高位置处的熵增范围明

显减小，且熵增沿着叶高向通道涡聚拢，仅在临近尾

缘位置出现明显的高熵增。综上所述，正交化设计

叶片 95%叶高处叶片前缘位置分离涡消失的原因是

通道涡后移，并且正交化设计叶片使静叶中后部熵

增分布更为均匀，流体流动更为平稳。

进一步分析通道涡的影响，图 13给出了静叶出

口熵增情况。首先，由于静叶不需要像动叶一样为

旋转留出顶部间隙，所以出口熵增比动叶小，熵增是

由于出口处有两个明显的通道涡损失和脱落涡损失

造成的。可以看到，静叶出口有两个明显的通道涡，

比较原始叶型出口和正交化叶型出口，正交涡轮的

通道涡更接近相对叶高 20%和 70%处，通道涡的大

小基本没有变化，通过出口处熵增情况看出，脱落涡

的熵增明显下降，证明正交化设计可以有效降低脱

落涡的流动损失。正交化叶片下方通道涡的熵增与

原始叶片相比有所增加。因此可以看出，叶片正交

化在静叶出口处主要减小了上端壁处的损失。

为进一步探讨静叶出口的熵增情况，对静叶出

口熵增进行量化分析。观察图 14，静叶出口熵增主

要分布在 0.2和 0.7叶高位置。采用正交化设计的叶

片的上通道涡强度略大于紧凑化设计的涡轮静叶出

口熵增，并且上通道涡沿叶高方向上移与图 12通道

涡的分布吻合。临近端壁处的正交化设计叶片熵增

小于原始静叶熵增。总体上看，正交化设计使得熵

增在上下通道涡处的分布更加均匀。

Fig. 13 Entropy increase of stator exit

Fig. 11 Cp distribution of compact stator and orthogonal

design stator at 0.95 span

Fig. 14 Entropy increases at the stator exitFig. 12 Entropy increase of st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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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叶出口气流角对下一级的动叶气动性能起到

关键性作用。因此，图 15是静叶出口气流角的径向

分布。从图 15中可以看出，从叶根到 20%叶高处，气

流角基本相同；从 20%叶高到 70%叶高处，正交化叶

型出口气流角减小，从 70%叶高到叶顶处，正交化叶

型出气角比原始叶型大。通过图 13中熵增云图中可

以看出，在出口，叶栅的中间部分有两个明显的通道

涡，由于通道涡的存在，气流不能充分偏转，造成原

型在此位置较正交化叶型气流角偏大。叶片的正交

化影响了叶片顶端到 80%叶高处的出口气流角，叶

顶到 80%叶高位置出气角增幅比较大，但是正交化

叶型中部气流角减小说明中间部分的通道涡强度减

弱，降低了静叶的流动损失。顶部出气角增加虽然

会造成静叶的通道涡增大，增加静叶的损失，但是从

整体来看，静叶的正交化设计能够有效降低因抬高

过渡段带来的总压损失系数的增加。

图 16给出了优化前后涡轮过渡段中静压系数沿

流向的变化。横轴为涡轮过渡段沿轴向的相对弦

长，纵轴表示压力系数。从图中可以看出，当低压涡

轮静叶采用原始叶型时轴向位置 10%到 20%，45%
到 60%位置几乎没有扩压过程，从而导致后半段过

渡段扩压效果降低，流动不充分，损失增加；当低压

涡轮静叶采用正交化设计后，过渡段的静压系数沿

轴向均匀增加，而且从 60%轴向位置开始，采用正交

化设计的过渡段静压系数要大于采用原始叶型的过

渡段，可以预测采用正交化设计的涡轮过渡段末端

流体的流动情况要优于使用原始叶型的涡轮过渡

段。采用原始叶型的涡轮由于过渡段后半段扩压能

力较低，容易发生分离，造成损失比较大。

采用紧凑型过渡段会对下游进口条件产生相应

的影响，为了讨论这种影响，图 17给出了正交化设计

前后过渡段出口处气流角沿径向分布。其中，横轴

为过渡段出气角，纵轴表示径向相对高度。从图 17
可以看出，采用正交化叶型后，过渡段出气角的优化

效果非常明显，首先，相对叶高 10%到 30%部分正交

化叶片出气角略微减小，30%到 50%相对叶高，正交

化叶片出气角比原始叶片大；从 50%相对叶高到顶

部，正交化叶片的出气角比原始叶片更均匀更接近

轴向。所以，从整体来看，正交化设计使过渡段出口

气流更接近轴向，进一步降低因为掺混造成的流动

损失，改善下游动力涡轮的进气条件，有利于提高涡

轮整体的气动性能。对比图 16的静压系数变化趋

势，说明掺混损失的降低是出口总压损失降低的重

要原因之一。

进一步探讨正交化设计前后对过渡段的影响，

图 18中给出了正交化前后紧凑过渡段进口熵增分布

情况。通过图 18可以看出，原始叶型设计过渡段存

在上下通道涡和泄漏涡。而正交化设计使上通道涡

的强度降低，所引起的熵增区域明显缩小。同时来

自上游涡轮动叶叶顶间隙的泄露涡强度降低。大体

上讲，正交化设计可以有效地降低过渡段进口熵增，

这对减少过渡段压力损失具有积极作用。图 19给出

Fig. 16 Cp distribution along the flow direction at transition

section

Fig. 17 Exit flow angle along different span at transtion

section

Fig. 15 Exit flow angle of stator along different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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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正交化前后紧凑型过渡段出口的熵增分布情况。

通过图 19可以看出，采用原始叶型时，过渡段出口上

端有一个损失比较大的熵增区，而采用正交化叶型

后的过渡段出口上端的熵增明显降低，说明采用正

交化叶型后，过渡段出口上端的高能流体明显减少，

进而也能解释过渡段出口损失减少，总压损失系数

降低的原因。同时，采用正交化叶型后，过渡段出口

中部熵虽然有所增加，但是通过图 16可以发现，采用

正交化叶型后，过渡段出口熵分布比采用原始叶型

的过渡段出口熵分布更加均匀，说明采用正交化后

出口流体能量分布更加均匀，正交化叶型改善了过

渡段流道中流体的流动，使过渡段中流体能量分布

更加均匀。使用原始叶型熵增较大的原因初步分析

是靠近过渡段出口的流道转角处流体分离严重，导

致上端流体能量损失严重。

图 20给出了正交化前后过渡段出口总压损失系

数沿叶高的分布情况。黑色线代表叶片正交化前过

渡段出口总压损失系数沿叶高的分布；红色线代表叶

片正交化后过渡段出口总压损失系数沿叶高的分布。

其中，横轴是总压损失系数，纵轴是过渡段径向位置

的百分比。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正交化之前，过渡

段出口总压损失系数在 0.56~0.58，叶片正交化设计

后，过渡段出口总压损失系数整体下降至 0.47~0.49。
过渡段出口总压损失系数降低，故过渡段出口总损失

降低，超紧凑过渡段的性能得到比较大的提升。

图 21为靠近紧凑型过渡段出口转角处 A2截面的

熵分布。通过左图可以看出，采用原始叶型流道上

方存在能量比较高的高能流体，说明由于缩短过渡

段，靠近出口处的转角角度过大，造成了严重的分离

现象；采用正交化叶型后，通过右图可以看出，转角

处流道上方的流体能量明显下降，这说明采用正交

化叶型后有效地抑制了采用原始叶型时过渡段出口

处严重的分离现象。

表 4给出的是数值计算的总体结果。从表 4中
可以看出，紧凑型过渡段采用正交化叶型前后，流量

相比有所增加，正交化过渡段的流量提高了 0.12％，

流量的变化可以忽略不计。在此情况下，正交化后

过渡段涡轮效率较参数化叶型增加了 1.32%，提升了

2.0%；正交化过渡段涡轮的膨胀比相比于原始叶型

Fig. 18 Entropy increase distribution at the inlet of

transition section

Fig. 19 Entropy increase distribution at the exit of

transition section

Fig. 21 Entropy distribution at A2 face of the compact and

orthogonalization

Fig. 20 Total pressure loss at transition section exit along

the blade 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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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 0.017，膨胀比提升了 0.79%；正交化过渡段涡

轮 比 功 增 加 了 4.769kJ/kg，较 原 始 化 叶 型 提 升 了

2.99%；功率方面，正交化过渡段涡轮功率达到了

12.049MW，较原始叶型增加了 0.363MW，提升幅度达

到了 3.1%。所以正交化设计使涡轮的总体性能得到

提升，做功能力增强。

4 结 论

采用三维数值求解方法，对大子午扩张紧凑型

过渡段进行详细的气动分析，并讨论了静叶正交化

设计对紧凑型过渡段整体性能的影响，得出以下

结论：

（1）紧凑型过渡段采用正交化设计后，进出口平

均流量的变化可以忽略不计，整体效率提升 1.32%，

同时比功和功率也有所提高。

（2）正交化涡轮静叶片加载均匀，流动得到优

化，压力分布更加合理；端区流动损失减小，正交化

叶型后，通道涡的位置后移，降低叶片吸力侧前缘损

失，半叶高处吸力侧熵增区域向通道涡聚拢，吸力侧

熵增范围减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端壁因气流分

离造成的损失。

（3）采用正交化后，紧凑型过渡段的静压系数沿

轴向均匀增加；出气角接近轴向，改善了下游动力涡

轮的进气条件；紧凑过渡段进口泄漏涡导致的熵增

明显减小，出口总压损失和熵增均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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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航空发动机轮毂比的增加使得处于“截通”状态的管道声模态数目急剧增加，为了提高风

扇管道宽频噪声模态识别及分解技术的准确性，需要对管道声模态相关性进行分析研究。以一台单级低

速轴流风扇实验台为实验对象，研究了单级风扇的模态相关性以及声场相关性。进一步结合参考传声器

模态分解法和互相关模态分解法，对比了模态相关性对管道进口声功率级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管道

模态相关性对入射声波影响较小，对反射声波影响较大。因此，在高精度模态分解实验中，有必要考虑

到模态相关性，并采用更加合理的模态分解技术。

关键词：风扇；相关性；模态分解；管道声学；传声器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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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erence of Sound Mode in Single-Stage
Fan and Its Effects

TONG Hang1，XU Kun-bo2，WANG Liang-feng3，QIAO Wei-ya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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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Nan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Nanjing 211167，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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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ut-on sound mode in fan duct increases seriously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aero-engine hub
ratio.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mode identification and decomposition technology of broadband noise in
fan duct，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coherence of sound mode in duct. A single-stage low-speed axial flow fan ex⁃
perimental bench is used as the experimental object. The mode coherence and sound field coherence of a single-
stage low-speed axial fan are studied. The effects of mode coherence on the sound power level at the duct inlet are
compared with the reference microphone mode decomposition method and the cross-correlation mode decomposi⁃
tion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de coherence has little influence on the incident sound wave but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reflected sound wave.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mode coherence and adopt a more
reasonable mode decomposition technique in the high-precision mode decomposition experiment.

Key words：Fan；Coherence；Mode decomposition；Duct acoustics；Microphone array

1 引 言

航空发动机噪声在大多数飞行状态下都是商用

飞机噪声主要的噪声源［1］，随着新一代高性能飞行器

设计水平和空气动力学设计水平的不断提高，作为

航空航天产业支柱的大型风洞实验要求也在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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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其中，风洞试验段内的噪声逐渐成为评价风洞综

合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从管道声模态的角度研究

叶轮机械管道噪声已然成为趋势。

风扇噪声在湍流通过转静子级时会发生离散现

象，这一过程与风扇管道耦合会形成管道声模态［2］，

将管道内噪声分解成模态形式有利于理解管道声学

理论。对于管道声模态识别实验研究，Enghardt最早

于 2004年提出了可用于风扇宽频噪声声功率测量的

参考传声器法［3］后，又于 2007年提出了互相关模态

分解方法［4］。之后，Jürgens等［5］利用通用测试案例对

Enghardt等［4］的互相关模态分解方法进行了改进。

Tapken U也进行了阵列优化设计工作［6］，开展了一系

列管道声学实验工作［7-8］。此外，还有其他学者基于

管道声模态理论开创了一系列适用于管道声模态测

量的实验方法［9-10］，Mumcu A等［11］基于管道声模态建

立完成了一套声学激励系统。管道声学理论无疑为

计算与测量管道噪声提供了便捷。然而，叶轮机管

道尺寸的增加，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模态处于“截通”

状态。根据 Nyqust采样定理［12］，为了避免声模态分

解过程中信号失真，传声器数量必须为相应频率下

对应声模态最高阶数的两倍，这意味着随着声模态

数的增加，传感器数量将显著增加。众所周知，随着

声波频率的增加，风扇管道中处于“截通”状态的模

态 数 将 显 着 增 加 。 相 对 于 飞 机 噪 声 所 关 注 高 达

10kHz的噪声频率范围，风扇管道内处于“截通”状态

的模态数量更是高达数百个，这意味着在风扇管道

声学测试过程中需要大量传声器用于声模态分解。

对于存在多个模态互相作用的管道内传播特

性 ，Morfey 等［13-15］ 、Rice 等［16-17］ 、Farassat 等［18］ 和

Abom［19］都进行了深入探索。与无气流情况相比，当

管道内存在均匀气体流动时，模态辐射声功率存在

一个与马赫数相关的系数。同时，管道内存在气流

会使传声器接收的压力脉动信息不仅包含声压脉动

信息，也会包含湍流压力脉动信息。为了在声学测

量中消除湍流压力脉动干扰，Chung［20］假设传声器测

量的湍流压力脉动信息是互不相关的，进一步可以

通过对测量信号进行互相关来消除其影响。因此模

态分解的精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模态相关性与声场

相关性。

伴随着精细化模态识别的需要，模态相关性 /声
场相关性以及其对实验产生的影响也需要进一步地

认识。宽频噪声模态识别的重要理论基础是管道声

模态统计相关特性，为了研究管道内声场相关特性，

Enghardt等［4］和 Jürgens等［5］通过在无气流管道壁面

布置扬声器的方式构建管道内声场并研究声模态之

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不同模态组合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截然不同，有些模态之间完全不相关的，而有些

特定模态组合则完全相关，这种差异主要依赖于模

态阶数之差。同时，通过增加扬声器的数目可以使

得管道内统计平均的模态相关系数趋近于零。Tap⁃
ken等［21］通过在管道壁面布置数圈单极子声源来构

造管道宽频噪声源，每圈布置 16个单极子声源，当

布置 20圈时，管道内模态之间是完全不相关的，这

与 Jürgens等［5］的结论是相符的。Dyer［22］指出由空间

位置随机的单极子质量源产生的管道模态是统计不

相关的，但 Michalke［23］指出时域随机的单极子产生

的声场是完全相关的，即使是在声源的近场，这与

Dyer 得 出 的 结 论 是 完 全 相 反 的 。 之 后 Michalke
等［24-25］也研究了管道内声场相关特性，并提出了一

种用于检验管道内声场相关性的方法。可以得到的

结论为：通过管道内宽频噪声模态之间的相关函数，

可以研究宽频噪声源的特性（特别是声源的个数、分

布规律、各个声源的特征）以及两个声源之间的轴向

间距。

可以看出，对于管道声模态统计相关特性而言，

国外相关的研究还比较少，还未能形成系统的一致性

结论，且多数研究还局限于人工构造的管道声场，而

对于真实叶轮机械管道模态相干特性却鲜有涉及。

本文主要目的是利用环壁面布置的传声器阵

列，采用管道模态识别及分解技术对低速单级风扇

的声场进行宽频模态分解，在此基础上研究真实管

道内模态相关性以及声场相关性，并进一步指出其

对测量结果产生的影响。

2 实验台与理论背景

2.1 试验台

实 验 在 西 北 工 业 大 学 单 级 低 速 轴 流 压 气 机

NPU-Fan上进行。试验台主要设计参数如表 1所示。

Table 1 Main design parameters of NPU-Fan

Design parameters
Rotor number
Stator number

Design speed/（r/min）
Design flow/（kg/s）
Total pressure ratio
Outside diameter/mm

Hub rate
Span-chord ratio of rotor
Span-chord ratio of stator

Airfoil shape

Value
19
18
3000
6.3
1.02
500
0.57
1.2
1.2

NACA-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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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不同空间位置处声压互相关函数，搭

建了一个固定传声器阵列用以测量相同时刻下的不

同空间位置处的传声器声压信号。

如图 1所示，设计了 4×16个声压信号测量点，由

于实验室 32路传声器采集器的限制，在 16个周向测

量点中选择了 8个构成 4×8的环形传声器阵列，环形

阵列在轴向以 100mm等间距分布，每个环形阵列由 8
个等角度分布的周向传声器组成。图 1也给出了环

形传声器阵列安装位置与编号，对于周向测量点，从

12点钟方向顺时针依次由阿拉伯数字 1~16表示；对

于轴向测量点，从风扇进口依次由Ⅰ，Ⅱ，Ⅲ，Ⅳ表

示，麦克风命名规则为：“Mic_+轴向位置 +周向位

置”，例如：Mic_II3表示轴向位置为Ⅱ，周向位置为 3
的麦克风。

2.2 互相关方法

互相关方法（Cross Correlation method，CC）是利

用所有测点之间的互功率谱密度函数，对径向模态

幅值互谱矩阵与测量得到声压互谱矩阵进行关联，

最终基于统计平均方法计算出宽频噪声模态相关函

数频谱结果。

波动方程在圆柱坐标系 ( x，r，θ )中［26］

1
c2
D2 p
Dt2 -

∂2 p
∂x2 -

1
r
∂
∂r ( r ∂p∂r ) - 1r2 ∂

2 p
∂θ2 = 0 （1）

式中 c为声速，t为时间，p为声压。

公式（1）是无粘方程并假设流动中绝热、不可

压、温度梯度可忽略，并且流动的状态信息与轴向位

置和周向位置无关。对于声场在圆柱或环形的硬壁

管道内传播，公式（1）可以得到一种数值解，对于某

个频率可以由模态波的线性叠加得来。

p (x,r,φ) = ∑
m = -∞

∞ ∑
n = 0

∞
( )A+mneik+mn x + A-mneik-mn x ·

fmn ( r) eimφeiωt
（2）

fmn (σmn

r
R
) = Jm (σmn

r
R
) + QmnYm (σmn

r
R
) （3）

式中 m为周向模态；n为径向模态；A为声模态振

幅；上标“+”、“-”分别表示顺流和逆流；ω为角频率；

φ=U/c为周向角度；k=ω/c为波数；r/R为无量纲半径。

Jm为一阶 Bessel函数；Ym为二阶 Bessel函数；Qmn为环

形管道系数。

两个位置为 ( x，r，ϕ )和 ( x′，r′，ϕ′)的声压测点，在

某个频率处其互谱可以表示为

Spp′ =< p ( x,r,ϕ ) p* ( x′,r′,ϕ′) > （4）
式中上标“*”表示复数共轭。

在线性假设下，测量声压信号 p与模态幅值 A±mn
组成的向量 a有关，即

a = [ a1 a2 a3 ⋯ aK - 1 aK ]T （5）
式中 K表示模态向量的长度。结合公式（2），测

量声压信号 p可以表示为系数矩阵 G和径向模态幅值

向量 a 的乘积形式，考虑到测试误差最终可以表示为

p = Ga + e （6）
为了提高求解精度，降低测试误差对宽频噪声

模 态 识 别 的 影 响 ，需 要 使 误 差 的 平 方 eH e = (a -

â )H (a - â )达到最小化，这时公式（6）的最优化估计

就变成

â = G + p （7）
式中 G + = (GHG )-1GH 表示系数矩阵 G 的伪逆矩

阵。那么管道宽频噪声模态幅值向量 a之间的互谱

可以写为

Fig.1 Sketch of NPU-Fan and fixed microphone array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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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 = limT → ∞ E (
1
T
ââH ) =

lim
T →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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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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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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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a1 * a1a2 * a1a3 * ⋅ ⋅ a1aK *

a2a1 * a2a2 * a2a3 * ⋅ ⋅ ⋅
a3a1 * a3a2 * a3a3 * ⋅ ⋅ ⋅
⋅ ⋅ ⋅ ⋅ ⋅ ⋅
⋅ ⋅ ⋅ ⋅ ⋅ ⋅

aKa1 * ⋅ ⋅ ⋅ ⋅ aKaK *

（8）
结合公式（7），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Saa = limT → ∞ E{1T G + ppH (G + )H} （9）
式中 T → ∞表示测试时的时间平均次数已足够

大，信号已足够稳定。

最终，径向模态幅值的互谱矩阵可以表示为声

压互谱的函数形式，即

Saa = G +Spp (G + )H （10）
其中两个测点处声压信号的互谱为

Spp = limT → ∞ E{1T ppH} （11）
联 合 公 式（10）和 式（11）可 以 求 得 各 个 模 态

幅值 A±mn。

2.3 模态相关性与声场相关性

通过式（10）和式（11）可以得到模态幅值及其之

间的交叉项 A±mn A±μν，可以得到不同模态的相关系数为

C μν
mn = || < Amn A*μν > 2

< || Amn
2 >< || Aμν

2 >
（12）

使用三个不同空间位置处传声器声压信号的互

相关函数可以得到管道内声场相关性。

C 123 = C 12 ⋅ C 23 /C 13 = || C 12 || C 23
|| C 13
eiΔψ （13）

Δψ = ψ 12 + ψ 23 - ψ 13 （14）
式中下标“1”，“2”，“3”为不同位置处传声器编

号；ψ 12，ψ 23 和 ψ 13 分别表示对应的互相关函数相位，

C (θ1，θ2 )为两个不同周向位置声压信号的互相关

函数

C (θ1 ,θ2 ) = ∑
m = -M

M ∑
μ = -M

M ( pm ⋅ p*μ )eimθ1 - iμθ2 =

∑
m = -M

M ∑
μ = -M

M ( pm ⋅ p*μ )ei(m - μ )θ2 + im (θ1 - θ2 )
（15）

2.4 模态声功率计算方法

由公式（10）和（11）可以求出各个模态幅值 A±mn，

进一步可以根据模态振幅计算得到该模态对应的声

功率

W ±
mn (ω ) = π ( r

2
D - r2H )
ρ0U

⋅
∓Ma2 (1 - Ma2 )2 (ω/U ) kmn (ω )

[ ω/c0 ± Makmn (ω ) ]2 ⋅
[ A±mn (ω ) ⋅ ( A±mn (ω ) )* ]

（16）

kmn = ( ω
c0
)2 - (1 - Ma2 )κ2mn （17）

式中 rD 和 rH 分别为机匣半径和轮毂半径，Ma是

主流马赫数，c0是当地声速，U是主流速度，κmn是管道

模态特征值，κmn通过求解下面超定方程得到

|

|
||

|

|
||
J ′m (κmn rH ) Y ′m (κmn rH )
J ′m (κmn rD ) Y ′m (κmn rD ) = 0 （18）

将频率 ω下所有模态的声功率求和，可以得到总

声功率为

W (ω ) = ∑
m = -∞

∞ ∑
n = 0

∞
Wmn (ω ) （19）

3 结果与分析

实验中测量并计算了单级轴流风扇在设计转速

90%，92%，96%和 100%时，0~1140Hz内的模态相关

系数。

3.1 周向模态相关性分析

图 2给出了单级轴流风扇实验台不同周向声模

态相关系数频谱图。上部横坐标 k ⋅ R为波数与半径

的乘积，表示一种无量纲频率。由于周向模态传播

的最低频率为 397Hz，本研究中，频率为 397~1140Hz。
图中可以看出，大部分频率范围内不同周向模态之

间的相关系数小于 0.2，这表明对于单级轴流风扇而

言，不同周向模态之间的相关性虽然不强，但也存在

一定的相关性。

对于 90%，92%，96% 和 100% 设计转速，1BPF
（Blade Passing Frequency）分 别 为 848Hz，867Hz，
904Hz和 942Hz。从图 2（a）~（d）中可以看出，在单音

频率下，模态之间的相关性结果都出现了极大值，如

红色虚线框所示，数值接近等于 1。例如 100%设计

转速时，模态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942Hz处出现了峰

值，这说明在 1BPF处，管道模态是完全相关的。亦说

明，由转静干涉单音噪声作为主导的管道声场与有

湍 流 随 机 脉 动 产 生 的 宽 频 噪 声 的 管 道 声 场 是 不

同的。

进一步研究表明，由于叶轮机械转静干涉单音

噪声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上游叶片的粘性尾迹与

下游叶片的周期性气动干涉，这种明确的噪声产生

机理使得在单音频率下，下游叶片声源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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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相对其他频率更加紧凑，同时在管道内的声压

相位也相对恒定，因此单音频率下内部模态之间有

很强的相关性。

模态相关系数在其它频率处也出现了峰值，主

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类：（1）在模态截通频率处，由

于数值求解的不稳定性，较大的模态幅值会导致模

态之间的相关性变高；（2）在转轴频率及其谐频处也

出现了很多峰值，例如 96%设计转速时，转轴基频

（Engine Order，EO）是 47.6Hz，可以认为这些频率处的

模态相关系数峰值是由转轴产生的机械噪声引起的。

除去单音主频、模态截通频率和转轴基频外，单

级轴流风扇进口模态在测试频率范围内的相关系数

均小于 0.2，这就说明对于单级轴流风扇而言不同周

向模态之间具有统计上的非相关性。

对比图 2（a）~（c）与图 2（d）还可以看出，当单级

轴流风扇以非设计转速运行时，在 1050~1100Hz内，

相关系数在 0.2~0.6波动，且越远离设计转速工况，相

关系数波动范围越大，因此非设计工况下的不稳定

湍 流 压 力 脉 动 可 能 也 对 周 向 模 态 相 关 性 有 一 定

影响。

3.2 径向模态相关性分析

图 3给出了单级轴流风扇实验台不同径向声模

态相关系数频谱图。当频率小于 826Hz时，管道内只

截通了 0阶径向模态，因此图中的频率范围大于

826Hz，此时符合径向模态组合条件的有（0，0）和

（0，1）模态组合。

在四个风扇转速下，C 0100结果在 0.5值附近呈现大

幅震荡趋势，这说明风扇管道噪声同一周向模态内

部各径向模态之间的相关程度很高。

特定径向模态之间出现的较大相关性与声源的

空间分布、声源紧凑性以及非稳态气动力所产生的

个别声源项是密切相关的。低频时对于相同周向阶

数而言，不同径向模态之间会出现较大相关性特征，

这可能是由叶片排气动自噪声产生机理造成的，也

就是说在所研究的频率范围内每个叶片都可以看成

是紧凑声源。

3.3 声场相关性分析

传声器位置如图 1所示，从中选择了 4组传声器

组合进行声场相关性分析研究，4组传声器组合如

表 2所示。

从图 4可以看出，在测量频率范围内，三个不同

空间位置声压信号组成的互相关函数相位关系随频

率变化情况十分复杂。一些频率范围内的变化剧

烈，这说明在该频率范围内的宽频声场基本是不相

关的。然而，在一些频率范围，特别是 0~200Hz，接近

于零。与径向模态相关性分析得到的结果类似，低

频范围内出现了较大的相关性，这说明在这些频率

范围内的声场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从图中同样可以

看出，在电机轴频率 50Hz的整倍数处较大，因此电机

轴频率对管道内声场相关性有一定的影响。

Fig. 2 Mode coherence coefficient of different azimuthal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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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Microphone combination number

Lable
COR 1

COR 2

COR 3

COR 4

Microphone
Mic_I1

Mic_II3

Mic_I9

Mic_I5

Mic_II7

Mic_III9

Mic_II15

Mic_III11

Mic_III13

Mic_IV15

Mic_IV5

Mic_IV1

Fig. 3 Mode coherence coefficient of different radial mode

Fig.4 Phase information of C 123 obtained from different

microphone comb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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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风扇宽频噪声声功率结果与分析

图 5给出了通过互相关方法（CC）得到的 NPU-
Fan在 100%转速下管道入射声波和反射声波的声功

率结果。图 6给出了通过参考传声器方法（Reference
Correlation method，RC）［27］得到的 NPU-Fan在 100%
转速下入射声波和反射声波的声功率结果。纵坐标

表示声功率级设置为 35~110dB，横坐标表示频率设

置为 0~1100Hz。

从图 5中可以看出，在转轴基频的整倍数处，会

出现一些“毛刺”，这是由于转轴产生的机械噪声引

起的。对比图 5，可以发现这些“毛刺”并不明显。

由图 5和图 6也可以看出，在 400Hz附近，宽频噪

声的声功率出现了阶跃，这是因为在该频率附近截通

了第一个非平面模态（±1，0）。同样，通过这两种方法

都可以清楚观测到转子通过频率处的单音噪声。

对比两种方法得到的声功率结果，可以明显看

出考虑到模态相关性的互相关方法精度更高。

对于入射声波而言，通过互相关方法和参考传

声器方法得到的频谱形状相似，且幅值也很接近。

对于反射声波而言，通过参考传声器方法得到的声

功率明显大于通过互相关方法得到的声功率，甚至

和主导声波无法清晰地区分。从理论上来说，由于

参考传声器方法忽略了模态之间的相关性且没有清

楚地考虑到声场相关性，因此，其测量结果相比于互

相关方法而言误差较大。

当实验专注于主导声波的声功率时，无论是互

相关方法还是参考传声器方法都可以给出满意的结

果。进一步的精细化实验研究要求对声场的准确测

量，这样就需要在考虑到模态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声

场相关性的情况下给出更加合理的模态分解方法。

4 结 论

本文以低速单级轴流压气机为实验对象，对真

实风扇管道内的模态相关特性和声场相关特性开展

了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对于真实单级轴流风扇而言，除去单音主

频、模态截通频率和转轴基频外，单级轴流风扇进口

模态在测试频率范围内的相关系数均小于 0.2，这就

说明对于单级轴流风扇而言不同周向模态之间具有

统计上的非相关性。

（2）对于真实单级轴流风扇而言，BPF处模态相

关性远大于其他频率处的模态相关性，这表明对于

单级轴流风扇而言，由转静干涉单音噪声模态是统

计上的完全相关性。

（3）对比真实单级轴流风扇与人造管道声场的

研究结果后，可以从声源的分布方式与特征对真实

单级轴流风扇噪声源有一定的认识。BPF处，由转静

干涉产生的单音噪声源分布更为“紧致”，这与其产

生原理一致；其余频率处的湍流宽频噪声源分布较

为“分散”，这与湍流脉动的随机性休戚相关。

（4）单级轴流风扇管道噪声径向模态之间会出

现较大相关性，这可能是由叶片排气动自噪声产生

机理造成的。

（5）在声场相关性分析研究中，互相关函数相位

关系 Δψ随频率变化情况剧烈。对于 NPU-Fan，0~
200Hz内的声场相关性较强，另外，电机轴频率对于

声场相关性影响较大。

（6）由于与参考传声器方法相比，互相关方法考

虑了模态之间的相关性，因此通过该方法得到的频

谱曲线更符合预期结果。同时，该结果说明：相比于

未考虑到模态相关性的参考传声器方法，互相关方

法的精度更高，因此在高精度模态识别实验中，互相

关方法更为适用。

Fig. 5 PWL measurement result（CC）

Fig. 6 PWL measurement result（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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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设计了不同甲烷/空气预混方案，对弱旋流燃烧器的预混均匀性展开研究，对当量比为0.7
的预混气体进行数值模拟，分析了燃料喷射孔和旋流器结构特性对掺混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喷射孔

径影响燃料的初始分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有限空间内可以达到的最终混合效果，对给出的预混结

构，存在最佳当量孔径 b=0.01及对应的平均动量通量比 J=75.59，使混合效果最优，此时燃烧器出口的

空间混合不均匀度 SMD=6.57%。弱旋流流场由中心直流通量和外环旋流通量共同作用，其中旋流对燃

料扩散起主导作用，在保证弱旋流特性的前提下，通过增大孔板阻塞比或旋流叶片几何角的方式能够强

化旋流作用，从而提高预混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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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fferent methane/air premixing schemes are designed and the premixing uniformity of the low
swirl burner is studi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overall design of the burner. Comparisons are performed with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s for the aim to validating the numerical method. Then a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pre⁃
mixed gas at equivalent ratio of 0.7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uel orifice and low swirl flow field on premixing process. Results show that jet aperture affects the initial distribu⁃
tion of fuel which largely determines the final mixing efficiency that can be achieved in a limited space. For the
given structure，an optimal equivalent aperture b=0.01 and a corresponding average momentum flux ratio J=
75.59 can be found to optimize the mixing efficiency，where the spacial mixing deficiency at the burner outlet
reaches 6.57%. The low swirl flow field is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central direct-current flux and outer swirling
flux，wherein the swirling effect plays a leading role during the fuel diffusion process. Under the prerequisite of
flowing in a low swirl state，the premixing uniformity can be improved through enhanced swirling intensity by in⁃
creasing the blockage ratio of the perforated plate or the geometric angle of the swirling v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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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贫预混燃烧技术作为一种干式低 NOx方法（Dry-
Low NOx，DLN）被工业燃气轮机制造商广泛采用。其

中，采用贫预混燃烧的弱旋流喷嘴（Low Swirl Injec⁃
tor，LSI）凭借极低的污染物排放受到国内外学者密切

关注，具有广阔的工程应用前景［1］。

LSI的结构形式最早由 Cheng等［2-3］提出，不同于

传统强旋流燃烧的回流区稳焰方式，它是通过中心

无旋流动与外环旋转流动相互作用，在喷嘴外形成

速度衰减的发散流场，最终的火焰稳定在气流速度

与当地湍流火焰传播速度相等的位置。湍流火焰传

播速度与湍流强度呈线性对应关系，因而弱旋流流

场结构具有自相似特性，火焰锋面不会随进气速度

变化而发生较大移动，燃烧稳定性好，不易回火或吹

熄。此外，LSI在甲烷等碳氢化合物为燃料时亦具有

很好的燃料适用性，尽管燃料特性有所不同，燃烧器

都能维持稳定的火焰和低污染物排放［4-5］。

LSI首先被应用于索拉透平公司 5~7MW燃气轮

机的改造项目中，在相同负荷条件下，燃烧器结构由

原来的强旋流喷嘴（High Swirl Injector，HSI）改为弱

旋流喷嘴，测得绝热火焰温度小于 1920K时，NOx排

放维持在 5×10-6以下，较原来降低了 60%，且 CO和燃

烧效率几乎不变［2］。

但实际上，LSI污染物排放也与燃料/氧化剂的混

合情况相关。肖隐利等［6］在不同当量比条件下测量

了 LSI的污染物排放，发现排放的总体变化趋势是

NOx随混合气当量比增大而增大，CO排放随当量比

增大而减小。Koyama等［7］在 290MW的燃气轮机中

开展了液态燃料的弱旋流燃烧实验，测得的流场和

火焰位置与使用气态燃料时相似，虽然与强旋流燃

烧室相比 NOx降低，但 CO排放有所增加，这是由于煤

油仅向预混预蒸发管的中心区域喷射而造成燃料分

布不均所致。

贫预混燃烧技术是根据热力型 NOx生成的泽尔

多维奇原理，通过稀相预混燃烧方式将燃烧区火焰

温度约束在 1670~1900K内，以此控制 NOx和 CO生

成。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受燃烧室尺寸限制，预混效

果往往无法达到预期要求，空间中的燃料富集会使

局部的当量比过高而形成高温点，进而导致 NOx急剧

增加［8-9］，这是贫燃技术在工程应用上面临的一个关

键 问 题 。 此 外 预 混 的 均 匀 性 还 会 影 响 贫 熄 火 极

限［10］。因此，良好的预混是实施贫燃技术的关键前

提，无论是气态燃料还是液态燃料，都要求燃料与氧

化剂在进入燃烧区前达到理想的掺混效果。

虽然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对 LSI进行了大量研究，

在流场分析、燃烧性能测试和燃料适应性等方面取

得了许多成果，但关于弱旋流燃烧器预混特性的研

究鲜有报道。弱旋流燃烧在本质上属于贫预混燃

烧，有必要考虑燃料/氧化剂进入燃烧区之前的混合

均匀性问题。另一方面，传统强旋流燃烧室通常在

旋流器下游布置一系列燃料喷射点，利用强旋流作

用提高湍流度，使燃料和空气在进入燃烧区之前有

相当的混合，之后混气经回流卷吸作用获得进一步

掺混［11］。然而，弱旋流燃烧器具有不同于传统燃烧

器的结构和流场特征，对于预混机构的设计策略以

及掺混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也需要进一步研究，这可

以为采用 LSI的燃烧室的整体设计提供参考，对改善

排放具有实际作用。

本文以弱旋流燃烧器为对象，探讨合适的预混

方案，通过数值模拟和试验方法，研究了弱旋流预混

燃烧器中甲烷/空气的掺混特性。

2 数值模拟

2.1 弱旋流燃烧器的预混方案设计

LSI中带有孔板的直通道替代了传统的中心体，

在引入直流气流通量的同时还使预混通道截面扩大

为整个圆形，因此传统燃料喷射方案并不适用。如

果在旋流器后布置喷杆，不仅破坏了弱旋流流场特

性，还会在喷杆后缘产生低速回流区，引起回火可

能。如果在喷嘴内壁开孔进行环状散点喷射燃料，

与空气主流相比，燃料流量很小，并不会影响整体流

场，但由于预混通道的径向跨度较大，燃料在圆形截

面内的分布难以满足均匀性要求，若喷射动量过小，

燃料难以到达中心区域，会形成“内低外高”的分布。

反之，若喷射动量过大，则燃料在中心区域富集，形

成“内高外低”的分布，二者对于出口的混合均匀性

都是不利的。针对上述问题，考虑在孔板上游布置

喷杆进行燃料分散喷射，如图 1所示。

燃烧器由预混机构和弱旋流喷嘴组成，预混

Fig. 1 Premixing scheme for L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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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参考主流燃烧室预混通道的设计原则［12］，布

置 6根周向均布的喷管，气态燃料沿中心输气管进

入，再由喷管两侧多个喷射孔横向射出与空气主

流掺混，同时小部分燃料经输气管末端的微孔沿

顺流方向喷出，填补至中心区域。燃料通过多点

预分散方式，在喷射截面形成良好的初始分布，经

过足够长的预混距离后，在燃烧器出口得到预混

燃气，亦不会对下游的弱旋流流场造成任何影响。

预混机构和旋流器间的收缩段有利于增强掺混，同

时加速气流形成速度梯度，抑制边界层增长，预防

回火［13］。

2.2 几何模型与结构方案

燃烧器的三维模型如图 2（a）所示，主要结构参

数见表 1。图 2（b）为燃料喷杆的局部示意图，图中 d

表示燃料喷射孔径。图 2（c）为旋流器示意图，图中 θ

表示叶片角。图 2（d）为孔板方案示意，定义孔板通

流面积 A为孔板上开孔的总面积，同时为了更好反应

孔 板 结 构 特 征 ，引 入 孔 板 阻 塞 比（Blockage Ratio，
BR），即孔板在流道截面上的投影面积与直流通道截

面积之比。

在燃烧器上游的预混机构中，设置了 6种喷射孔

径方案，如表 2第 1组所示，以研究上游燃料喷射对

弱旋流燃烧器出口掺混效果的影响。

下游弱旋流喷嘴的基本构型参考文献［3］，其

中，旋流器包含带有孔板的直流通道和旋流叶环。

Cheng等［3］的研究中并未涉及燃料 /空气预混均匀

性 问 题 。 为 了 研 究 弱 旋 流 流 场 特 性 对 掺 混 的 影

响，本文在其基础上，对旋流器参数进行如下改

动：（1）通过改变孔板上的开孔直径设置了 4种方

案，如图 2（d）所示，从左向右孔板的通流面积逐

渐 减 小 ，对 应 的 阻 塞 比 分 别 为 38%，58%，72% 和

87%；（2）设置了 4种叶片角，如表 2第 3组所示，其

中 0°表示无旋情况，旋流叶环的叶型也简化为直

叶片。

2.3 计算方法

运用商用软件 Fluent对甲烷和空气的湍流预混

进行数值计算，其物理过程为甲烷由上游喷杆的喷

孔射出与空气掺混，混合气流经下游旋流器形成弱

旋流流场。湍流模型采用对圆形射流扩散和旋流都

预测较好的 Realizable k-ε模型，壁面函数采用标准

函数，混合模型采用Methane-air组分输运，压力速度

耦合采用 SIMPLE算法。

本文假设来流均匀，暂不考虑来流空气方向和

湍流度的影响，重点关注燃料孔径和弱旋流流场对

掺混的影响。模拟工况见表 3，表中 Uo为喷嘴出口平

均流度。入口边界条件采用质量流量进口，空气质

量流量 ma=24.55g/s，甲烷质量流量 mf=1g/s，出口边界

条件采用自由出流。

如图 3所示，整个计算域采用非结构化网格，在

燃料喷杆、旋流器叶片和孔板的近壁面区域进行了

局部加密，网格无关性检验结果见图 4，图中 r为径向

Fig. 2 Geometric model of LSI burner

Table 1 Geometry parameters

Parameter
D/mm
Dc/mm
Dp/mm
Li/mm
Z/mm

Value
63.4
40
100
123
370

Table 2 Structural schemes

Group
1

2

3

Variables
Jet aperture
d/mm

Orifice flow area
A/mm2

（Blockage ratio/%）
Vane angle
θ/（°）

Value
3，2.5，2，1.5，1，0.5

742，533，359，162
（38，58，72，87）

0，30，42，50

Remarks
A=533mm2
θ=42°

d=2mm
θ=42°

d=2mm
A=533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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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尺寸，D为喷嘴出口直径。如图 4所示，网格数

量到达 280万以后，甲烷浓度沿径向的分布基本一

致。当网格继续增加，计算结果变化很小，280万和

560万曲线上最大差值为 3.67%。综合考虑本文所需

的精度和计算资源，最终选用 280万网格进行后续

计算。

2.4 数值计算的试验验证

为验证数值计算的可靠性，进行了冷态组分测

量试验。试验系统包括空气、燃料和试验段三个部

分。试验件是数值计算三维模型的 1：1原型。空

气由风机供给，通过调节控制箱频率来改变空气流

量，燃料由高压瓶装甲烷供给，通过减压阀和微调

阀门达到目标流量。试验在常压下进行，实际空气

流 量 1245L/min，甲 烷 流 量 90.996L/min，取 样 温 度

27℃。

预混气体的组分测量方法如图 5所示，带有刻度

的环形支架固定于喷嘴上部，将喷嘴出口截面周向

划分为 16等份（分度 22.5°），支架上安装可旋转的取

样耙，十字形取样耙自中心沿径向各布置 5个取样

点，通过周向和径向位置组合可获得 65个测点的甲

烷浓度信息。其中，组分测量仪器为德国 MRU公司

NOVA plus烟气分析仪，采用红外吸收法测量甲烷浓

度，测量精度为满量程的±2%，取样间隔为 1s，对于每

个测点位置取数值稳定后 15s平均值作为该测点浓

度值。

参照文献［15］中的方法分析试验测量的不确定

度。对物理量 X进行 n次等精度测量得到测量值 x

时，A类统计不确定度为

uA = ∑i = 1
n ( xi - x̄ )2
n (n - 1) （1）

B类不确定度主要考虑仪器误差，即

uB = kp ΔC （2）
式中 kp为置信因子，C为置信系数，Δ为仪器最大

误差，仪器误差的概率分布可简化为均匀分布，则 kp=
1，C=1.73。

最后，按照几何综合法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即

u = ( )tp uA
2 + u2B （3）

式中 tp与测量次数有关。

冷态组分测量不确定度 u以误差棒形式在图 6
中显示。试 验 得 到 喷 嘴 出 口 截 面 上 不 同 径 向 位

置 的 甲 烷 浓 度 ，将 数 值 计 算 结 果 与 试 验 测 量 值

进行对比，见图 6，二者在数值上存在一定差异，但

最大误差不超过 8%，总体分布较为吻合，说明数值

模拟具有一定计算精度，能够较好反映燃料分布特

征，可以用于分析甲烷 /空气预混过程。模拟结果

与试验结果之间的误差产生主要可能有以下几点

原因：数值模拟假设来流均匀，而实际试验中空气

进气条件与假设不完全一致，导致结果存在偏差；

受加工技术制约，实际试验件结构如喷杆喷射孔不

可 避 免 地 与 计 算 模 型 存 在 差 别 ，导 致 结 果 存 在

偏差。

Fig. 4 Mesh independence study performed with 4 grid

magnitudes

Table 3 Simulation conditions

Uo/（m/s）
7.04

Equivalence ratio φ［14］
0.7

Fuel type
CH4

Tin/K
300

pin/kPa
101.325

Fig. 3 Meshing schematic diagram

Fig. 5 Non-reaction experimental se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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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讨论

本文采用空间混合不均匀度［12］（Spacial Mixing
Deficiency，SMD）评判燃料与空气的掺混效果。

SMD = ( )σ f /c̄ f
σ f = 1

N - 1∑i = 1
N

( )c f,i - c f 2 （4）

式中，统计样本为某一截面上的燃料质量分数，

c̄ f为该截面平均质量分数，σf为质量分数的标准差。

SMD越小，表示燃料与空气混合得越均匀。对

于贫预混燃烧，不均匀度的一般推荐值为 5% 左

右［16］，可有效控制峰值火焰温度，抑制热力型 NOx

生成。

3.1 喷射孔径对掺混的影响

图 7显示了不同燃料喷射孔径方案下，SMD沿轴

向变化，其中 z为截面到燃料喷射截面的轴向距离，

即混合长度；D为喷嘴出口直径。 z/D=0.16为数据起

始截面，z/D=5.83为喷嘴出口位置，z/D=3.88~4.65为
旋流器所在位置。

随混合过程的进行，SMD逐渐下降，表明混合均

匀性逐渐改善。在 z/D=1之前下降很快，这是因为燃

料以较强的射流动量喷入空气主流，在高浓度梯度

作用下与空气迅速掺混。随后，由于射流动量耗散

以及浓度梯度减小，燃料在空气中的扩散速度逐渐

减缓，而且不同方案下的不均匀度曲线在旋流器之

前（z/D<3.88）出现明显分化。经过旋流器之后，混气

会进一步掺混，直至喷嘴出口，当喷射孔径为 1mm
时，SMD下降最显著，由初始的 121.47%下降至出口

的 6.57%，而孔径 3mm时预混效果最差，喷嘴出口截

面的 SMD值仍然高达 39.06%。

以上表明前期的掺混过程非常关键，且该过程

受到燃料喷射孔径的影响。实际上，当流量一定时，

孔径大小决定射流的出射动量和穿透深度，燃料在

空气主流中会形成一定初始分布，从而影响后续的

掺混。图 8显示了甲烷在喷嘴出口截面和燃料喷射

截面的初始分布，可以发现 4种孔径方案下的甲烷初

始分布相差较大，而且在喷射孔径由大变小过程中，

喷嘴出口的混合均匀性有明显的改善。

为了进一步分析孔径对预混效果的影响机制，

根据文献［17］计算燃料射流的动量通量比为

J = ρ fuel·U
2
fuel

ρ air·U 2
air

（5）
式中 ρ为密度，U为特征速度，下标 fuel和 air代

表燃料射流和空气主流。

表 4给出了四种孔径方案下燃料射流的动量通

量比，计算参数取自同一支喷管相同位置，编号 1~5
表示从喷管根部到顶端沿径向分布的 5个喷射孔。

喷射孔径为 3mm时，平均动量通量比 J仅有 1.46，说
明燃料射流的穿透力很小，难以纵深到两个喷管中

间的区域，而是聚集在喷管附近，导致燃料周向分布

Fig. 6 Mass fraction at different radial positions

on the LSI outlet section

Fig. 7 SMD value along the axial direction

Fig. 8 Final and initial distribution of f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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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此外，大部分燃料从靠近喷管末端的喷孔喷

出，聚集在燃烧器内壁附近，最终形成外环浓度过

高 ，内环浓度过低的状况 ，正如图 8（a）中 d=3mm
所示。

为分析该现象，图 9显示了喷杆附近的压力和速

度分布，可以发现喷管中的气流静压沿径向逐渐增

大，由于压差是气体流动的原因，而喷孔 1~3处的压

力与空气主流相近，这导致大部分燃料沿径向继续

流动，直至喷管末端才经 4，5小孔喷出，进而使外

环燃料多而中心燃料少。表 5进一步给出了四种

孔径方案下喷孔 1~5的流量分配，可以看出，喷管

的喷射总流量基本一致，但随着孔径减小，上述现

象逐渐减弱。这是由于总出流面积变小，喷管内整

体压力提高，使各个喷孔间的流量分配沿径向变得

更均匀，如图 10所示，d=0.5mm时喷管内压力远高

于空气主流，燃料喷出速度沿径向近似均匀。以上

表明，孔径会同时影响燃料分布的周向和径向均

匀性。

当孔径减小到 1mm时，平均动量通量比 J增大到

75.59，燃料射流有足够的穿透能力进入喷管间的区

域。此外，沿径向各个孔的喷射流量有小幅度的增

量，这样的分配规律也符合环形通道外圈面积大的

特征，因此该方案下，燃料在喷射截面上的径向及周

向初始分布都比较合理，最终在喷嘴出口得到均匀

的预混气。

当孔径继续减小至 0.5mm时，平均动量通量比 J

达到 1285，其值相较于孔径 1mm有显著增大。实际

上，假设：（a）所有喷孔的喷射流量近似均匀分配；（b）

除喷孔孔径外，其它条件均不变，视为常量。

根据公式（5），有

J0.5
J1.0

= ( )U fuel, 0.5
U fuel, 1.0

2

（6）
式中 Ufuel取喷孔出口平均速度，即燃料喷射总流

量mfuel与喷射总面积 Afuel之比。

由于喷射总面积 Afuel随孔径 d的减小而减小，且

Afuel~d2，因此当mfuel一定时，得到

U 2
fuel~ 1d4 （7）

比较孔径 0.5mm和 1.0mm时的射流动量通量比为

Table 4 Momentum flux ratio of fuel jet

d/mm
3
2
1
0.5

J

1
0.013
0.332
49.79
1312

2
0.047
2.368
64.93
1141

3
0.301
4.928
77.92
1356

4
2.120
9.101
89.73
1207

5
4.806
12.44
95.62
1409

Average
1.46
5.83
75.59
1285

Fig. 9 Pressure and velocity distribution near the

spray boom (d=3mm)

Fig. 10 Pressure and velocity distribution near the

spray boom (d=0.5mm)

Table 5 Flow rate of fuel orifice (mg/s)

d/mm
3
2
1
0.5

Mass flow rate
1
3.3
4.2
13.0
15.1

2
4.5
11.5
14.7
13.9

3
10.6
16.5
16.1
15.4

4
26.2
22.1
17.3
14.5

5
37.9
25.7
17.8
14.9

Total
77.8
78.9
80.0
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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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0.5
J1.0

= ( )U fuel,0.5
U fuel,1.0

2

= ( )d1.0
d0.5

4

= 24 = 16 （8）
式（8）表明，在假设条件下，d=0.5mm的动量通量

比应该为 d=1mm时的 16倍，同时也说明了减小孔径

对提高射流动量有显著作用。另一方面，由表 4可知

数值计算得到的实际比值为 17，两者接近，佐证了以

上分析。

虽然当孔径为 0.5mm时，燃料的初始分布明显优

于 3mm和 2mm方案，但由于内环的喷管间距较小，过

高的射流动量导致内环中分面处燃料浓度偏高，最

终计算得到喷嘴出口 SMD为 7.73%，略高于孔径 1mm
的方案。

以上结果表明，初始阶段燃料的分布是整个掺

混过程的关键，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燃料/空气在有限

距离内可以达到的最终预混效果。通过减小喷射孔

径可以提高射流动量，从而得到较好的初始燃料场，

但并不是越小越好。喷射孔径的设计应该使燃料射

流具有合理的穿透能力，使之进入空气主流后形成

良好的径向与周向分布，以利于后续的掺混。定义

无量纲当量孔径为

b = d
D p

（9）
式中 d为燃料喷射孔径，Dp为预混通道在喷射截

面处的直径。

对于本文设计的预混机构，采用 6支喷管，在两

侧按等间距等径布置燃料喷射孔时，存在最佳当量

孔径 b=0.01及对应的平均动量通量比 J=75.59，使混

合效果最优，此时出口 SMD=6.57%。

在工程应用中，喷射孔的设计还应该结合实际

来流方向、湍流度和燃烧器结构等因素，综合考虑喷

射孔数量和位置等参数以满足预混均匀性要求。

3.2 孔板阻塞比及叶片角对掺混的影响

在湍流预混过程中，燃料喷射进入空气主流并

形成一定初始分布，然而随着掺混进行，截面上的浓

度梯度必然减小，燃料扩散进程也将随之减缓。在

主流湍流度较小的情况下，如果仅依靠自然扩散，则

需要很长的混合距离才能满足要求。实际上，气体

的扩散不仅依赖于浓度梯度，也与流场特性密切相

关，本节研究弱旋流流场特性对掺混的影响。

如图 11所示，气流在弱旋流喷嘴中分为两个通

路，经孔板形成的直流通量和经旋流叶片折转方向

形成的旋流通量，两部分气流在旋流器下游汇合并

相互作用。

弱旋流喷嘴的旋流数 S［3］为

S = 23 tan θ
1 - R3

1 - R2 + R2 ( )1
R2
- 1

2 ( )1
x s
- 1

2 （10）

式中 θ为叶片几何转角，R为直流通道内径与喷

嘴内径比值，xs是旋流通量占总流量的比值，其值通

过数值计算获取。

式（10）中 S体现的是直流/旋流气流共同作用下

的综合旋流强度，这与常规高旋流燃烧器中描述的

旋流强度并不完全一致。实际上，由计算式可以看

出，R为定值时，弱旋流喷嘴的旋流特性由两方面因

素决定：（1）气流中旋流通量所占的比例 xs，受孔板和

叶片参数控制；（2）这部分旋流通量中的气流剪切强

度，主要受叶片参数控制。因此，本节通过改变孔板

阻塞比 BR和叶片角 θ来改变以上两方面因素，从而

分析弱旋流流场特性的变化及其对掺混的影响。

当固定叶片角 θ为 42°时，改变孔板通流面积以

改变阻塞比 BR，从而调节气流在直流和旋流通道间

的分配比例。结果如图 12所示，当 BR由 0.379增大

到 0.871，孔板的通流能力逐渐减小，使更多气流流经

叶片，旋流通量占总流量的比例 xs由 55.19%增大到

87.48%，同时 S也由 0.374增大到 0.724。另外，喷嘴

出口 SMD随阻塞比增大而减小，从 17.11%降低到

8.30%，如图 13所示。

Fig. 11 Structure of low swirl flow field

Fig. 12 Effect of blockage ratio on the proportion of

swirling flux and the swirl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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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固定孔板阻塞比 BR=0.576时，改变叶片几何

转角 θ以调节旋流强度，其中 θ=0°表示无旋流情况，

结果如图 14所示。随叶片角增大，叶片通道内气流

静压增大，使更多气流流经孔板，xs由 76.48%减小到

56.59%。然而，需要注意由于气流折转角度变大，旋

流通量中的气流剪切强度也增强，此时 S反而是增大

的。喷嘴出口 SMD随叶片角增大而减小，由 36.99%
降低到 9.73%，如图 15所示。

可以发现，增大 BR和增大 θ时，外环旋流通量占

比 xs的变化趋势相反，但喷嘴出口 SMD都降低。同

时，注意到两种情况下综合旋流数 S是一致增大的，

说明出口 SMD随 S增大而降低。这表明燃料 /空气

在喷嘴中的掺混性能不受旋流 /直流通量比例或外

环气流剪切强度单方面的控制，而是由两方面因素

共同作用，这种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可以通过 S反映，

事实上，这与式（10）描述的弱旋流流场特性是相

符的。

旋流作用可以加快燃料在空气中的扩散进程，

对改善掺混性能有显著效果。图 16显示了叶片角在

0°，30°，42°和 50°时燃料的浓度分布变化，预混气流

经收缩段进入喷嘴段时的燃料分布是一致的，在周

向很不均匀，SMD高达 47%，在经过旋流器后，四种

方案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无旋情况下，气流所受

扰动很小，燃料扩散缓慢，喷嘴出口的混合均匀性与

入口相比只有微幅改善。当 θ不为 0°时，气流经叶片

折转产生切向速度，强化了燃料的周向扩散，此外气

流的旋转运动也延长了实际混合距离，使燃料与空

气在有限轴向空间内混合得更加充分。随 θ增大，旋

流作用逐渐增强，掺混进程变得更快，喷嘴出口的燃

料分布尤其是周向分布也更加均匀。

另一方面，孔板和旋流叶片下游的湍流强度都

随 θ增大而增强，如图 17所示，较高的湍流度可以加

快燃料扩散。孔板上密布的小孔也有助于将局部富

集的燃料分散，有利于后续掺混。

Fig. 13 Effect of blockage ratio on SMD

Fig. 14 Effect of vane angle on the proportion of

swirling flux and the swirl number

Fig. 15 Effect of vane angle on SMD

Fig. 16 Variation process of fuel distribution along the

axial direction

Fig. 17 Turbulence intensity downstream of the 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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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表明，燃料/空气在弱旋流喷嘴内的掺混受

到旋流/直流通量比例以及外环气流剪切强度的共同

影响，通过增大孔板阻塞比或叶片几何角的方式能

够强化旋流作用，进而提高燃料/空气的预混均匀性。

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弱旋流燃烧是依靠中心速度

衰减的发散流场而不是回流区来稳焰的，如果中心

直流通量不足，弱旋流流场可能会逐步向传统的强

旋流结构转变，超出临界条件后，喷嘴出口不再形成

稳定的脱体火焰，从而失去弱旋流燃烧的相关优势。

因此，这里所说的强化旋流，是要在保证弱旋流流场

的前提下，合理提高旋流数，以利用旋流作用来促进

燃料/空气掺混，使排放和燃烧稳定性都能够满足要

求。目前先进燃烧室所用的旋流器一般比 1低［18］，通

常认为旋流数大于 0.8时必然为强旋流，而典型的

LSI旋流数一般在 0.4~0.6［19-24］。在本文中，当叶片角

θ =42°，孔 板 阻 塞 比 BR=0.576 时 ，综 合 旋 流 数 S=
0.514，喷嘴内流动处于弱旋流状态，此时的旋流强度

已经对掺混有了很好的促进效果。

4 结 论

本文针对弱旋流燃烧器设计了预混方案，对燃

料/空气掺混过程进行数值计算，分析了燃料喷射孔

孔径和弱旋流特性对掺混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1）在弱旋流喷嘴上游布置预混机构，通过预先

分散的方式喷射燃料能够获得理想的掺混效果，同

时充分保留下游的弱旋流特性。下游的旋流作用可

以加速燃料的周向扩散，延长实际混合距离，对改善

掺混性能有显著效果。通过增大孔板阻塞比 BR或叶

片几何角 θ的方式会强化旋流作用。

（2）燃料的初始分布是整个掺混过程的关键，决

定了在有限空间内可以达到的最终混合效果。喷射

孔径的设计应该使燃料射流具有合理的穿透能力，

使之进入空气主流后形成良好的径向与周向分布，

以利于后续的掺混。对于本文设计的预混机构，存

在最佳当量孔径 b=0.01及对应的平均动量通量比 J=
75.59，使混合效果最优，此时喷嘴出口预混空间不均

匀度 SMD=6.57%。

（3）在弱旋流喷嘴段，掺混效果受到旋流与直流

通量的比例以及旋流通量中气流剪切强度的共同影

响，这种作用可以通过综合旋流数 S体现，S增大时混

合效果变好。但在实际设计中，要综合考虑稳焰的

要求，要在保证弱旋流流场的前提下，合理提高旋流

数，以利用旋流作用来促进燃料/空气掺混，使排放和

燃烧稳定性都能够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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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值班供油时斜流驻涡燃烧室
出口温度分布特性研究 *

江 平，何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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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京 210016）

摘 要：为深入了解和掌握仅值班供油时斜流驻涡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特性，开展了不同进气速度

和油气比下燃烧室出口温度径向分布、不均匀性及出口温度分布系数 （OTDF） 和出口径向温度分布系

数 （RTDF） 的研究，并结合凹腔内火焰形态分析了出口温度分布特性的变化原因。结果表明，不同进

气速度和油气比下出口温度径向分布都呈现为中间高、两端低，温度峰值在 0.6倍燃烧室出口高度位置

处；不同进气速度下，高温区整体偏向燃烧室出口中心上方；不同油气比下，高温区主要靠近燃烧室出

口中心；随着进气速度增加，不均匀性、OTDF增大，高温区从燃烧室出口中心上方往中心偏移；随油

气比增加，不均性减小，OTDF和RTDF基本都是先减小后缓慢上升，高温区从燃烧室出口中心下方偏

移到中心上方；这与凹腔内燃烧情况息息相关，取决于燃油分布、后进气掺混作用、凹腔当地油气比和

高温产物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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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et Temperature Profile Characteristics of Mixed-Flow
Trapped Vortex Combustor by Pilot-Fueling Only

JIANG Ping，HE Xiao-min
（Jiang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erospace Power Systems，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To deeply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outlet temperature profi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xed-flow
trapped vortex combustor by pilot-fueling only，the research on parameters such as outlet radial temperature pro⁃
file，non-uniformity，and outlet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factor（OTDF）and radial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fac⁃
tor（RTDF）under different inlet air velocities and fuel/air ratios was carried out. The reason for the change of the
outlet temperature profile characteristics was analyzed by combined with the flame morphology in the cav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utlet radial temperature profile at different inlet air velocities and fuel/air ratios is high in
the middle，low at both ends，and the temperature peak is at 0.6 times the height of the exit of the combustor. The
high temperature zone is generally biased above the outlet center at different inlet air velocities. The high tempera⁃
ture zone is mainly located at the outlet center under different fuel/air ratios. As the inlet air velocity incr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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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on-uniformity and OTDF increase，and the high temperature zone shifts from above the outlet center to the
center. As the fuel/air ratio increases，the non-uniformity decreases，and OTDF and RTDF basically decrease
first and then slowly increase，and the high temperature zone shifts from below the outlet center to above the out⁃
let center.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mbustion situation in the cavity，which depends on the fuel distribu⁃
tion，the driving-air mixing effect，the local fuel/air ratio in the cavity，and the location of high temperature prod⁃
ucts.

Key words：Mixed-flow trapped vortex combustor； Outlet temperature profile； Pilot-fueling； Flame
morphology；High temperature zone

1 引 言

出口温度品质是航空发动机燃烧室的重要性能

指标之一，特别是出口温度分布和热点温度对涡轮

部件的性能、寿命和可靠工作起着决定性作用［1］。随

着现代航空发动机对燃烧室出口温度品质要求的不

断提高［2］，出口温度分布特性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者

和科研单位的重视。

驻涡燃烧室［3］是 20世纪 90年代由美国空军研究

试验室和美国通用公司提出的一种高效燃烧室［4］，采

用分级（值班级和主燃级）燃烧组织方式［5］：小状态下

仅值班级供油，稳定火焰；大状态下值班级和主燃级

同时供油，输出能量。驻涡燃烧室按其结构可分为

双凹腔驻涡燃烧室［6］和单凹腔驻涡燃烧室［7］。双凹

腔驻涡燃烧室内含有两个对称分布的凹腔结构［8］，单

凹腔驻涡燃烧室内只有一个凹腔结构［9］。相比双凹

腔驻涡燃烧室，单凹腔驻涡燃烧室结构更加紧凑［10］，

长度短，大大减少燃烧室的体积和重量，具有很好的

应用前景［11］。本文设计的斜流驻涡燃烧室［12-13］是在

单凹腔驻涡燃烧室技术上发展而来的，用于涡轴发

动机上的一种燃烧室，它将带有单凹腔结构的火焰

筒斜向放置在燃烧室右侧，采用分级燃烧室组织方

式：小状态下，仅值班供油，燃油全部供入凹腔，稳定

火焰并为发动机提供一定功率；大状态下，值班和主

流同时供油，输出所需能量［14］。但斜流驻涡燃烧室

结构的非对称性，给出口温度场的设计和调控带来

了很大的技术挑战。

Agarwal等［15］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在仅凹腔供油

时研究了不同进气速度下单凹腔驻涡燃烧室出口温

度分布，发现出口温度分布系数不随进气速度变化，

高温区主要分布在靠近凹腔侧的壁面处。Agarwal
等［16］又在原模型上增加了联焰板，试验研究了联焰

板个数和凹腔长深比对出口温度分布的影响，希望

通过增加主流与凹腔气流的相互作用，改变凹腔内

燃烧状态和高温产物分布，来获得令人满意的出口

温度品质，结果表明，联焰板个数并没有对出口温度

分布带来影响，高温区还是集中分布在靠近凹腔侧

的壁面处，但是随着联焰板个数的减少，出口温度分

布系数降低。而凹腔长深比的改变，高温区位置发

生了明显的变化，使其分布在远离凹腔侧的壁面处。

郝艳娜［17］在不同油气比下对单凹腔驻涡燃烧室出口

温度分布进行了试验研究，发现仅值班级供油时，低

温区分布在 0.2倍出口高度位置以下，高温区分布在

0.4倍出口高度位置以上且基本呈一条直线；而在值

班级和主燃级同时供油时，低温区还是分布在 0.2倍
出口高度位置以下，高温区分布在 0.4倍出口高度位

置以上，但 0.8倍出口高度位置温度略低于最高温

度，整体温度还是偏上。孔祥雷等［18］研究了不同燃

油温度下涡轮级间单凹腔驻涡燃烧室出口温度分

布，仅值班级供油时，出口温度随着出口高度的增加

一直增加。从上述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仅在值班级

供油时，单凹腔驻涡燃烧室出口温度高温区分布靠

近凹腔侧的壁面，导致出口温度品质变差。气动参

数和燃油参数对出口温度分布的影响较小，凹腔结

构参数对出口温度分布影响较大。

为深入了解和掌握仅在值班级供油时斜流驻涡

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特性及其影响因素，本文采用

如下研究方案：（1）燃油全部供入凹腔燃烧，主流不

供油下进行试验研究。（2）开展同一油气比、不同进

气速度下出口温度分布特性研究。（3）开展同一进气

速度、不同油气比下出口温度分布特性研究。（4）在

此基础上，结合火焰形态深入分析不同进气速度、油

气比下出口温度分布特性异同及其变化原因，掌握

仅值班级供油时斜流驻涡燃烧室进气速度、油气比

下出口温度场分布特性及其变化规律。

2 试验模型、系统及参数

2.1 试验模型

本文所研究的斜流驻涡燃烧室为三头部扇形试

验模型件。其基本结构主要包括扩压器、机匣、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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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试验模型件的一些关键特征和各结构之间的装

配位置关系如图 1所示。扩压器和机匣由厚度为

10mm的耐热不锈钢（310S）制成，火焰筒由高温合金

（GH3044）加工而成，其厚度为 1mm。

机匣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机匣和扩压器做成

一个整体，通过法兰与后机匣连接。后机匣包裹着

整个火焰筒，并为点火电嘴、燃油喷嘴和石英玻璃窗

口提供安装座。后机匣侧壁上开设有 57mm×30mm
和 38mm×34mm的石英玻璃窗口，可以有效地观测到

火焰筒内火焰形态。火焰筒包括一个单凹腔、上掺

混进气板、下掺混进气板、前掺混进气板、左侧盖板

和右侧盖板等结构。其中，单凹腔由凹腔前壁、后壁

和侧壁三部分组成，凹腔前进气通过凹腔前壁上的

进气槽供入，凹腔后进气通过凹腔后壁上的六个矩

形孔供入，主流空气通过六个矩形孔供入。在火焰

筒下游设置了四排掺混孔，上掺混进气板和下掺混

进气板各两排且交错排列，如图 2所示。

2.2 试验系统

试验系统包括螺杆压气机、流量控制阀、加温

器、涡街流量计、试验模型件、测量系统、燃油供给

系统和点火系统，如图 3所示。气源由螺杆压气

机提供，最大供气流量为 1.5kg/s，最大排气压力为

0.8MPa。空气流量由涡街流量计测量，测量精度≤1%。

空气通过电加温器来加热，其额定功率为 200kW，

最大功率下可以将 1kg/s空气加热至 523K。采用火

花点火方式对燃烧室点火，点火能量为 20J，点火频

率 14Hz。
采用 RP-3航空煤油作为燃料，转子流量计用于

测量燃油流量，测量精度≤1%。液态燃油通过三个周

向均布的离心喷嘴供入凹腔，离心喷嘴雾化锥角为

60°，流量数为 3.6（kg/s）·MPa0.5。通过喷嘴流量特性

试验，得到燃油流量与喷嘴供油压差之间的变化关

系，如图 4所示。

火焰形态通过石英玻璃窗口观察，并由一台高

速摄像机拍摄、记录，其最大分辨率为 2336×1728像
素，最大频率为 730fps，最小曝光时间为 1μs。燃烧

室进口温度采用铠装热电偶测量，出口温度采用 B
型热电偶温度耙测量，偶丝直径 0.5mm。温度耙上设

有 12个温度测点，其位置如图 5所示。温度耙所测燃

烧室出口面积为 10.39cm2，测量点密度为 0.86点/cm2，

满足出口温度测量的要求：包含热点的试验数据要

求测量点密度大于 0.25点/cm2［19］。

采用美国国家仪器公司的 PXIe-1082系统对温

度信息记录和处理，测温模块为 NI PXIe-4353高精

Fig. 3 Schematic of the experimental setup

Fig. 1 Schematic of mixed-flow TVC test rig

Fig. 2 Side view of mixed-flow TVC l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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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热电偶模块，测量精度≤0.26℃。在每个温度测点

位置，每次采集 50个温度数据求其平均值，采样频率

为 5Hz。采用 Shaddic［20］的方法对所测温度数据进行

修正，修正后的铠装热电偶测量精度小于±1.5K；B型

热电偶测量精度小于±5K。其修正公式为

T g = T tc + ε tcσ 0d
kNu

[ (T 4
tc - T 4

w ) ] （1）
式中 T g 为被测高温气体的实际温度；T tc 为热电

偶的测量温度；Tw 为环境温度；ε tc为辐射率；σ 0为斯

忒藩-波尔滋蔓常数；d为热电偶热端焊点直径；k为

导热率；Nu为努赛尔数。

为评估试验系统精度，本文开展了燃烧状态下

重复性试验。先将进气流量调整至 0.2kg/s，进气温度

加热至 500K；然后将燃烧室点燃，调整总油气比到

0.02后采集燃烧室出口温度数据，并记录下进气流

量、燃油流量、进气温度等参数。该过程进行 5次，求

得各参数的平均值，结果如表 1所示。从表中可以看

出，测量参数误差都很小，说明试验系统有很好的

精度。

2.3 研究参数

试验在进气压力 101kPa，进气温度 500K条件下

进行，主要包括：（1）同一油气比、不同进气速度下出

口温度分布特性研究；（2）同一进气速度、不同油气

比下出口温度分布特性变化研究；（3）同一进气速

度、不同油气比下凹腔内火焰形态研究，具体参数如

表 2所示。

3 结果与讨论

3.1 出口温度分布

斜流驻涡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随进气速度和油

气比的变化分别如图 6（a）和 6（b）所示。为有效地分

析出口温度分布特性，本文对温度数据进行了无量

纲化，图中横坐标为无量纲温度（T4/T̄4），其中 T4为出

口温度，T̄4 为出口平均温度；纵坐标为无量纲高度

（y/H），其中 y为温度测点位置，H为与燃烧室出口高

度。从图 6中可以看出，在本文所有的试验工况条件

下，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曲线并不是平坦的直线，沿

燃烧室出口径向高度方向是不均匀的，出口温度分

布为中间高，两端低，出口温度峰值在出口高度 y/H=
0.6处。虽然不同进气速度和不同油气比下出口温度

分布类似，但从图 6中还是可以看出一些不同：（1）不

同进气速度下 y/H=0.8处的出口温度与出口平均温度

的最大温差要比不同油气比下的出口温度下小；（2）
不同进气速度下 y/H=0.8处的出口温度超过了平均温

度，而不同油气比下 y/H=0.8处的温度要小于平均温

度；（3）不同进气速度下出口温度超过平均温度的范

围要小于不同油气比下；（4）y/H=0.8处的温度随着进

气速度增加而下降，随着油气比增加而升高；而 y/H=
0.2处和高温区的温度随着进气速度增加而升高，随

Table 2 Summary of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Experimental
content

Temperature profile
Flame morphology

Inlet air pressure
p3/kPa
101
101
101

Inlet air temperature
T3/K
500
500
500

Inlet air velocity
Ua/（m/s）
40/45/50
50
50

Fuel/air ratio
FAR

0.02
0.01/0.014/0.016/0.02
0.005/0.01/0.015/0.02

Table 1 Uncertainty of measurement parameters

Parameter
Inlet air mass flow rate/（kg/s）
Fuel mass flow rate/（L/h）
Inlet air temperature/K

Outlet air average temperature/K

Average
value
0.2
18.48
500
1103.4

Uncertainty
1.8×10-3
0.02
1.5
2.5

Precision/%
0.9
0.1
0.3
0.23

Fig. 4 Fuel mass flow rate characteristic curve of nozzle

Fig. 5 Temperature rake measurement point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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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油气比增加而降低。

从图 6（a）中可以看出，不同进气速度下，y/H=0.2
处温度都要小于平均温度，而 y/H=0.8处温度基本超

过平均温度，这说明燃烧室出口的高温区整体上是

偏向出口中心上方。随着进气速度增加，y/H=0.2处
温度升高，而 y/H=0.8处温度减小，y/H=0.4和 0.6处温

度升高，这说明高温区在向燃烧室出口中心偏移。

不同进气速度下出口最高、最低温度与平均温度的

不均匀度，如表 3所示。从表 3中可以看出，随着进

气速度从 40m/s增加到 50m/s，出口温度最大值、最小

值与平均温度的比例差距越来越大，使得出口温度

不均匀度从 0增加到 66.7%。从图 6（b）中可以看出，

不同油气比下，y/H=0.2和 0.8处温度基本都不超过平

均温度，这说明燃烧室出口的高温区主要靠近出口

中心。随着油气比增加，出口的高温区从中心下方

偏移到中心上方：当油气比在 0.01时，y/H=0.2处温

度要高于 y/H=0.8处，说明出口高温区偏向出口中心

下方；而油气比增加到 0.02时，y/H=0.8处温度要高于

y/H=0.2处，说明出口高温区偏向出口中心上方。从

表 4不同油气比下出口最高、最低温度与平均温度的

不均匀度中可以看出，随着油气比从 0.01增加 0.02，
出口温度最大值与平均温度的差值逐渐减小，从 15%
减小到 12%；而出口温度最小值与平均温度的差值则

是先减小后增大，从 6%减小到 2%后升至 4%，使得

出 口 温 度 不 均 匀 度 从 60% 增 大 到 86% 后 减 小 到

66.7%。

为进一步了解不同进气速度和油气比下出口温

度分布情况，掌握出口温度场分布变化规律，本文对

Table 4 Effect of fuel/air ratio on uniformity of outlet temperature profile

FAR

0.010

0.014

0.016

0.020

Temperature
Low
High
Low
High
Low
High
Low
High

Location
y/H=0.8
y/H=0.6
y/H=0.8
y/H=0.6
y/H=0.2
y/H=0.6
y/H=0.2
y/H=0.6

T4/T̄4
0.94
1.15
0.98
1.14
0.97
1.13
0.96
1.12

Difference/%
6
15
2
14
3
13
4
12

Uniformity/%
60

86

76.9

66.7

Fig. 6 Effect of inlet air velocity and fuel-air ratio on temperature profiles (T3=500K, p3=101kPa)

Table 3 Effect of inlet air velocity on uniformity of outlet temperature profile

Ua/（m/s）
40

45

50

Temperature
Low
High
Low
High
Low
High

Location
y/H=0.2
y/H=0.6
y/H=0.2
y/H=0.6
y/H=0.2
y/H=0.6

T4/T̄4
0.91
1.09
0.95
1.10
0.96
1.12

Difference/%
9
9
5
10
4
12

Uniformity/%
0

50

66.7

1307



推 进 技 术 2021 年

出口温度分布系数 OTDF和出口径向温度分布系数

RTDF试验结果进行了深入分析。OTDF是指燃烧室

出口截面燃气最高总温与平均总温之差和燃烧室总

温升的比值；RTDF定义为燃烧室出口截面同一半径

上各点总温，按周向取算术平均后求得的最高平均

径向总温与出口平均总温之差与燃烧室温升的比

值，其计算公式为

OTDF = T̄4max - T̄4
T̄4 - T̄3 （2）

RTDF = T̄4rmax - T̄4
T̄4 - T̄3 （3）

式中 T̄4max为出口燃气最高平均总温；T̄4rmax为出口

燃气最高平均径向总温；T̄4为出口燃气平均总温；T̄3
为燃烧室进口总温。

图 7（a）和图 7（b）分别为不同油气比和不同进气

速度下 OTDF和 RTDF的试验结果，图中给出了与总

油气比相对应的凹腔当地油气比。从图 7中可以看

出，在本文试验参数范围内，OTDF的变化在 0.145～
0.264，RTDF基本上维持在 0.11~0.14。同一油气比

下，随着进气速度的增加，OTDF基本上是增加的，这

说明进气速度的增加，使燃烧室出口温度场更不均

匀，这与表 3分析得到的结果相一致。在进气速度为

40m/s时，油气比从 0.0156增加到 0.0225，凹腔当地油

气 比 从 0.0624 增 加 到 0.09，OTDF 从 0.145 增 加 到

0.192，RTDF从 0.125减小到 0.11而后又增加到 0.13。
进气速度 50m/s时，油气比从 0.0115增加到 0.0205，
凹腔当地油气比从 0.046增加到 0.082，OTDF从 0.264
降至 0.220，RTDF从 0.096增加 0.12后减小到 0.115左
右，这说明出口温度场不均匀度随着油气比先增加

后减小，这与表 4分析得到的结果相一致。总的来

说，凹腔当地油气比在化学恰当比时，OTDF和 RTDF

都比较小；在贫油和富油燃烧时，OTDF和 RTDF都有

所增加。

3.2 出口温度分布特性变化原因分析

为深入分析出口温度分布特性及其变化原因，

本文研究了凹腔内火焰形态随油气比的变化情况。

试验中记录了四种油气比 0.005，0.01，0.015和 0.02
下的火焰形态图像，见图 8。在图 8所示的火焰形态

照片中，燃烧室进口的进气方向是从左到右，凹腔内

各进气位置和方向如图中红色箭头所示。图 9为燃

烧室内流动情况示意图，凹腔具有驻定的双涡结

构［13］，主涡（a处）和副涡（b处）。

从图 8 中可以看出，在凹腔中观察到了稳定的火

焰，但是凹腔中火焰的形状和分布范围随着油气比

在不断变化。图 8（a）为凹腔在贫油条件下火焰结构

图像，此时燃烧室的总油气比为 0.005，凹腔当地油气

比 0.02，火焰稳定在中间凹腔区的主涡内，形成一个

小的火团。当总油气比增加到 0.01，凹腔当地油气比

0.04，火焰形态如图 8（b）所示。火焰充满了整个凹腔

的主涡（图 9的 a处），主涡顺流区（图 9的 1处）的气

流看似与凹腔后进气（图 9的 2处）混合后，将要越过

凹腔后进气向燃烧室下游流动，流出凹腔。但是，大

多数气流在凹腔后进气射流作用下进入主涡的逆流

区（图 9的 3处），回流到了凹腔前进气入口处，凹腔

后进气后方位置（图 9的 5处）火焰极少，这意味着燃

料基本都将在主涡内消耗，极少数燃油越过凹腔后

进气燃烧。当油气比增加到 0.015，凹腔当地油气比

在 0.06后，如图 8（c）所示，图像亮度增加，凹腔内的

燃烧区范围明显增加。从图中可以看出凹腔内各射

流的位置和穿透深度，特别是凹腔后进气的射流位

置和穿透深度非常明显。火焰到达凹腔后进气位置

后向斜上方运动，说明凹腔后进气具有足够的穿透

Fig. 7 Effect of inlet air velocity and overall fuel/air ratio on OTDF and RTDF (T3=500K, p3=101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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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火焰可以达到凹腔前壁主流进口（图 9的 4
处），加强了凹腔内的主涡流动。而强烈的回流运动

将高温产物驻定在凹腔中，使燃油尽可能地在凹腔

内消耗殆尽。当油气比增加到 0.02，凹腔当地油气比

为 0.08后，从图 8（d）中可以看出，火焰已超出了主涡

区的范围，在副涡（图 9的 b处）内燃烧，甚至越过了主

流进气口到达了火焰筒前掺混壁面，后进气口后方

位置也充满了火焰，说明越过后进气的燃油比重在

增加，但火焰没有后拖，燃油可以在掺混孔之前完全

消耗。

从图 8中可以看出，凹腔内具有稳定的涡系结构

和很强的回流强度，燃油基本在凹腔中燃烧，增加了

燃油的滞留时间；后进气具有足够的穿透深度，可以

将高温产物带到凹腔前壁的主流进口，与主流掺混

后流出燃烧室，再配合上掺混孔的掺混作用，燃烧室

出口分布温度呈现为两端低、中间高。低油气比时，

凹腔处于贫油燃烧状态，如图 8（a）、8（b）所示，燃油

基本上都在凹腔主涡（图 9的 a处）内燃烧，后进气将

大量高温产物带到了主流进口（图 9的 4处），使得后

进气后方位置（图 9的 5处）气流很难被高温产物加

热，一方面使高温区偏向出口中心下方，如图 6（b）所

示；另一方面会增加高温区和低温区的温度梯度，增

加出口温度的不均匀度。因而，此时的 OTDF 和

RTDF都很大；而随着油气比增加到 0.015，凹腔当地

油气比为 0.88，如图 8（c）所示，凹腔内燃烧区域扩大，

火焰筒内大多地方可以被加热，缩小了火焰筒内高、

低温之间的差距，不均匀度降低，OTDF和 RTDF也会

下降，如图 7所示。当油气比进一步到 0.02，此时凹

腔处于富油燃烧状态，如图 8（d）所示，后进气后方位

置燃烧的燃油比重在增加，高温产物增多，而这部分

高温产物是沿着火焰筒上壁面流出燃烧室，其掺混

时间和掺混距离都要小于火焰筒下壁面的高温火

焰，一方面会使出口的高温区整体上会偏向出口中

心上方，如图 6（a）所示；另一方面，会增加火焰筒上

部和下部的温差，增加出口温度场的不均匀度，

OTDF和 RTDF会增加，如图 7所示，但在较高速度下

这种温差变化可能会不太明显，因为较高速度下，

高、低温区热量交换也会增多，可以减小高、低温与

平均温度的不均匀度，使出口温度场更均匀，因此，

较高速度下，富油状态燃烧时 OTDF和 RTDF上升较

缓。综上所述，在同一速度下，随着油气比增加，越

过后进气的燃油比重越来越多，后进气后方位置高

温产物不断增多，使出口温度分布高温区从中心下

方偏移到中心上方。而随着进气速度增加，一方面

空气流量会增加，同一油气比下燃油流量增加，使得

Fig. 9 Illustration of flow field and combustion zones

Fig. 8 Effect of fuel-air ratio on flame morp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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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喷嘴供油压差增加，燃油雾化质量会提高，供入

凹腔的燃油液滴平均直径会减小，燃油颗粒更容易

跟随气流运动；另一方面，燃烧室内各进气射流之间

掺混作用加强，凹腔内回流区强度、后进气的穿透深

度和速度都在增加［13］，燃油不容易到后进气下游，后

进气后方位置燃烧的燃油比重减小，这样会有更多

的燃油被带到主流进口燃烧，这样一来，火焰筒上方

的温度升高变缓靠近平均温度，而火焰筒下方的温

度会快速升高靠近平均温度，使高温区向火焰筒中

心偏移。

4 结 论

为了解和掌握仅值班供油时驻涡燃烧室出口温

度分布特性，本文设计了一个利用驻涡稳焰、燃油全

部供入凹腔燃烧的斜流驻涡燃烧室，研究了进气速

度和油气比对斜流驻涡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OTDF

和 RTDF的影响，并结合凹腔内火焰筒形态分析了出

口温度场特性及其变化原因，得到以下结论：

（1）不同进气速度和油气比下出口温度分布在

径向高度上都呈现为中间高、两端低，温度峰值在

y/H=0.6处；同一油气比、不同进气速度下，燃烧室出

口高温区整体偏向出口中心上方；同一进气速度、不

同油气比下，燃烧室出口高温区主要靠近出口中心。

（2）随着进气速度增加，y/H=0.2和峰值处的温度

升高，y/H=0.8处的温度下降，高温区从燃烧室出口中

心上方向出口中心偏移，出口温度最大值、最小值与

平均温度的不均匀度增加，OTDF增大。

（3）随着油气比增加，y/H=0.2和峰值处的温度下

降，y/H=0.8处的温度升高，高温区从燃烧室出口中心

下方偏移到出口中心上方；OTDF和 RTDF基本都是

先减小后缓慢上升，贫油和富油状态下出口温度最

大值、最小值与平均温度的不均匀度增加；对于任意

给定的燃烧室进气速度，都有一个最佳的油气比，使

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更均匀。

（4）从试验结果来看，斜流驻涡燃烧室出口温度

分布与凹腔内燃烧情况息息相关，取决于燃油的分

布、后进气的掺混作用、凹腔当地油气比和高温产物

位置。后进气掺混作用越强，后进气口下游的燃油

比重越小，有更多的燃油和高温产物分布到主流进

口，这使得燃烧室出口上部温度比下部温度越低，出

口峰值温度越高。越过后进气的燃油比重过大，后

进气后方位置高温产物增多，则出口的高温区整体

上偏向出口中心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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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固体火箭发动机中声场对凝聚相粒子的影响，将连续相-离散元（CFD-DEM）耦合

模型应用于固体火箭发动机中多物理场作用下的粒子行为研究，获得了发动机声场与凝聚相粒子的耦合

作用规律。结果表明：CFD-DEM模型可以获得其他模型无法得到的颗粒微观信息，包括颗粒与颗粒间

的碰撞、颗粒与壁面的碰撞以及颗粒与气相间的相互作用等。另外，发动机中不同振型的声场对粒子的

影响也显著不同。径向声场力会使得凝聚相粒子往模型的中心区域汇聚，而在壁面区域基本为粒子真空

区域，粒子的空间不均匀分布极其显著。轴向声场力（发动机一阶基频声波）作用下，粒子呈现周期性

往复运动，且在模型尾部一定位置发生碰撞聚集；颗粒相沿轴向的速度分布整体上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

变化规律，而粒子在碰撞聚集位置速度发生骤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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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tinuous phase-discrete element（CFD-DEM）coupling model was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particle behavior under the action of multiphysics in solid rocket motors，and the effects of acoustic field on parti⁃
cle behavior were studied. Then the coupling law of the two-phase flow and the acoustic field of the motor was ob⁃
tained and analy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FD-DEM model can obtain microscopic information of particles
that cannot be obtained by other models，such as particle-particle collision，particle-gas interaction force and
particle-wall colliding force. In addition，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acoustic vibration model on the particles in the
motor are also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 radial acoustic force will cause the condensed phase particles to con⁃
verge toward the central region of the combustion chamber，while near the wall area is essentially a particle vacu⁃
um region，the spatially uneven distribution of the particles is extremely remarkable. Under the action of axial
acoustic force（first-order fundamental frequency acoustic wave of the motor），the particles periodically reci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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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 and collide at a certain position at the tail of the model. The velocity distribution of the particle phase along
the axial direction increases at first and then decreases，while the speed at which the particles collide gathers sud⁃
denly changes.

Key words：Solid rocket motor；Combustion instability；Acoustic field；Condensed particle flow；Nu⁃
merical simulation

1 引 言

固体火箭发动机中的不稳定燃烧是增益效应与

阻尼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1-3］，其中氧化铝粒子的阻

尼作用是阻尼效应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粒子阻

尼预估方法基于粒子的空间均匀分布假设，然而事

实上，在燃烧不稳定线性增长的过程中，平均压强上

升［4］，声波对粒子的影响作用也逐渐增强，粒子的空

间分布势必发生改变，粒子阻尼也会因此发生改变，

因而增益与阻尼机制之间的平衡被打破。由此可见

发动机中声场对粒子的作用不可忽略，研究发动机

环境下声场对粒子的影响规律很有必要。

国内外一些学者对发动机中声场与粒子的相互

作用进行了研究。Blomshield等［5］通过实验证实了在

低频振荡下，超精细微粒对振荡的衰减不明显。并

从理论上方面分析得到了不同频率下微粒阻尼随微

粒尺寸的变化规律以及最佳粒径与频率的关系。金

秉宁等［6］利用 T型燃烧器对不同粒度铝粉的粒子阻

尼特性和铝粒子分布燃烧响应特性进行了实验研

究。李军伟等［7］也通过试验研究了铝粉在声场中的

振荡燃烧特性。此外，Gallier等［8-9］就发动机声振荡

下铝颗粒分布燃烧对燃烧不稳定的增益作用问题进

行了数值模拟与理论分析。这些研究都表明发动机

中声场与粒子存在相互作用，但是缺少对声场下颗

粒相在流体中运动特性的机理分析和研究，关于发

动机中声场对粒子的具体作用机理尚不明晰。

为了深刻理解发动机中颗粒相在声场影响下的

运动特性基本理论，需要对颗粒运动行为进行准确

描述，包括单个颗粒的运动变化过程，颗粒相的实时

空间分布信息，以及颗粒-颗粒间与颗粒-流体间的

相互作用过程等。而离散元法（DEM）能够灵活地考

虑每个颗粒的运动、受力、相变、变形、团聚、碰撞、沉

积等复杂的运动变化过程［10］，因此可以灵活地跟踪

颗粒的实时变化过程，并且还能灵活耦合其他物理

力场，包括重力场、声场、磁场、静电场等。在探悉发

动机中声场作用下颗粒的运动特性有着不可替代的

优势。

本文基于 CFD-DEM耦合模型，考虑颗粒相、气

相与声场三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对固体火箭发动机

环境下声场对粒子的影响进行数值模拟研究，研究

不同声场力（径向声场力、轴向声场力、无声场力）情

况下颗粒的运动行为特征以及受力情况等，为进一

步为理解燃烧不稳定提供了研究基础。

2 计算模型及其验证

本文采用 CFD-DEM耦合模型，在发动机环境下

声场对粒子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相应的耦合机制需

要考虑到声场，气相和粒子相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

耦合关系，耦合示意图如图 1所示。气相与颗粒相之

间考虑双向耦合，声场与粒子相的耦合依据 Gor`kov
声场作用力理论［11］，考虑声场对粒子的声作用力，暂

不考虑粒子相对声场造成的能量耗散以及声场与气

相间的耦合关系。气相-颗粒相-声场的耦合关系如

图 1所示。

2.1 气相模型

气相模型（CFD）：气相模型的流场可以用连续介

质流体的连续方程和 Navier-Stokes方程来描述，其控

制方程［12］可以表述如下。

连续方程

∂ε f
∂t + ∇ (ε f∙u) = 0 （1）

动量方程

∂ρ fε fu
∂t + ∇ (ρ fε fuu) =-∇p - F fp + ∇εf τ + ρ fε f g（2）

式中 u，ρ f，p和 F fp分别是流体速度，密度，压力和

单位体积内颗粒-流体相互作用力，t代表时间，τ和 εf

Fig. 1 Coupling between acoustic field and two-phase flow

field

1313



推 进 技 术 2021 年

分别是流体粘性应力张量和孔隙率。

2.2 颗粒相模型

粒子相模型（DEM）：离散元模型对粒子的描述

是基于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对每一个粒子的运动进行

追踪，通过考虑系统中每一个粒子的接触或者非接

触力来判断粒子的平动转动增量［12-14］。相对于连续

模型，它的优点是不需要作假设或本构关系来描述

粒子的稳态流动或者封闭方程。对单个粒子而言一

般有两种运动方式：平动和转动。在其运动过程中，

它可以考虑重力，惯性力，声场力，静电力等，并可以

和其它的粒子、壁面或者周围的流体相互作用，交换

动量和能量。具有质量 mi和惯性矩 Ii的粒子 i的平移

和旋转运动的控制方程可以写成

mi

dvi
dt = F f,i +∑j = 1

kc

(F c,ij + F d,ij) + mi gFa （3）

Ii
dωi

dt =∑j = 1
kc (M t,ij + M r,ij ) （4）

vi 和 ωi 分别是颗粒的平动速度和转动速度，k c
是与所研究颗粒相互作用的颗粒数目。引入的相关

的力包括：颗粒与流体相互作用力 F f，i，颗粒重力

mi g，颗粒-颗粒相互作用力包括弹性力 F c，ij 和粘性

力 F d，ij，Fa为声场作用力，详见 2.4。颗粒-颗粒相互

作用力在接触点可以分解为法向和切向两部分。作

用在颗粒上的转矩也包括两部分，由切向力引起的

转矩 M t，ij和由于法向力分布不均减缓颗粒间的相对

转动而引起的转动摩擦转矩 M r，ij。

2.3 气相与颗粒相耦合机制

气相与粒子相的耦合算法，拟采用 CFD与 DEM
的双向耦合算法。在每一个时间步长，由离散元法

计算出每个颗粒的位置和速度。然后在流体网格内

计算孔隙率和单位体积的颗粒-流体相互作用力。

然后用这些数据来计算流体流场进而获得流体作用

在单个颗粒上的曳力，其中曳力的计算采用广泛使

用的 Felice曳力修正模型［15］。这些加上声场力再应

用于离散元中为下一个时间步长去产生颗粒运动的

信息。计算流程示意图如图 2所示。

2.4 声场与粒子相耦合机制

声场与粒子相的耦合基于 Gor`kov［11］的声场作用

力理论实现。理论表明沿声波传播的轴向是声作用

力最显著的方向，典型的正弦声波声压曲线，在声压

波节（Pressure node）处压强值为 0，而在波节前后位

置，声波产生的作用力都将指向波节位置。因此，粒

子在声波作用的空间里，会由于声波的作用而逐渐

向波节处靠近。借此原理开展声场与粒子相互作用

研究。Gor`kov的经典轴向声作用力计算公式在声场

与粒子相互作用的研究中应用很广泛。Yang等［12］利

用 Gor`kov的声作用力计算公式完成了颗粒与声场的

耦合，通过数值模拟方法成功再现了 Shi等［16］关于微

通道中液体-颗粒流中颗粒的汇聚收集实验过程。

Jeonghun等［17］也以 Gor`kov的声作用力计算公式为理

论依据，成功将微通道中的胶体悬浮液中不同尺寸

（1，5，10μm）颗粒按尺寸梯度连续分离。程梅［18］也通

过它来描述悬浮颗粒在驻波声场中发生迁移运动时

悬浮颗粒所受的声辐射力。可见通过 Gor`kov的声作

用力计算公式描述声场中流体-颗粒流中颗粒所受

的声场力是可信的。Gor`kov的声作用力的具体计算

可以由以下方程得到

F a = - πp
2
0V p βp
2λ φ ( β,ρ )sin2kx （5）

φ (β,ρ) = 5ρp - 2ρ f2ρp + ρ f -
βp
β f

（6）

β f = 1
ρ f c20

, βp = 1
ρp c20

（7）
式中 p0为声压幅值，Vp是颗粒体积，λ是波长。βp

和 βf分别为颗粒和流体的可压缩性，φ为声学对比因

子，ρp和 ρf分别为颗粒与流体的密度，C0为流体介质

中的声速，取值为 972m/s。
2.5 模型参数设置

本文计算模型采取以下假设：

（1）只考虑发动机内一阶振荡；

（2）发动机燃烧室近似认为是一定比例缩小的

圆柱形；

（3）粒子初始分布为均匀分布；

（4）以发动机的稳态流场为基准。烧室内流体

速度较低，通常低于 0.3马赫，可以近似为不可压缩

Fig. 2 Coupling between CFD and 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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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

边界条件设置如下：

气相：采用速度入口边界条件，选取发动机头部

区域粒子为对象进行研究，发动机头部流速一般很

小，故本文选取气相的流速为 5m/s。
颗粒相：粒子总量恒定，颗粒随流体离开出口

（出口处颗粒的平均流量为 0.184g/s），则入口处补充

同样质量流率的颗粒即 0.184g/s。粒子直径依据粒度

分布曲线，取峰值之一的 100μm。

声场：在发动机中，声振荡幅值一般在燃烧室压

力的 10%以上，本文以燃烧室压力为 10MPa的发动

机为例，选取声振荡幅值为 1MPa。
具体参数见表 1，其中表 1中颗粒数目和直径、流

体密度和速度等参数是初始条件也是入口条件，出

口条件是 DEM计算得到。

3 计算结果及分析

3.1 模型验证

为验证计算模型（图 3所示）的准确性，本文选

用声与粒子相互作用的典型过程，声控粒子过程来

进行模型验证。 2008年 Shi等［16］通过 SSAW（Stand⁃
ing surface acoustic wave）产生的声场力实现了对微

通道中液体-颗粒流中颗粒的汇聚收集，实验中采

用拍摄技术对有荧光涂层的颗粒进行捕捉，捕捉了

稳态流场的各个位置的瞬时结果。本文采用与文献

［16］中 同 样 的 模 型 ，如 图 4 所 示 ，模 型 的 长 度 为

500μm，宽度和高度均为 50μm。其他参数也基本与

实验一致，如表 2所示。实验中声场力以特殊方式

施加在通道的指定区域。如图 4，通过一对叉指换

能器（IDT）产生大小相同方向相反的表面声波，两

个表面声波相长干涉于通道内形成立式表面声波，

声波的纵向模式在介质中产生压力波动，导致声辐

射力横向作用（在图 4的 Y轴方向上）。声场波节位

于通道中心处，通道宽度覆盖一个波节，因此，通道

内的悬浮颗粒将被迫朝向压力节点。实验结果［16］

发现在没有声场作用区域颗粒依旧均匀分布，而颗

粒流进入声作用区域后如图 5（a）所示，颗粒在声场

力作用下会往波节即通道的中心区域汇聚并形成稳

定宽度的聚焦带。实验拍摄中由于颗粒的瞬时运

动，并不能时刻呈现标准的对称结果，因而从照片来

看有不对称的现象，但时均结果是对称的。而基于

CFD-DEM耦合的模型对微流体的声波控制粒子行

为的模拟计算结果如图 5（b）所示。通过将数值结

Table 1 Parameters in simulation

Parameter
Computational domain width/mm
Computational domain length/mm

Particle number
Particle diameter/mm
Particle density/（kg/m3）

Time step/μs
Fluid density/（kg/m3）
Fluid viscosity/（Pa·s）
Fluid velocity/（m/s）

Wavelength/m

Amplitude/MPa

Value
2.5
70
5000
0.1
3800
50
5

8.21×10-5
5

Radial：0.005
Axial：0.14

1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alculation model and its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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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与实验结果对比，可以发现声波操纵颗粒向中心

区域的汇聚过程，基本与实验结果一致。颗粒经过

汇聚过渡期到形成稳定宽度聚焦带的整个过程都基

本与实验相符合，实验中稳定聚焦带宽度约为 5μm，

模拟结果得到的聚焦带宽约为 4μm，考虑实验采取

光学测量方法带来的误差，模拟结果基本可以认为

反映了实验情况，模型精度达到要求。另一方面，实

验中颗粒从未聚焦位点到完全聚焦位点整个聚焦过

程 的 持 续 时 间 为 4.5ms，而 本 文 的 模 拟 过 程 经 过

4.8ms能完成整个聚焦过程。

3.2 固体火箭发动机中声场力对粒子的作用

CFD-DEM耦合的模型在微流体中的成功应用，

表明了其描述颗粒行为与声波作用的可靠性。对于

固体火箭发动机来说，不稳定燃烧的声振振型有轴

向振型、径向振型等［19］，不同的振型声场力也不同。

因此本文将对固体火箭发动机中不同声场力对粒子

的作用进行研究。

由于 DEM能够直接提供单个粒子的空间位置信

息，因此如图 6所示的粒子分布图能较直观反映出不

同声场作用下粒子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颗粒颜色

表示颗粒 Z方向的速度大小，并将速度值除（dp×g）-0.5

无量纲化，dp，g分别表示颗粒直径、重力加速度。图

中的红色曲线均为标准声压曲线。由于轴向声场作

用下粒子行为会呈现出周期性的动态变化过程，为

了能更好地与径向声场和无声场影响下的稳态结果

对比，本文选择某一典型时刻（t=19.2ms）进行分析。

如图 6（a）所示，无声场影响下，颗粒主要受气相粘性

力影响逐渐加速。结合图 7可知，当气相在管道内以

较低速度流动时，流场形状由于边界层的作用，会形

成剖面为抛物线型的泊松流，而颗粒随流场运动时，

也会呈现相应的流场特征，因此颗粒流前端剖面呈

Table 2 Model verification parameter settings

Parameter
Channel length/mm
Channel width/mm
Channel height/mm
Particle number

Particle diameter/μm
Particle density/（kg/m3）

Time step/μs
Fluid density/（kg/m3）
Fluid viscosity/（Pa·s）
Fluid velocity/（m/s）
Wavelength/mm
Amplitude/MPa

Value
5×10-1
5×10-2
5×10-2
3000
1.96
1050
50
998

1.0×10-5
0.067
0.1
4.8

Fig. 4 Schematic of the device

Fig. 5 Comparison between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simulation of particle focus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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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轻微抛物线型，并且粒子速度在前端中心处达到

最大。如图 6（b）所示，轴向声场影响下，在区域Ⅰ（声

场波节前），粒子 Z方向速度迅速增加，并且高于无声

场影响下的粒子速度；尽管区域Ⅱ中粒子受反向声场

作用 Z方向速度相对有所降低，但仍高于无声场时的

情况；而在区域Ⅲ中，粒子速度基本为负（即反向），反

向运动的粒子会与来自区域Ⅱ的正向粒子发生碰撞，

并在约 Z=0.053m附近聚集形成粒子密集区，而其余

区域粒子分布较无声场时要显得更加松散，尤其声场

波节前更为明显，粒子整体分布更不均匀。轴向声场

下粒子 Z速度变化可以通过声场力的基本性质来解

释。在声场波节处净声场力为 0，波节前后位置声场

力都指向节点位置，因此在波节前声场力促使颗粒

加速，而波节后声场力反向，阻碍颗粒运动，且距离

波节越远处声场力越大，因此粒子速度会逐渐降低甚

至出现反向运动的趋势。如图 6（c）所示，粒子受径

向声场作用力影响会迅速向中心区域汇聚，经过短

暂的汇聚过渡区后在中心区域形成稳定宽度的聚焦

带，而在两侧形成了粒子真空区，粒子空间分布的不

均匀度显著提高。而粒子 Z方向速度也是在气相曳

力作用下逐渐增加，但因为汇聚层粒子发生频繁碰

撞，使得粒子速度增加不似无声场影响时那样明显。

轴向声场下选取的是一典型时刻进行分析，事

实上受轴向声场作用粒子的运动行为会出现周期性

的动态变化过程，故很有必要对轴向声场下粒子行

为变化的整个周期进行分析。图 8为轴向声场作用

Fig. 8 Particle spatial distribution development during one period

(● Indicates pressure node,○ Indicates antinode)

Fig. 6 Particle velocity spatial distribution at t=19.2ms

(● Indicates node,○ Indicates antinode)

Fig. 7 Gas velocity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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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粒子其中的一个周期性动态过程。其中颗粒的颜

色表示颗粒在 Z方向的速度分量大小，并将速度值除

（dp×g）-0.5无量纲化，dp，g分别表示颗粒直径、重力加

速度。图中的红色曲线均为标准声压曲线。通过此

前对 1/4周期（即 t=19.2ms）的研究可知，粒子会分成

速度相反的两部分并且在模型尾部发生碰撞聚集。

如图 8（b）所示，经过 2/4周期，由于粒子在模型尾部

区域不断发生碰撞，造成了大量的粒子在此汇聚。

尽管由于碰撞再加上较大的反向声场力作用会使得

原先正向运动的粒子速度减小，但部分粒子由于惯

性仍会继续向前运动。另一方面，碰撞使得反向运

动的部分粒子瞬间获得较大的动量以至于能够克服

声场力的影响朝向出口运动。这些粒子最终能够从

出口出去，转而从入口重新进入，如图 8（c）所示。余

下粒子在声场力的牵制下仍然会停留在模型尾部并

且其中部分粒子甚至有反向运动的趋势。由图 8（d）
可知，重新进入的颗粒经过声场力与气相曳力的加

速又会逐渐运动至与停留部分粒子接触并发生碰撞

聚集，如此重复整个过程。

颗粒相速度场是分析颗粒流运动特征的重要参

数之一，也能够直观体现出颗粒与气相间的相互作

用。因此结合颗粒的速度场与受力情况分析对于解

颗粒行为的物理过程至关重要。本文在观察颗粒速

度场特征时，由于原流场和径向声场作用下的流场

很容易达到稳态，故选取计算达到稳态后的速度与

作用力结果来表征，分别如图 9（a），（c）与图 10（a），

（c）所示，而在轴向声场的作用下，流场瞬态特征明

显，故选取颗粒典型时刻下的速度场分布来表征轴

向径向声场作用下颗粒流的不同行为。

如图 9所示，颗粒的速度分布再次佐证了图 6中
不同声场力下颗粒 Z方向的速度变化特征。尤其是

轴向声场下，如图 9（b）所示，粒子速度会在模型尾

部约 Z=0.053m附近发生骤变，进一步证实了颗粒在

此处发生碰撞。而不同声场力下颗粒 X方向的速度

相比于 Z方向速度来说在全流域较小，不同的是：轴

向声场下粒子 X方向速度会由于粒子碰撞而发生骤

变；受径向声场影响，初期颗粒 X方向有相对较大的

速度，而随着颗粒汇聚粒子速度逐渐减小。颗粒速

度分布的变化能够直观体现气-固两相间的相互作

用主要是曳力的改变。如图 10（a）所示，原流场中 Z

方向曳力起主导作用，X方向曳力很小，基本不对颗

粒行为产生明显影响，随着颗粒流动，颗粒与气相速

度差逐渐缩小，曳力逐渐降低。轴向声场的影响下，

如图 10（b）所示，通过选取某一典型时刻分析受力

过程可知，声场力成为远超过曳力的主导因素，颗粒

在声场力的操纵下往复运动。初始时刻颗粒在较大

的曳力与声场力共同作用下加速，颗粒 Z方向速度

迅速增加。波节后声场力方向相反，阻碍颗粒运动，

使得颗粒速度出现图 6（b）和图 9（b）中先增加再减

小的变化规律，甚至模型尾部粒子在声场力作用下

反 向 运 动 ，与 正 向 运 动 的 粒 子 在 模 型 尾 部 约 Z=
0.053m处发生碰撞。如图 10（c）所示，径向声场作

用时，声场力基本也是占主导。通过局部放大，可以

知道颗粒 Z方向所受的曳力总体上全流域较小且是

逐渐减小，在入口区域要小于 X方向曳力，但是在稳

定聚焦层要稍大于 X方向的曳力。这是由于受径向

声场力作用，汇聚层颗粒 X方向速度极小，使得气-
固两相间速度差也极小，而 Z方向由于气体粘性力

作用，尽管两相间速度差会逐渐减小，但仍高于 X方

向，因此颗粒所受 Z 方向曳力要稍大于 X 方向的

曳力。

Fig. 9 Scatter plot of velocity distribution of p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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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本文采用 CFD-DEM耦合模型对发动机环境下

声场对粒子的作用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得出以下

的主要结论：

（1）发动机中声场幅值达到 MPa级别时会对发

动机头部（流体流速为 5m/s）粒径为 100μm的粒子的

运动行为以及分布造成显著影响。不同振型的声场

对粒子的影响也显著不同。例如径向声场力会使得

凝聚相粒子往发动机燃烧室的中心区域汇聚，而在

壁面区域基本为粒子真空区域，粒子的空间不均匀

分布极其显著。

（2）轴向声场（发动机中的一阶基频声波）不仅

会影响颗粒的分布，还会改变粒子的流动行为，使得

粒子呈现周期性往复运动。受轴向声场作用粒子会

以波节后邻近出口区域一定位置为界分成两个部

分，两部分粒子速度反向并且在分界处附近发生碰

撞聚集。同时粒子轴向速度整体上呈现先增大再减

小的变化规律，而在粒子碰撞区由于碰撞使得粒子

速度发生骤变。

致 谢：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

务费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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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V形火焰稳定器原型的冷态与稳燃特性研究 *

吴云柯 1，李志强 2，杨 谦 1，王慧汝 1，夏姣辉 1，张志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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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获得折叠V形钝体这一新型火焰稳定器原型的冷、热态特性，采用风洞实验与混合雷

诺平均/大涡模拟结合的方法，对 10组不同折叠角的折叠V形钝体火焰稳定器模型进行了冷态实验与热

态数值模拟研究。其中，冷态实验风速为10~50m/s，来流雷诺数为1×104～8×104，热态数值模拟工况的

进气温度为700K、来流速度为50~150m/s，来流雷诺数为2×104～6×104，当量比为0.2~1。通过实验测得

了不同折叠角折叠V形钝体总压恢复系数，通过数值模拟进一步获得了阻力系数、吹熄性能与燃烧效

率，并获得了折叠V形钝体下游火焰时均轮廓。研究表明，折叠V形钝体总压恢复系数与阻力系数优于

标准钝体，总压恢复系数随钝体折叠角减小而增大，阻力系数随折叠角减小而减小；折叠V形钝体抗吹

熄能力与燃烧效率均优于标准V形钝体；折叠V形钝体的下游火焰扩散特性与标准V形钝体有显著

差异。

关键词：加力燃烧室；火焰稳定器；折叠V形钝体；冷态性能；稳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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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d Flow and 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 Prototype Folded-V Flame Holder

WU Yun-ke1，LI Zhi-qiang2，YANG Qian1，WANG Hui-ru1，XIA Jiao-hui1，ZHANG Zhi-hong2
（1. Aero Engine Academy of China，Beijing 101300，China；

2.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Aero-Engine Aero-Thermodynamics，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Beihang University，Beijing 100191，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obtain the cold flow and 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 new proto type flame holder
called folded V bluff body，the cold flow experiments and combustion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10 groups of folded
V bluff body flame holders with different folding angles were carried out by wind tunnel experiments and Hybrid
RANS/LES simulation. The cold flow experimental wind speed is 10~50m/s with Re number range of 1×104 to 8×104.
And the combustion numerical simulation conditions are：intake temperature 700K，inflow speed 50~150m/s，
Re number range from 2×104 to 6×104，equivalent ratio 0.2~1. The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of folded V
bluff bodies with variable folding angles was measured by experiments. The drag coefficient，blowing out perfor⁃
mance and combustion efficiency of folded-V bluff body were further obtain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and the
flame shape downstream were analyzed in detai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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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g coefficient of each folded V bluff bodies a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standard V bluff body. The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increases with the decrease of the folding angle，while the drag coefficient decreases. The
blow out performance and combustion efficiency of the folded V bluff body a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standard V
bluff body. The downstream flame diffus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lded V- bluff body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standard V bluff body.

Key words：After burner；Flame holder；Folded-V bluff body；Cold characteristic；Flame stability
符号表

α/（°）
D/mm
H/mm
L/mm
v/（m/s）
ρ/（kg/m³）
μ

u/（m/s）
A

T/K

钝体折叠角

钝体槽宽

钝体展向高度

钝体翼展

来流速度

流体密度

黏性系数

轴向流速

展向平面投影面积

温度

Re

Hybrid RANS-LES
BVM
SBES
SST
St

f

S rec
ᾶ

ϕ

雷诺数

混合雷诺平均/大涡模拟

燃烧速率模型

应力混合模型

剪切应力传输模型

斯特劳哈尔数

旋涡脱落频率

回流区投影面积

无量纲折叠角

当量比

1 引 言

航空发动机加力燃烧室对提升战机短距起飞、

截击、突防和逃逸等关键作战能力有重要价值。加

力燃烧室内燃烧组织的最常见方式是利用钝物体火

焰稳定器绕流构造低速回流区，通过低速回流区内

油气的掺混、燃烧与扩散，以及回流区涡系对回流区

外未燃空气的不断卷吸，维持燃烧过程。由于加力

燃烧室始终工作于发动机极限状态附近，工况恶劣，

上游来流条件极不稳定，加力接通时油气当量比与

燃烧压力等燃烧关键条件易发生骤变，所以宽工况

稳燃能力是火焰稳定器的关键性能之一。同时，对

于不接通加力的发动机中间状态，钝体稳定器会给

流动带去额外阻力，造成总压损失，影响发动机推

力，因此火焰稳定器绕流的总压恢复能力也是火焰

稳定器的重要性能指标。

近年来凹腔驻涡稳燃方式［1］ 发展较快，但现役

发动机加力燃烧室中最为常见的火焰稳定器仍是 V
形钝体火焰稳定器。但 V形稳定器存在贫油易吹熄、

抗扰动能力弱、总压损失较大等缺点。针对常规 V形

钝体火焰稳定器缺点，大致发展出了两类改进措施。

其一是利用值班火焰，如张彤枫等［2］、薛冲［3］、付虓

等［4］，针对带值班火焰的 V形钝体稳定性性能及稳燃

机制开展了较深入研究，研究表明值班火焰可有效

拓宽火焰稳定器贫熄边界，但总压恢复能力与常规 V
形钝体基本保持一致。其二是通过改变钝体下游回

流区结构，如张洪滨等［5］研究的双 V形稳定器、杨茂

林等［6］提出的尾缘吹气稳定器、张孝春等［7］提出的缝

式稳定器和李志强等［8］提出的强旋-钝体稳定器，均

达到了降低冷态流阻的同时扩大稳燃边界的效果，

但由于稳定器结构相比 V形稳定器复杂、不易冷却，

或需要抽取额外二次气，因此在实际加力燃烧室中

的应用难度较大。北航的高歌等［9］曾提出一种沙丘

驻涡（BD）火焰稳定器，基于仿生设计，相比 V形钝体

具有更宽的稳燃边界和更低的流阻特性，但也同时

存在曲面外形加工难度大、单体排列结构不易联焰

和特性较难与涡扇加力匹配等问题，限制了这一杰

出 发 明 的 进 一 步 应 用 与 发 展 。 国 外 ，Chowdhury
等［10-11］通过 PIV测量与大涡模拟（LES）研究，建立了

湍流度与钝体稳燃火焰能力的新认识；Dan等［12］研

究了钝体表面传热对钝体绕流、传热与火焰锋面发

展的作用，揭示了热损失对火焰稳定器在贫油预混

火焰中火焰流动反馈机制的影响。这些研究表明，

流场精细化测量与复杂湍流火焰非定常计算方法已

为火焰稳定器精细化研究分析提供了新的工具和

思路。

本研究借鉴 BD火焰稳定器的成功设计经验，将

BD火焰稳定器驻涡稳燃思想与 V形钝体的简单结构

形式相结合，提出一种折叠 V形钝体火焰稳定器结

构［13］。并通过风洞常规/光学测量和混合雷诺平均/
大涡模拟方法，对折叠 V形钝体火焰稳定器的冷态特

性与稳燃性能开展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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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 法

2.1 研究对象

将常规 V型钝体沿中线在其展向平面折叠成一

定角度时，将构成如图 1所示的空间钝体结构，本文

将其称为折叠 V型钝体，并将其折叠的角度定义为

α。本文中，α为 90°~180°，其中，α取 180°时即为常规

V型钝体，可作为研究对照组，具体分组情况如表 1
所示。在设计尺寸方面，折叠 V型钝体沿用了美国空

军实验室［14］标准 V形钝体截面的主要设计尺寸，如图

2所示。

对于常规 V形钝体，其主要设计变量为槽宽 D和

展长 L，如图 3所示。为了便于与传统 V型钝体进行

比较，本研究中，全部折叠 V型钝体的展向投影总长

度 L均取为 152.4mm，槽宽 D取为 15mm，与标准 V型

钝体尺寸保持一致。这样，所有钝体试验件在实验

段截面尺寸为 154mm×128mm的风洞内，阻塞比均为

0.143。因此对于本研究而言，折叠 V型钝体的研究

变量约束为仅有其折叠角 α一项。

为方便描述，定义钝体下游流向方向无量纲距

离与高度如图 4所示，分别表示为距离与钝体槽宽 D

的比值（z/D和 x/D）。引入准三维半正交当地坐标系

如图 5所示。沿钝体 V形截面实际的展向拉伸方向，

给出 y轴和-y轴，从而展向距离可表示为 y/D，无量纲

轴向流速表示为 u/v，v为实验段或计算域入口流速。

2.2 实验与数值模拟方案

本文选用的冷态实验与燃烧数值模拟方法与本

课题组关于折叠 V形钝体稳燃机制［15］中的方案一

致，本文不再重复说明。其中，冷态实验与数值模拟

的工况和边界条件如表 2所示，燃烧数值模拟边界条

件如表 3所示。实验与数值模拟结果的校验详见文

献［15］。

Table 1 Research group

Group
α/（°）

1
90

2
100

3
110

4
120

5
130

6
140

7
150

8
160

9
170

10
180

Fig. 1 Folded-V bluff body of variety α angle

Fig. 2 Geometric parameters of V bluff body (mm)

Fig. 4 Dimensionless distance

Fig. 5 Semi-3D partly orthogonal coordinates

Table 2 Boundary condition

(cold flow experiment and simulation)

v/（m/s）
Re

Folded V surface
Domain surface

Inflow temperature/K

11
1×104

21
2×104

31
3×104

42
4×104

Non-slip，adiabatic
Free-slip，adiabatic

273

52
5×104

63
6×104

73
7×104

84
8×104

Table 3 Boundary condition

(combustion simulation)

v（m/s）
Re

Folded V surface
Domain surface

Inflow temperature/K

52
2.1×104

63
2.5×104

84
3.4×104

105
4.3×104

Non-slip，adiabatic
Free-slip，adiabatic

700

126
5.0×104

136
5.5×104

147
6.0×104

Fig. 3 Definition of the bluff body’s width and le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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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果

3.1 阻力系数与总压恢复系数

3.1.1 总压恢复系数

总压恢复系数是衡量钝体火焰稳定器气动性能

的重要参数。冷态实验的总压恢复系数利用实验段

进出口总压耙测得；数值模拟的总压恢复系数通过

后处理求取计算域相应位置的面积分平均上下游总

压获得。取 Re=5×104，分别比较不同折叠角折叠 V
形钝体通过冷态实验、冷态数值模拟与燃烧数值模

拟得到的总压恢复系数 θ，结果如图 6所示。

由图 6可见，冷态实验与冷态数值模拟得到的总

压恢复系数随折叠角变化的趋势基本一致，因此可

认为，本文使用的数值模拟方法能够较准确反映折

叠 V形钝体绕流流动的特性。其中，无论是冷态流动

还是燃烧条件下，折叠 V形钝体的总压恢复系数均优

于对照组标准 V形钝体，且冷、热态条件下，总压恢复

系数均随钝体折叠角减小而增大。

此外，折叠角较小时，折叠 V形钝体冷、热态条件

下的总压恢复系数差别不大，而当折叠角较大、钝体

外形逐渐接近标准 V形钝体时，折叠 V形钝体冷、热

态条件下总压恢复系数差异变大。这表明，折叠角

较小时，钝体下游尾迹在冷、热态条件下的差别不

大；而越接近标准 V形钝体，尾迹区冷、热态流场的差

异越大，这与 Chowdhury等［10-11］对标准 V形钝体冷热

态尾迹的观测结论基本一致。

3.1.2 阻力系数

钝体的阻力系数与总压恢复系数存在一定相关

性，但阻力系数更能反映钝体设计参数对其自身气

动性能的影响。

图 7给出了冷态数值模拟条件下，本文研究的所

有折叠 V形钝体及对照组 10标准钝体在不同雷诺数

下的阻力特性。相同雷诺数、热态条件下的折叠 V形

钝体阻力系数变化与冷态存在相似的规律，因此不

再具体展开讨论。由图 7可见，本文研究组中的所有

钝体，都呈现低雷诺数下阻力系数较低、高雷诺数下

阻力系数较高的特征。

引入无量纲折叠角用于反映钝体折叠角的变

化，有

ᾶ = απ/180 （1）
并拟合阻力系数、折叠角与雷诺数的关联曲线，

发现包括标准钝体在内的折叠 V形钝体，阻力系数与

雷诺数满足如下指数分布律

CD = y0 + Aᾶ ⋅ e(Re/t1 ) （2）
式中 y0，A，t1 为拟合系数，取值与钝体折叠角

相关。

取雷诺数 5×104 工况下的阻力系数与折叠角关

联曲线做进一步分析，如图 8所示。从阻力系数与折

叠角关联特征看，折叠 V形钝体阻力系数均小于对照

组 10标准钝体，且折叠角越小，阻力系数越小。其他

雷诺数下，也存在相似的趋势。

据此可推测，折叠 V形钝体相比标准 V形钝体在

总压恢复系数方面的改善，主要存在两方面原因，一

方面是尾迹流场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较小折叠

Fig. 7 Drag coefficient vs Re

Fig. 6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Fig. 8 Drag coefficient vs ᾶ (Re=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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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钝体，冷热态总压恢复系数差别不大，而较大折叠

角钝体，冷热态总压恢复系数差别较大；另一方面是

钝体自身的气动特性，即在相同雷诺数下，较小折叠

角钝体的阻力系数总是要优于较大折叠角的钝体。

3.2 热态稳燃特性

3.2.1 火焰吹熄极限

数值模拟预测火焰吹熄极限本身受到计算方法

和模型限制，预测精度较差，但仍可以通过与对照组

的比较，定性反映火焰稳定器的稳燃性能。

本文采用打靶法估测不同折叠角钝体的吹熄极

限，即在瞬态数值模拟中，粗取当量比为 0.2，0.3，
……，0.9，1.0。在每个当量比条件下，按每 50个计算

步增加 5000计算域进口雷诺数的规律增加流速，直

至增加后，下 50个计算步内的火焰发生显著振荡或

形态变化，即认为达到最大吹熄速度极限条件；在最

大吹熄速度极限条件下，再按 0.05~0.01的调节精度，

按每 50个计算步调减一次当量比 ϕ，直至下 50个计

算步内火焰熄火。打靶法的预测结果如图 9所示。

由图 9可见，较小折叠角的折叠 V形钝体拥有较

强的火焰稳定性能和抗吹熄性能，显著优于对照组

10标准钝体，相比对照组 10标准钝体，不同折叠角的

折叠 V形钝体，贫油熄火左边界和高速吹熄右边界均

有不同程度的拓宽。

如图 10所示，在 Re=7.8×104，vin=200m/s、ϕ=1的

工况下，折叠 V形钝体下游、临近钝体的区域，火焰仍

可自持燃烧，但未向外部和下游传播。由此可见，尽

管受打靶法方法和燃烧数值方法选用的 BVM模型和

甲烷总包反应机理限制，较高流速下的贫油熄火当

量比的预测结果与经典实验值相比［16］存在较大误

差，但仍可定性反映出折叠 V形钝体在抗吹熄能力方

面的优势。火焰吹熄极限的准确值依赖于燃烧实验

的精确测定，这方面工作将在后续的研究中开展。

3.2.2 燃烧效率

由于燃烧数值模拟采用的是甲烷燃烧总包反应

机理，因此燃烧效率可通过出口燃料质量分数与入

口燃料质量分数的比值简单计算得到。经计算得到

的折叠 V形钝体在 Re=5×104，Tin=700K，ϕ=1工况下

的燃烧效率如表 4所示，表中 EFF表示燃烧效率。可

见折叠 V形钝体火焰稳定器在本文研究条件下，燃烧

效率相比对照组标准 V形钝体有显著提高。针对折

叠 V形钝体火焰稳定器燃烧效率提高的原因，研究组

在文献［15］中做了较详细的分析和讨论，本文不再

赘述。

3.3 火焰扩散与传播机制

3.3.1 火焰轮廓火焰

在钝体下游的扩散与传播能力，与真实加力燃

烧室火焰稳定器联焰能力密切相关。本文将燃烧反

应进度大于 50%的区域视为火焰轮廓，考察不同折

叠角钝体的火焰扩散形态。

在 Re=5×104，Tin=700K，ϕ=1 工况下，对于 90°，
120°，150°折叠 V形钝体和对照组的标准 V形钝体在

y/D=0截面和流向上，z/D=1，z/D=4，z/D=7，z/D=14四

个截面的时均火焰轮廓见图 11、图 12。
如图 11（a）所示，对照组标准 V形钝体火焰沿流

向逐渐向 x/D两侧均匀扩散，至截面右端位置已几乎

充满流场。如图 11（b）所示，组 7，α=150°折叠 V形钝

体稳燃火焰场则发生了形态上的变化，火焰从钝体

尾缘至截面右端，沿 z/D流向呈先收缩、后保持再到

小幅向 x/D两侧扩散的形态。图 11（c）和（d）中，对于

Fig. 10 Downstream flame of group 1 bluff body at vin=

200m/s and Re=7.8×104 condition (Φ=1)

Table 4 Combustion efficiency

α/（°）
EFF/%

180
76.6

150
77.8

120
80.3

90
82.1

Fig. 9 Blow out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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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小折叠角的折叠 V形钝体，其火焰在槽宽 x/D方向

上受抑制的情况则更为强烈。

如图 12所示，z/D=1~14位置，即与流向正交的不

同截面上，可见各组折叠 V型钝体火焰轮廓中心处均

出现了上下对称的凹陷结构。其中组 1，α=90°折叠 V
型钝体稳燃火焰轮廓的凹陷结构十分明显，而组 7，
α=150°折叠 V形钝体火焰轮廓的凹陷则相对较不

明显。

由于火焰中心扩散速度远小于展向两端的扩散

速度，各组折叠 V形钝体火焰发展至 z/D=14处时，中

心均呈“细腰”形态，而展向两端的火焰除向 x/D外侧

方向扩散外，还沿展向向 y/D原点、也即向钝体中心

截平面方向发展、扩散。火焰靠展向内侧的扩散曲

线，随折叠角变小，曲率增大。这意味着对于不同折

叠角的折叠 V形钝体，从钝体展向两端发展的火焰，

沿 y方向扩散的能力是不同的，折叠角越大，则钝体

下游火焰沿展向向 y/D=0平面扩散的能力越强。而

火焰靠展向内侧的扩散曲线的曲率，也随 z/D增大而

增大。这表明，在 x/D较大、远离中心展平面的上下

侧，火焰向 y/D=0平面（即中心平面）扩散的速度快。

其他位置则扩散相对较慢。整体看，对于图中各组

折叠 V形钝体，从组 1，α=90°钝体两翼翼端位置发展

的火焰，沿 x/D方向传播扩散的能力最强，沿 y/D方向

扩散传播能力则相对最弱，组 7，α=150°钝体则相反。

从湍流燃烧角度看，钝体稳燃火焰向周围流场

的扩散，除了由化学反应动力学机制推动火焰扩散

外，还依靠湍流各尺度旋涡结构与周围流场的相互

作用。当火焰结构由化学反应动力学决定，当量比

一般即决定了火焰轮廓，如组 10的标准 V形钝体火

焰轮廓；而当流动结构起主导作用，则火焰轮廓由下

游流动结构决定。据此可推知，钝体下游的流动结

构在折叠 V型钝体稳燃机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而

从燃烧性能方面考虑，“细腰”结构反映了火焰在钝

体下游近 y/D=0平面的中心区域，扩散过程受抑制，

这将导致燃烧室出口温度可能分布不均，是折叠 V形

钝体的一个固有缺陷。

3.3.2 热态旋涡结构

由上述对火焰轮廓的讨论，初步得到下游流动

结构对折叠 V形钝体下游火焰产生了重要影响。因

此，通过图 13所示细节更为丰富的热态条件、钝体下

游瞬态涡量分布图，可进一步分析折叠 V形钝体火焰

受下游流动特征结构的影响机制。

如图 13所示，在 Re=5×104，Tin=700K，ϕ=1工况，

钝体下游流动与反应充分发展的条件下，由图 13（a）
左图可见，对照组 10标准 V形钝体下游尾迹中存在

三种典型大尺度拟序结构。其一是钝体绕流展向

涡，其二是展向涡下游的马蹄涡，其三是更下游的流

向涡管。由于对照组 10标准 V形钝体两端无剪切

流，展向涡结构完整，并形成涡管。展向涡下游可见

两对典型的、从钝体尾缘发展并脱落的马蹄涡拟序

结构。这即是标准 V形钝体的经典尾迹流场，对应的

是图 11（a）中，较为线性、向下游均匀发展的时均火

焰轮廓。组 7，α=150°折叠 V形钝体的热态涡量场相

比对照组 10复杂，如图 13（b）所示。其马蹄形脱落涡

尺度明显大于标准 V形钝体，涡管两端分别连接到钝

体两翼翼端，并呈一定的中心对称形态。组 4，α=
120°折叠 V形涡量场结构与 150°钝体又有不同，一方

面，图 13（c）中已无明显的大尺度马蹄涡结构；另一

Fig. 12 Time average flame shape in z/D plane

Fig. 11 Time average flame shape in y/D=0 p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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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从涡的发展运动趋势上，可见较小尺度的旋

涡，相对较靠近 y/D=0的一部分向 y/D=0中心平面汇

聚，而位于两翼翼端附近的另一部分，则仍向下游方

向运动。如图 13（d），组 1，α=90°折叠 V形钝体尾迹

中，主要的旋涡结构是钝体两端分离流动形成的细

碎小涡和小尺度流向涡管。而如图 13（d）右所示，

在靠近 y/D=0中心平面、近钝体尾缘的区域，存在一

个明显的圆孔形“空腔”流动结构，空腔左半缘与折

叠 V形尾缘相连，右半缘由一组展向涡管构成，可据

此推测，从钝体上下表面绕流形成的剪切流动，流至

该空腔旋涡结构处即被削弱为细小的展向涡管，并

在流出空腔结构之后，进一步转变远下游的小尺度

流向涡管。

事实上，在组 7，α=150°和组 4，α=120°近下游、靠

近 y/D=0中心平面的区域，也不同程度存在“空腔”流

动结构结构。且空腔的尺度及轮廓的清晰度随折叠

角减小而增大。由于这一“空腔”流动结构的存在，

不同折叠角的折叠 V形钝体抗流场扰动能力均有不

同程度提升，这应该是折叠 V形钝体抗吹熄能力强于

对照组 10标准钝体的本质原因。显然的，这种“空

腔”流动结构对稳定燃烧十分有利，但对于火焰沿 x/D
槽宽方向的扩散则较为不利，这也揭示了折叠 V形在

z/D截面上呈“细腰”形的原因。因此在后续针对折叠

V形火焰稳定器工程运用的研究中，需针对折叠 V形

钝体这一特性，合理设计折叠 V形钝体几何参数，并

优化设计火焰稳定器空间布局，如采取交错排布形

式，例如图 14所示空间排布方案，在确保稳燃效果的

同时，使加力燃烧室下游火焰分布更为均匀。

4 结 论

本文通过实验与数值模拟方法，对折叠 V形钝体

火焰稳定器冷热态特性开展了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折叠 V形钝体总压恢复系数与阻力系数优于

标准钝体，总压恢复系数随钝体折叠角减小而增大，

阻力系数随折叠角减小而减小。

（2）折叠 V形钝体抗吹熄能力与燃烧效率，在相

同工况下，优于标准 V形钝体，具备改善加力燃烧室

性能的潜力。

（3）折叠 V形钝体的下游火焰扩散特性与标准 V
形钝体有显著差异，这一差异体现在：折叠 V形钝体

一方面有助于增强近两翼端部下游区域槽宽方向火

焰扩散能力，另一方面则对中心区域下游位置火焰

扩散存在抑制。

实际应用中，可通过不同折叠角的折叠 V形单体

与标准 V 形钝体在空间布局上的组合排布，扬长

避短。

在文献［15］中，本课题组针对折叠 V形钝体的稳

燃机理做了较详细分析。后续研究将主要关注折叠

V形钝体在加力燃烧室扇形和全环试验段中的冷热

态特性及面向加力燃烧室应用的组合排布结构优

化等。

致 谢：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感谢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航空发动机气动热力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提供

的研究条件支持。

Fig. 14 Configuration of folded-V flame holder

Fig. 13 Transient vorticity coloured with temperature

Re=5×104, Tin=700K, 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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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油瞬态喷油杆内燃油结焦机理及规律数值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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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获得喷油杆通断循环供油工作模式下，供油瞬间燃油结焦速率陡增机理，本文建立起沿

喷杆轴向的一维非稳态热-流-固耦合换热与燃油结焦计算模型。获得不同时刻壁温、油温与结焦速率等

参数轴向分布。通过与连续供油模式下的结果对比，来分析供油瞬间灼热喷杆内壁对燃油热冲击的影

响，以获得结焦速率陡增机理。结果表明：通断供油模式下，供油瞬间会迅速形成一尖锐的油温和结焦

前体浓度峰值，结焦固相表面反应被迅速激发，结焦速率陡增。在喷杆前端 （x=100mm） 与底部 （x=
260mm） 附近各存在一结焦速率峰值区域。通断供油模式下，在 x=100mm和 x=260mm位置处，每个周

期供油起始时刻结焦速率峰值分别在 5000μg/（cm2·h） 和 2000μg/（cm2·h） 左右，远大于连续供油下的

值。但供油结束时刻，供油模式的影响大幅下降。此外通断供油下，供油瞬间热冲击对燃油结焦的影响

沿喷杆轴向逐渐减小。减小喷杆供油流量，热冲击的影响有所下降，且随时间先升高后降低。提高进口

油温，热冲击的影响显著减小，且随供油时间逐渐降低。

关键词：通断循环供油；喷油杆；热冲击；燃油结焦；数值模拟

中图分类号：V2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055（2021） 06-1329-10
DOI：10.13675/j.cnki. tjjs. 200049

Numerical Studies on Mechanisms and Rules of Fuel Deposition
at Transient Moment of Fuel Supply in a Fuel Injector

ZHOU Xiong1，KANG Yu-dong1，KANG Song1，DENG Yuan-hao1，LIU Guo-zhu2，SUI Chun-jie3
（1. 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Chengdu 610500，China；

2.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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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investigate mechanisms of rapid increase of fuel deposition rate at the transient mo⁃
ment of fuel supply under the on-off cycle mode in a fuel injector，one-dimensional unsteady heat-fluid-solid
coupled heat transfer and fuel deposition model along the axial direction of fuel injector was established. Axial dis⁃
tributions of wall temperature，oil temperature and fuel deposition rate at different fuel supply moments were ob⁃
tained. By comparing with results of continuous fuel supply mode，effects of thermal shock caused by the hot in⁃
ner wall of fuel injector at the moment of fuel supply on fuel deposition were analyzed，so as to obtain mechanisms
of sharp increase of fuel deposition. Results show that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on-off cycle，sharp peak values of
oil temperature and deposition precursor are formed rapidly after fuel supply. The solid-phase surface r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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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leads to fuel deposition is excited rapidly，so the deposition rate increases sharply. There is respectively a
peak area of fuel deposition rate near the front（x=100mm）and bottom（x=260mm）of the injector. Under the on-
off mode，at x=100mm and x=260mm，peak values of deposition rate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cycle are respec⁃
tively about 5000μg/（cm2·h）and 2000μg/（cm2·h），which are much higher than those under the continuous fuel
supply mode. However，at the end of fuel supply，influences of fuel supply mode are greatly reduced. Besides，
under the on-off mode，influences of thermal shock on fuel deposition decrease along the axial direction of the in⁃
jector. When the inlet flow rate is reduced，effects of thermal shock are smaller than those under the baseline con⁃
dition，and first increase with time and then de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inlet oil temperature，effects of ther⁃
mal shock become smaller significantly，and gradually decrease with the fuel supply time.

Key words：On-off cyclic fuel supply；Fuel injector；Thermal shock；Fuel deposition；Numerical simu⁃
lation

1 引 言

随着航空技术发展，航空发动机加力燃烧室进

口温度越来越高。在不开加力时，加力喷杆内无燃

油，喷杆处于与涡轮后高温来流燃气的热平衡状态

中。开通加力瞬间燃油流过灼热的喷杆内壁，油温

迅速升高。经历多次加力通断油循环后，喷杆部分

喷孔存在堵塞现象，造成燃油浓度场分布偏离设计

点，加力性能发生变化，甚至危及飞行安全［1］。据发

动机修理厂调查，国产某两型涡喷发动机在加力进

口温度分别为 900K和 990K左右时，开通加力时间远

低于一次寿命所规定的时间，喷孔堵塞已经相当严

重［1］。在来流温度 1255K条件下，燃油流量比较小的

情况下，仅数分钟，ϕ0.5mm的喷孔就因为结焦而堵

塞［2］。另一方面，航空发动机主燃烧室喷嘴连续工

作，喷嘴内一直有燃油流通，喷嘴壁面温度较低，不

会发生结焦堵塞喷嘴现象［1］。可见不同供油模式（通

断供油和连续供油）对燃油喷射装置内结焦形成有

非常大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3-7］采用电加热或固定壁温方法，在

连续供油的细长金属管上开展了进口雷诺数、进口

油温等参数对结焦峰值、结焦速率及结焦质量沿程

分布影响的实验研究。但这些试验均采用连续供油

模式，无法对通断供油下管壁与燃油间换热特性及

燃油结焦进行研究。而且这些实验采用的细长金属

管与实际喷油杆结构相差很大，工况参数也大为不

同。白兴艳等［8］、邢菲等［9］在不供油下研究了加力用

气冷气动雾化喷油杆冷却性能。闫宝华等［10］开展了

新型外涵引气冷却双层壁加力喷油杆的热态冷却特

性模拟实验。刘友宏等［11］计算研究了不同风兜面积

对喷油杆引气率、壁面冷却效果等影响。但上述研

究均在不供油下开展，无法获得供油状态下的喷油

杆换热与燃油结焦特性。。王培等［12］实验研究了连续

供油下不同气流环境对主燃喷嘴壁温和出口油温的

影响。结果表明随着气流温度或速度升高，喷嘴壁

温与燃油温升越高。燃油流量越大，壁温与燃油温

升越小。实验中燃油出口温度远低于结焦温度，未

获得燃油结焦对壁温和油温的影响结果。郭成富

等［1］将喷油杆放置于均热管中，模拟高温燃气与喷油

杆间热平衡过程。开展了喷杆通断油循环实验，研

究了均热管温度对喷油杆流量特性及喷杆内结焦总

质量的影响。但是实验未获得喷油杆壁温、油温及

结焦沉积沿程分布等结果，无法揭示通断供油模式

下换热特性及燃油结焦急剧增加机理。

综上所述，在高的来流燃气温度和通断循环供

油模式下，加力燃烧室用喷杆内燃油结焦速率陡增

机理还未见相关研究报道。本文基于加力燃烧室用

喷油杆结构方案，建立起沿喷杆轴向的一维非稳态

热-流-固耦合换热与燃油结焦计算模型。研究通断

循环供油模式下喷油杆内换热及燃油结焦特性，并

与连续供油模式下的计算结果进行对比，来揭示通

断供油模式下燃油结焦速率急剧增加的机理，以期

获得相关抑制结焦的方法。

2 计算方法

2.1 物理模型

如图 1所示为喷油杆方案，喷油杆总长 264mm，

喷油杆内径 3mm，外径沿轴向从 9mm减小到 5mm，外

径缩小位置分别位于 x=103mm和 195mm处。喷油杆

上开有 14个喷嘴，RP-3航空煤油沿喷杆轴向从喷嘴

依次喷出。值得注意的是，实际喷油杆加工完后，会

对喷杆上各喷嘴的喷孔面积进行调整，以使得各喷

嘴喷出的燃油质量流量相同，因此本文假定喷油杆

各喷嘴喷出的燃油流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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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自氧化结焦计算方法

DeWitt等［13］认为燃油温度超过 150℃，燃油中溶

解氧在微量金属离子或者换热金属壁面催化作用

下，与燃油中的烃分子发生热氧化链式反应，生成

酸、酚等含氧结焦前体化合物。其中具有极性的化

合物分子会进一步发生聚合反应形成尺寸较大的颗

粒物，吸附在高温金属表面形成自氧化结焦。如果

油温继续升高超过 450℃，则会发生裂解结焦［6］。本

文计算得到的燃油最高温度小于 450℃（喷油杆出口

处），达不到裂解结焦温度范围，因此结焦类型为自

氧化结焦。此外通油瞬间喷油杆壁温很高，金属壁

面可能会催化边界层内燃油发生裂解结焦。但通油

后喷油杆会被燃油迅速冷却，裂解结焦量应该很少，

因此本文计算中暂不考虑这部分结焦贡献。本文采

用 Chin等［14］提出的自氧化结焦计算模型。具体而言

当温度超过 150℃后燃油中烃分子与溶解氧发生液

相自氧化反应，生成结焦前体。之后结焦前体和溶

解氧通过扩散到达壁面附近，达到壁面的结焦前体

有两条发展路径：（1）直接在壁面沉积下来。（2）到达

壁面的结焦前体、溶解氧和燃油组分在壁面处发生

固相表面化学反应，生成“潜在沉积”，随后在壁面沉

积下来。结焦机理如下，

液相自氧化反应：

燃油+溶解氧→结焦前体

固相表面反应：

燃油+结焦前体（近壁面）+溶解氧（近壁面）→
燃油+潜在沉积

Chin等［14］提出的自氧化结焦速率计算公式如

（1）所示。该式中大括号里的第一乘积项表示液相

自氧化反应生成的结焦前体扩散到壁面处后贴在壁

面上的量，第二乘积项是固相表面反应生成的“潜在

沉积”贴在壁面上的量。大括号外的乘积项表征壁

温与油温之差、内壁粗糙度及结焦沉积厚度等参数

对贴壁概率的影响。

DR = {ψ 1X p 0.25Re0.65 ( 0.03d1 )
0.2

+

ψ 2 exp ( -Ew
0.5( )T f + Tw ) X 0.1

O2 X p
0.25Re0.65 ( 0.03d1 )

0.2} ×
exp ( Tw - T fTw ) × ( σ

128 × 10-6 )
0.2
× exp ( - 6δd1 )

（1）
其中，

dX p
dt = -

dXO2
dt = A f exp ( - E fT f ) (1 - X p) （2）

δ = DR ⋅ Δt
ρd

（3）
式中 DR为燃油结焦速率，表征单位时间单位管

壁面积上的结焦质量；ψ1，ψ2分别为燃油对结焦沉积

的影响参数；Xp，XO2 分别为主流中结焦前体和溶解

氧的浓度；Re为燃油流动雷诺数；d1为喷油杆内径；

Ew为固相表面化学反应的活化能；Tf为主流中燃油

的温度；Tw为喷油杆壁面温度；σ为表面粗糙度；δ为

管内壁结焦厚度；Af为指前因子；Ef=E/R为活化能与

摩尔气体常数之比；ρd 为结焦密度；t为结焦反应

时间。

2.3 一维非稳态换热计算方法

如图 2（a）所示，高温燃气通过对流换热使喷油

杆壁温升高，喷油杆内 RP-3燃油对流冷却喷油杆

后油温升高。当油温超过燃油结焦起始温度后，就

会在喷油杆内壁面沉积一层结焦。如图 2（b）所

示，选择喷油杆轴向位置 x处长度为 dx的微元作为

研究对象。由于喷杆为细长结构，忽略径向方向上

温度梯度，将三维换热简化为沿轴向的一维换热。

由于通油后喷油杆壁面温度并不高，因此忽略辐射

换热。但计算考虑喷杆管内热入口段的进口效应。

分别对喷油杆和 RP-3航空煤油微元列出能量守恒

方程

Q̇ g + Q̇w,2 = ∂Uw
∂t + Q̇w,1 + Q̇ d （4）

Q̇ f = (ṁ fh f) o - (ṁ fh f) i +
∂U f
∂t （5）

式中 Q̇ g 为燃气到喷油杆外壁面的对流换热速

率；Q̇w，2 和 Q̇w，1 为沿喷油杆轴向导热速率；∂Uw ∂t为
喷油杆微元增加的内能变化速率；Q̇ d 为喷油杆内壁

面到结焦沉积的导热速率；Q̇ f为结焦沉积到燃油的对

流换热速率；hf为燃油比焓；ṁ f 为燃油的质量流率；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fuel inj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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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f ∂t为燃油微元的内能变化速率。由于 dx微元内

结焦质量很少，且结焦的导热系数很小，结焦内能变

化与轴向导热可以忽略，因此有

Q̇ d ≈ Q̇ f （6）
此外喷油杆内燃油与管壁间对流换热系数计算

方法如下：

（1）层流区域采用 Chin等［14］提出的适用于圆管

内从层流到低湍流范围的对流换热经验公式，

当 d1>2mm时，

Nu = 0.0029Re1.2 +
0.02 ( )RePr ( )X d1

1.1

1 + 0.04 ( )RePr ( )X d1
0.5（7）

当 d1<0.8mm时，

Nu = 0.0029Re1.07 +
0.02 ( )RePr ( )X d 1

1.1

1 + 0.04 ( )RePr ( )X d1
0.5（8）

（2）过渡区到完全湍流区域采用 Gnielinski［15］
提出的适用于圆管内从过渡区到完全湍流区域的

对 流 换 热 经 验 公 式 ，适 用 范 围 0.6≤Pr≤105，2300≤
Re≤106，
Nu = ( )f 8 ( )Re - 1000 Pr

1 + 12.7 ( )f 8 1 2
( )Pr2 3 - 1

é

ë
êê1 + ( d1l )

2 3ù

û
úú ( PrPrw )

0.11

（9）
上面几个公式中 X为从管路进口计算起的距离，

d1是圆管内径，f为摩擦因子，l为管长，Re是以内径 d1
为特征尺寸的雷诺数，Pr和 Prw分别是以油温和壁温

为特征温度来计算的燃油普朗特数，Nu是以内径 d1
为特征尺寸的努赛尔数。

燃 气 与 隔 热 套 外 壁 面 对 流 换 热 系 数 采 用

Churchill等［16］提出的经验公式，适用于 RePr≥0.2的

情况，

Nu = 0.3 + 0.62Re1/2Pr1/3
[ ]1 + ( )0.4/Pr 2/3 1/4

é

ë
êê1 + ( Re

282000 )
5/8ù

û
úú

4/5

（10）

式中 Re是以喷油杆外径 d2为特征尺寸的雷诺

数，Pr是燃气的普朗特数，Nu是以喷油杆外径 d2为特

征尺寸的努赛尔数。

本文采用文献［6］中所得的实验数据来对上文

中的换热及氧化结焦计算模型进行验证。相关验证

过程详见文献［17］，本文不再赘述。

2.4 计算工况设置

本文基准工况参数设置如表 1所示。高温来流

燃气温度、燃油进口温度分别为 1200K和 473K，燃油

进口流量 100g/s。喷油杆入口处燃油中溶解氧和结

焦前体浓度分别为 70mg/kg和 0mg/kg。喷油杆与来

流高温燃气达到热平衡后开始供油。如图 3所示，为

研究通断循环供油对喷杆换热与燃油结焦的影响，

本文采用两种供油模式来进行对比研究：通断循环

供油（Mode 1）和连续供油（Mode 2）。Mode 1中每次

通断循环供油周期内通油 0.3h，随后断油 0.1h，循环

20个周期，总循环时间（0.3+0.1）h×20=8h。为保持相

同有效供油时间，Mode 2连续供油时间为 0.3h×20=
6h。值得注意的是，航空发动机实验时，喷油杆断油

Table 1 Parameters setting

Parameter
Tg/K
pg/kPa
Tf，i/K

Wf，i/（g/s）
XO2/（mg/kg）
Xp/（mg/kg）

t/h

Value
1200
202
473
100
70
0

8（Mode 1）/6（Mode 2）
Tg-gas temperature；pg-gas pressure；Tf，i-inlet temperature of RP-3；
Wf，i-inlet mass flow rate of RP-3；XO2-oxygen concentration；Xp-deposi⁃
tion precursor concentration；t-fuel supply duration

Fig. 2 Heat transfer diagram of fuel inj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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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会通入氮气吹扫残油以避免发生结焦。因此本文

计算中假定断油后喷油杆内不会发生结焦。

3 结果与讨论

通断循环供油模式（Mode 1）下，分别选取周期 1
（通油 t=0~0.3h，断油 0.3~0.4h）、周期 10（通油 t=3.6~
3.9h，断油 3.9~4h）和周期 20（通油 t=7.6~7.9h，断油

7.9~8h）来进行分析。保证相同有效供油时间下，上

述三个周期通断油时刻分别与连续供油模式（Mode
2）下时刻对应关系见表 2所示。

3.1 喷油杆换热特性

如图 4所示，周期 1起始时刻 t=0h，喷油杆与燃气

达到热平衡，壁温为 1200K。供油结束时刻 t=0.3h，
壁温沿轴向逐渐升高。值得注意的是，在 x=103mm
和 195mm喷油杆直径缩小处，壁温略有降低。应该

是这两处位置，燃气与喷杆壁面间对流换热系数突

然变化导致的。此外燃油沿喷杆轴向喷射，流量逐

渐减小，到达喷杆底端时已无燃油冷却壁面，因此底

端壁温最高。周期 10和 20供油起始时刻（分别对应

3.6h和 7.6h）壁温均在 1100K以上。供油结束时刻

（分别对应 3.9h和 7.9h），壁温轴向分布与周期 1类

似。且供油周期越靠后，相同轴向位置处壁温越高。

喷杆内壁上结焦沉积随时间逐渐增厚，造成喷杆与

燃油间换热热阻增大，壁温因此升高。

如图 5所示，通断供油模式下，供油后喷杆底部

壁温从起始时 1200K迅速下降至 842K，随后逐渐升

高。 t=0.3h供油结束后，壁温急剧升高至 1200K。随

后循环周期内喷杆底部壁温变化与周期 1类似。只

是供油阶段壁温逐渐升高，但增幅随时间逐渐趋缓。

连续供油模式下（Mode 2）壁温从 1200K迅速下降至

842K，随后随时间逐渐升高，且增速逐渐减小。对比

连续供油，通断模式下每次通油瞬间喷杆壁温均远

高于连续模式下的值，而其他时刻两种供油模式下

的壁温差别不大。

3.2 燃油换热特性

如图 6所示，三个供油周期结束时刻，油温及结

焦前体浓度均沿轴向逐渐升高，在喷油杆底部达到

峰值。相同轴向位置处油温及结焦前体浓度随时间

逐渐下降。喷油杆内结焦沉积随时间逐渐增厚，喷

油杆与燃油间热阻增大，从而同一位置处燃油温度

随时间逐渐下降，结焦前体浓度也随之减小。

如图 7所示，x=260mm处燃油在通断供油模式

下，周期 1内油温从起始 473K迅速升高至 499K，随

后迅速降低至 494K，之后逐渐降低至 493K。断油

后油温保持在入口温度 473K不变。之后周期内油

温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均在供油起始后存在一尖锐

的油温峰值。结焦前体浓度变化与油温类似。如

Fig. 3 Two fuel supply modes

Fig. 5 Injector wall temperature versus time at x=264mm

Table 2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of fuel supply

moments between two fuel supply modes

Mode 1

Mode 2

Start time/h
End time/h
Start time/h
End time/h

0
0.3
0
0.3

3.6
3.9
2.7
3.0

7.6
7.9
5.7
6.0

Fig. 4 Axial distributions of injector wall temperature

(mo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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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所示，供油起始时刻壁温高达 1100K以上，通油

后燃油被灼热的喷油杆内壁迅速加热，从而油温迅

速升高，因而结焦前体快速生成。但随着燃油冷却

喷油杆，喷杆壁温迅速下降，油温与结焦前体浓度

也迅速降低。因而油温及结焦前体浓度在每次通

油后均出现一尖锐峰值。连续供油模式下，油温和

结焦前体浓度仅在 t=0h时刻后存在一个油温峰值，

与 通 断 供 油 模 式 每 个 供 油 周 期 起 始 时 刻 有 较 大

差异。

3.3 燃油结焦特性

3.3.1 结焦机理分析

如图 8所示，两种供油模式下，在喷杆前端和底

部各存在一时均结焦速率峰值。相较通断供油模

式，连续供油模式下结焦速率有所降低。油温沿轴

向逐渐升高，液相反应生成的结焦前体浓度沿轴向

也逐渐升高，进而固相表面反应被激活，结焦速率沿

轴向逐渐增大。另一方面燃油沿喷杆轴向在各喷点

喷出，燃油流量逐渐减少，且结焦前体在燃油中浓度

不到 0.3mg/kg，对燃油粘性影响很小，因而燃油流动

雷诺数 Re呈阶梯状下降趋势。于是结焦前体和溶解

氧扩散到管壁参与反应或沉积形成结焦的能力减

弱，结焦速率因此降低。在这两方面共同作用下形

成图 8中 x=50~100mm的结焦速率峰值区域。此外喷

油杆底部壁温较高，固相表面化学反应非常剧烈，因

而在喷杆底部也存在一结焦速率峰值。

如图 9所示，由于喷油杆壁温很高，时均的固相

表面反应结焦速率远大于液相反应结焦速率，结焦

主要由固相反应控制。此外供油模式对液相反应速

率影响很小，但对固相反应，连续供油可以降低沿程

Fig. 6 Axial distributions of fuel temperature and

deposition precursor concentration at end time of different

fuel supply cycles (mode 1)

Fig. 7 Fuel temperature and deposition precursor

concentration versus time at x=260mm

Fig. 9 Axial distributions of time averaged liquid phase and

solid phase deposition rate

Fig. 8 Axial distributions of time averaged deposition rate,

Reynolds number and deposition precursor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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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焦速率。如图 5所示，在每个循环周期供油起始时

刻，连续供油下壁温相较通断供油要低很多，固相表

面反应速率更慢，因而结焦速率更低。

3.3.2 结焦速率分析

图 10为通断循环供油周期 1，10和 20内，不同轴

向位置和时刻下结焦速率分布。每个周期通油起始

瞬间，喷杆沿程结焦速率都很高。但通油只需几十

秒结焦速率就会大幅下降。通油 200s后，结焦速率

轴向分布就基本不变了。供油周期越靠后，通油起

始时刻结焦速率峰值越小。且相对通油结束时刻，

结焦速率下降幅度也随之缩小。

图 11（a）所示，喷杆前端位置 x=100mm，通断供

油模式下每个周期起始供油时刻，结焦速率接近

5000μg/（cm2·h），远远大于连续供油模式下的值（对

应相同有效供油时间）。但是起始供油后很短时间

内两种供油模式下的结焦速率又变得相差不大。如

图 4和 5所示，通断循环供油模式下，供油起始时刻

喷油杆壁温很高（大于 1100K），远大于连续供油模式

下壁温。当燃油流经灼热的喷油杆内壁时，固相结

焦反应非常剧烈，因而结焦速率很高，远大于连续供

油模式下的结焦速率。但供油一段时间后两种模式

下喷油杆壁温变得相差不大，所以彼此的结焦速率

又逐渐接近。

图 11（b）所 示 ，喷 油 杆 在 喷 杆 底 部 位 置（x=
260mm），通断供油模式下起始供油时刻结焦速率超

过 2000μg/（cm2·h），而连续模式下结焦速率最高在

863μg/（cm2·h）。两者均低于 x=100mm处对应的结

焦速率。燃油沿喷杆轴向逐渐喷射，到达喷杆底部

时燃油流量较少，结焦速率因而随之减小。

如图 12（a）所示，通断供油模式下供油起始时

刻，结焦速率峰值位于 x=118mm处。相同喷杆轴向

位置处，周期 1起始时刻结焦速率最高，周期 20最

Fig. 11 Deposition rate versus time under two fuel supply

modes

Fig. 10 Distributions of deposition rate with various time

and axial position in different fuel supply cycles (mo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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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而供油结束时刻（图 12（b）），结焦速率分别在

88mm和 260mm处达到峰值。相同喷杆轴向位置处，

不同周期结焦速率大小正好与起始时刻相反，且结

焦速率峰值相比起始时刻大幅下降。

如 3.3.1节所述，影响结焦分布的主要因素有两

个：（a）表征扩散输运大小的流动雷诺数。（b）表征固

相表面反应快慢的喷杆壁温。供油起始时刻壁温很

高，喷杆沿程壁温差异较小，喷杆各处壁面反应均非

常剧烈，此时影响结焦的主要因素为流动雷诺数。

随着油温沿轴向升高，结焦前体逐渐增多，以固相表

面反应为主的结焦速率迅速升高。但燃油沿程喷射

后，流动雷诺数逐渐下降，结焦速率又逐渐减小，因

而呈现单峰分布。供油结束时刻，由于壁温大幅下

降，结焦速率明显减小。同前文分析，在雷诺数控制

下在喷杆前端形成一峰值区域。此外由于喷杆底部

无燃油冷却，壁面反应相比前端要强烈很多，因而在

喷杆底部也存在一结焦速率峰值。如图 12所示，连

续供油时，喷杆壁温分布类似通断供油模式下供油

结束时刻，因而呈现结焦速率双峰分布，且结焦速率

远低于通断模式下供油初始时刻值（图 12（a）），而略

低于通断模式下供油结束时刻值（图 12（b））。

3.3.3 结焦质量分析

如图 13所示，t=0.3h时结焦量较少。随着供油时

间增加，结焦量大幅升高，分别在 x=88mm和喷杆底

部 x=260mm附近结焦量达到最大，与图 12中结焦速

率峰值位置相对应。连续供油模式下，沿程结焦量

比通断模式下要稍小，但在靠近喷杆底部位置，结焦

量相当。这是因为两种供油模式下喷杆底部壁温均

很高，固相表面反应差异并不显著。

如图 14所示，通断循环供油模式下，每个供油周

期内生成的结焦量（md1）相比连续供油模式下的值

（md2）要大（连续供油时间等分为 20份，对应到每个

通断循环供油周期）。不同供油模式下结焦质量相

对误差（（md1-md2）/md1）表征通断供油下起始时刻灼热

内壁对燃油热冲击影响大小。如图 14所示，相对误差

随循环周期先急剧升高，后逐渐下降。表明热冲击对

结焦影响随供油周期先迅速升高，后逐渐降低。

如图 15所示，两种供油模式下，喷杆内总的结焦

量相对误差随供油时间先迅速升高至峰值，后逐渐

下降。表明热冲击对喷杆内总结焦量影响随供油时

Fig. 13 Axial distributions of deposition mass at different

fuel supply moments

Fig. 12 Axial distributions of deposition rate at different

fuel supply moments

Fig. 14 Deposition mass of single fuel supply cycle (left)

and relative error of deposition mass (right) versus cycle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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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呈现先增大后减小趋势。另一方面在供油结束时

刻（t=8h），两种供油模式下，结焦量相对误差沿喷杆

轴向位置逐渐下降，表明供油瞬间热冲击的影响沿

喷杆轴向逐渐减小。

本文还研究了喷杆进口燃油流量和进口油温对

喷杆内总结焦量及结焦量相对误差的影响。如图 16
所示，结焦总质量随有效供油时间呈线性递增关系，

与文献［1］中实验结果一致。相对基准工况（473K，
100g/s），降低流量（473K，40g/s），结焦总量有所减少。

而提高油温（523K，100g/s），结焦总量显著升高。此

外相对通断供油，连续供油下结焦量有所下降。如

图 17所示，基准工况下灼热内壁对燃油热冲击的影

响先随时间增大，后略有降低。减小进口流量，相同

有效供油时间下热冲击影响略有下降，但是影响趋

势不变。提高进口油温，热冲击的影响随供油时间

逐渐减小。且相比基准工况，相同有效供油时间下，

热冲击影响显著降低。

4 结 论

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得到主要结论：

（1）通断循环供油模式下，每个通断循环供油周

期内，供油起始时刻喷杆壁温超过 1100K，供油后形

成一尖锐的油温和结焦前体浓度峰值，两者均显著

高于连续供油模式下对应值。且相同喷杆轴向位置

处的喷杆壁温随时间逐渐升高，而油温和结焦前体

浓度逐渐降低。

（2）燃油结焦主要来自固相表面反应，液相自氧

化反应贡献非常小。

（3）通断供油模式下供油起始时刻，流动雷诺数

是 影 响 结 焦 分 布 的 主 要 因 素 。 在 喷 杆 前 端（x=
100mm）存在一结焦峰值区域。而供油结束时刻，流

动雷诺数与喷杆壁温共同影响结焦分布。在喷杆前

端与底部（x=260mm）各存在一结焦峰值区域。

（4）通断循环供油模式下，每个供油周期起始时

刻，结焦速率峰值分别在 5000μg/（cm2·h）和 2000μg/
（cm2·h）左右，远大于对应连续供油模式下的值。但

供油结束时刻，供油方式对结焦速率的影响大幅

下降。

（5）基准工况下，热冲击对燃油结焦影响随供油

时间先增大后减小，且沿喷杆轴向逐渐减小。降低

进口流量，热冲击的影响略有下降，影响趋势和基准

工况类似。提高进口油温，热冲击的影响显著减小，

且随时间逐渐降低。

为减小通油瞬间灼热壁面对燃油热冲击的影

响，需要对喷杆进行热防护，从而避免外部高温燃气

对喷杆直接加热。此外还可以通过抑制喷杆内壁面

固相表面反应，来达到抑制通油瞬间结焦速率陡增

的目的。

致 谢：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Fig. 15 Relative error of total deposition mass versus time

(bottom) and axial position (top)

Fig. 16 Total deposition mass versus actual fuel supply

duration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Fig. 17 Relative error of total deposition mass versus actual

fuel supply duration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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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分级多点直喷燃烧室冷态流动特性研究 *

李 乐，索建秦，于 涵，朱鹏飞，郑龙席

（西北工业大学 动力与能源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2）

摘 要：为了探究中心分级双旋流多点直喷燃烧室冷态流动特性，采用数值计算和实验方法进行研

究，建立了回流区主要特征参数定量描述方法，分析了主/副模旋流的发展过程，并获得了头部之间相

互干涉以及冷却空气与旋流空气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结果表明：在中心分级双旋流矩形燃烧室（模型

A） 中形成了稳定的中心回流区，回流区扩张角为 30°，有利于小工况下的火焰稳定；在带周期性边界

的燃烧室（模型B）中，头部之间的相互干涉导致角回流区涡心位置向下游移动，涡心间距减小，角回

流区尺寸明显增大，抑制了中心回流区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两个较小的中心回流区，一次回流区扩张角

减小为 20°；在带发散小孔冷却的燃烧室 （模型C） 中，冷却空气抑制了角回流区的发展，在中心截面

角回流区基本消失，形成了尺寸更大中心回流区，回流区扩张角增大至35°。
关键词：燃烧室；中心分级；多点直喷；流动特性；周期性边界；发散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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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Reaction Flow Characteristic of Concentric
Staged Multi-Point Direct Injection Combustor

LI Le，SUO Jian-qin，YU Han，ZHU Peng-fei，ZHENG Long-xi
（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710072，China）

Abstract：The non-reaction flow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ncentric staged dual swirl multi-point direct injec⁃
tion combustor was investigat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s. A quantitative description method of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the recirculation zone was establish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pilot/
main module swirl flow in the combustor was analyzed. The mutual interference between the domes 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ffusion cooling air and the swirling air were obtain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a stable
central recirculation zone（CTRZ）is formed in the concentric staged dual swirl rectangular combustor（model
A），and the expansion angle of CTRZ is 30°，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flame stabilization under the low condi⁃
tions. In the combustor with periodic boundary condition（model B），the vortex center in the corner recirculation
zone（CORZ）moves downstream because of the mutual interference between domes. The size of CORZ signifi⁃
cantly increases while the vortex center distance is decreased，which inhibi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TRZ.
Therefore，two smaller CTRZs are formed and the expansion angle of the first CTRZ is reduced to 20°. In the com⁃
bustor with effusion cooling holes（model C），the effusion cooling air suppres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RZ，
which disappears at the central section. A larger CTRZ is formed and the expansion angle of the CTRZ incr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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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35°.
Key words：Combustor；Concentric staged；Multi-point direct injection；Flow characteristic；Periodic

boundary；Effusion cooling

1 引 言

近年来，随着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和燃烧技术

的不断提高，民用航空发动机燃烧室朝着低排放和

高效率的方向发展，为此，先进的燃烧组织技术成为

关键［1］。多点贫油直喷燃烧技术相比于富油燃烧-快
速淬熄 -贫油燃烧（Rich-burn，quench，lean-burn，
RQL）技术减排潜力大，并能够有效避免贫油预混预

蒸发（Lean premixed prevaporised，LPP）燃烧技术所带

来的自燃、回火和振荡燃烧等问题，因此成为未来低

污染燃烧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2］。

国外针对多点直喷燃烧技术开展了很多研究，

主要包括阵列式多点直喷燃烧室和多旋流多点直喷

燃烧室两大类。对于阵列式多点直喷燃烧室，Patel
等［3］采用大涡模拟（Large eddy simulation，LES）方法

对单点贫油直喷燃烧室喷雾、湍流和火焰相互作用

过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剪切层有利于油雾散布，

旋 涡 破 碎 泡 起 到 了 火 焰 稳 定 的 作 用 。 Fu 和 Jeng
等［4-6］采用激光多普勒测速（Laser doppler velocime⁃
ter，LDV）、3D粒子图像测速（Particle image velocime⁃
try，PIV）技术和相位多普勒粒子分析仪（Phase dop⁃
pler particle analyzer，PDPA）对单点和九点贫油直接

喷射燃烧室流场和油雾场分布特性进行了研究，揭

示了受限比、旋流角度和喷嘴位置对流场特性和液

滴分布的影响规律。Dewanji等［7-9］采用非定常雷诺

平 均 N-S 方 程（Unsteady Reynolds-averaged Navier-
Stokes，URANS）和大涡模拟（LES）方法，对单点和九

点贫油直接喷射燃烧室冷/热态流场特性进行了研

究，并建立了适用于单点贫油直喷燃烧室喷雾燃烧

数值模拟方法。对于多旋流多点直喷燃烧室，Li
等［10-11］针对中心分级三旋流多点直喷燃烧室冷/热态

流场和污染排放特性进行了数值计算和实验研究，

结果表明，中心回流速度、切向速度和湍动能以及

NOx排放量均随进口温度的升高而增大。Nickolaus
等［12］设计了四旋流贫油直喷燃烧室结构，该燃烧室

贫油熄火当量比为 0.04，而且 NOx排放较 CAEP/2降
低 60%~70%。

国内于涵等［13］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对带收敛出口

的单元贫油直喷燃烧室冷/热态流场特性进行了研

究，结果表明，旋流角度的增加和燃烧释热能有利于

中心回流区的形成。于涵等［14］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对中

心分级贫油直喷（Lean direct injection，LDI）燃烧室流

动及污染排放特性进行了研究，在副模为 32°的中等

强度旋流条件下仍能形成稳定的中心回流区，并随着

主油喷射角度的减小，NOx生成量降低。何小民等［15］

采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旋流器流量分配对三旋流

流场特性的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回流区尺寸、回

流率以及旋流数均随流量分配的改变有明显变化。

目前，国内外针对多点直喷燃烧技术，主要以阵

列式多点直喷燃烧室研究为主，但这种燃烧室结构

体积庞大、供油系统复杂，现阶段难以应用于航空发

动机。因此，多旋流多点直喷燃烧室结构得以发展，

而且为了进一步降低排放，燃烧室内燃烧空气全部

从旋流器进入，并逐渐取消了掺混孔。目前针对中

心分级双旋流多点直喷燃烧室流场结构研究较少，

而且主要以单管燃烧室数值模拟为主，基本都忽略

了头部相互干渉和发散小孔冷却对核心区流场的影

响，使其结果与真实燃烧室流场结构相差较大。

本文采用试验和数值模拟方法对中心分级双旋

流多点直喷燃烧室流场结构进行研究，分析中心分级

双旋流基本流动特征，揭示头部之间的相互干涉以及

冷却空气与核心区旋流空气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从

而深入理解真实全环燃烧室中的复杂流动过程。

2 研究对象及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的中心分级双旋流多点直喷燃烧室头

部结构如图 1所示。

基于主副模分区燃烧的概念进行设计，将头部

结构分为副模（Pilot module）和主模（Main module）两

Fig. 1 Scheme of concentric staged multi-point direct

injection combustor dom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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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分别对应副模燃烧区和主模燃烧区。副模由

副模旋流器、单油路离心喷嘴和收敛出口组成，主模

由主模旋流器、多个空气助雾化喷嘴和收敛出口组

成，其中副模旋流器和主模旋流器旋向相同，副模旋

流角度为 34°，旋流数为 0.5，主模旋流角度为 60°，旋
流数为 1.02。在小工况下，仅副模工作，随着工况的

不断提高，主副模同时工作，此时副模起到稳定火焰

的作用。

针对中心分级双旋流多点直喷燃烧室，实现良

好燃烧性能的关键就是良好的油气匹配，其核心是

具有合理的流场结构。因此，本文首先对单头部中

心分级双旋流多点直喷燃烧室流场结构进行研究，

获得由主/副模形成的基本流动特征，在此基础上采

用数值模拟方法进一步研究了头部之间流场的相互

干涉，以及火焰筒冷却空气与核心区旋流空气的相

互作用对流场结构的影响。

为了测量中心分级双旋流基本流动特征，设计

了中心分级双旋流多点直喷燃烧室 PIV试验件，其结

构如图 2所示。头部采用树脂材料 3D打印而成，加

工精度为 200μm。燃烧室采用透明有机玻璃制成，

简化了头部冷却结构和喷嘴内部结构，并省略了火

焰筒壁面气膜冷却孔。受限空间根据全环火焰筒真

实环高和受限比进行设计，燃烧室试验件为 100mm×
100mm的矩形试验件，出口采用收敛出口，单侧收敛

角度为 20°，出口面积为 100 mm×45 mm。

为了进一步解析中心分级双旋流头部下游的三

维流动过程，本文建立了与 PIV试验件结构一致的单

头部矩形燃烧室（模型 A），四周壁面边界条件均采用

固体壁面边界（Wall boundary），模型 A燃烧室结构如

图 3所示；另外，Andreini等［17］研究了带周期性边界的

单头部燃烧室流场结构与多头部燃烧室流场结构数

值计算结果和 PIV试验结果一致性较好，因此在模型

A燃烧室的基础上建立了带周期性边界的单头部矩

形燃烧室（模型 B），用于研究头部之间的相互干涉对

流场结构的影响，其上下壁面边界条件采用固体壁

面边界（Wall boundary），两侧壁面边界条件采用周期

性边界（Periodic boundary），模型 B燃烧室结构如图 4
所示；在模型 B燃烧室的基础上，建立了带火焰筒壁

面冷却空气的单头部矩形燃烧室（模型 C），头部进气

量与模型 A和 B燃烧室保持一致，冷却空气占总空气

量的 30%，冷却形式采用发散小孔冷却，单侧分布

1320个冷却小孔，冷却小孔按照“菱形”排布的方式

均 匀 分 布 在 燃 烧 室 内 外 火 焰 筒 上 ，小 孔 直 径 d=
0.5mm，小孔与火焰筒壁面夹角为 15°，尽可能保证冷

却空气具有良好的贴壁性。模型 C燃烧室用于研究

火焰筒冷却空气与核心区旋流空气的相互作用对流

场结构的影响，燃烧室结构如图 5所示。

2.2 试验研究

中心分级双旋流多点直喷燃烧室 PIV试验系统

Fig. 2 Diagram of combustor structure

Fig. 3 Combustor structure with wall boundary (model A)

Fig. 4 Combustor structure with periodic boundary

(model B)

Fig. 5 Combustor structure with periodic boundary and

effusion cooling holes (model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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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6所示。试验系统主要由气源、孔板式流量计、

流量调节阀、PIV系统、试验段和测控系统组成。试

验段主要包括粒子投放段、整流段、前测量段和可视

化燃烧室四部分，其中粒子投放段采用 6个多孔耙子

将示踪粒子均匀散布在主流空气中，示踪粒子和主

流空气在整流段中均匀混合，并经过前测量段进入

可视化燃烧室。在前测量段上分别采用压力变送器

和 K型热电偶对燃烧室进口的温度和压力进行了

测量。

流场试验采用德国 Lavision公司的二维 PIV系统

开展，整个系统包括固体粒子发生器、Nd：YAG双脉

冲激光器、导光臂、光学组件、CCD相机、同步控制器

和后处理软件。片光由双脉冲激光器、导光臂和光

学组件产生，单个脉冲最高能量为 200mJ，脉冲频率

15Hz，脉冲激光波长为 532nm。CCD相机分辨率为

2360×1776像素，像素物理大小为 5.5μm×5.5μm，满

像素拍摄帧率为 31帧/s。同步控制器时间分辨率为

1ns，主要负责 PIV各部件间的工作时序。后处理软

件采用 DaVis平台下的二维 PIV软件包，采用互相关

和自相关处理，实现 PIV+PTV高精度速度矢量分析。

示踪粒子良好的跟随性是保证流场测量精度的

关键，研究表明［18］当示踪粒子平均直径约为 10μm
时，能够保证良好的跟随性。为此，本次试验采用玉

米淀粉作为示踪粒子，通过 1500目的筛子进行过滤，

保证其平均粒径在 10μm以内。试验工况为常温常

压，空气流量 0.07kg/s。试验中对跨帧时间和拍摄张

数进行了无关性验证，并确定了跨帧时间为 15μs，拍
摄张数为 400张（200组），随后对结果进行时均处理

获得时均流场。

2.3 数值模拟

2.3.1 网格划分

由于中心分级双旋流多点直喷燃烧室头部结构

复杂，并具有多个壁面边界条件，因此本文采用分区

法对整个燃烧室进行网格划分。其中头部采用 ICEM
进行网格划分，其余部分采用 Gambit进行网格划分，

旋流器和发散小孔均采用结构化网格，最后对网格

进行拼接。整体网格如图 7所示。

2.3.2 网格无关性验证

数值计算中网格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最终的计

算精度，为了消除网格划分对计算结果的影响，本文

针对中心分级双旋流多点直喷燃烧室进行网格无关

性验证。由于模型 B燃烧室同时考虑了周期性边界

和固体壁面边界，其流场结构更为复杂，因此选用该

模型作为验证对象。建立了网格数量不同的共 3种
网格，网格信息如表 1所示。

在保证湍流模型和边界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

以上三种网格进行计算，通过监测 Z=20mm截面（该

截面流场信息丰富，同时存在角回流区、唇口回流区

和中心回流区）轴向速度和径向速度分布沿 X方向的

分布来判断计算是否达到稳定。当计算残差均<10-3，
同时监测面的轴向速度相对波动量<1%后继续计算

500步，此时认为该计算结果达到稳定，计算结果如

图 8所示。

从图 8可以看出，Mesh-2和 Mesh-3网格的计算

结果无明显差异，而Mesh-1网格计算的近壁面处、唇

口涡和中心回流区处的速度分布，以及主副模出口

的速度峰值与 Mesh-2和 Mesh-3网格计算结果均存

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认为 Mesh-2的网格已经达

到无关，基于 Mesh-2的网格尺寸分别对模型 A和 C

Fig. 6 Schematic of PIV experiment system

Fig. 7 Computational mesh of combustor

Table 1 Grid independent verification for model B

Mesh
Quantity

1
4.4×106

2
6.0×106

3
7.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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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网格划分，其网格量分别为 600万和 1100万。

2.3.3 计算模型

本文采用 FLUENT软件进行数值模拟，文献［19-
20］对不同湍流模型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 Real⁃
izable k-ε模型能够更好地模拟燃烧室流场结构，因

此本文采用 Realizable k-ε湍流模型。另外，近壁面

采用增强壁面函数处理，压力-速度耦合方程求解采

用 SIMPLE算法，压力方程采用 Standard求解，其余方

程采用二阶迎风格式。入口边界条件采用质量流量

进口，出口采用压力出口。

3 结果与讨论

3.1 中心分级双旋流基本流动特性

中心分级双旋流多点直喷燃烧室（模型 A）基本

流场特征 PIV实验结果如图 9所示，图 9（a），（b）分别

为 Y=0mm截面轴向速度和径向速度分布云图。从

图 9（a）轴向速度分布可以看出，受测量区域限制，没

有捕捉到完整的唇口回流区（Lips recirculation zone，
LRZ）结构，在火焰筒中心区域存在轴向方向上的逆

流，形成了对称的中心回流区，同时在测量区域左

上和左下角还存在对称分布的角回流区。从图 9
（b）径向速度分布可以看出，径向速度表征了旋转射

流沿径向向外扩张流动的速度，因此径向速度的峰

值出现在旋转射流扩张速率最大的区域，在角回流

区和中心回流区之间的区域，主副模旋流空气混合

后向外扩张，此处径向速度最大，且形成对称分布，

从 而 在 中 心 形 成 了 低 压 区 ，促 使 了 中 心 回 流 的

发生。

为了定量描述中心分级双旋流多点直喷燃烧室

回流区特征，此处定义了几个主要特征参数［21］，如图

10所示。图中 P1代表角回流区涡心，用于描述角回

流区轴向位置；P2代表主/副模旋流空气交汇点，用于

描述唇口回流区尺寸；P3代表中心回流区涡心，用于

描述中心回流区轴向位置；P4代表中心回流区后驻

点，用于描述中心回流区最大长度；HCO代表角回流区

两个涡心之间的距离，用于描述角回流区对头部旋

流空气的挤压程度；HCT代表中心回流区两个涡心之

间的距离，用于描述中心回流区宽度。为了验证数

值计算方法的有效性，这里对实验结果与数值模拟

结果进行了对比，图 10上半部分为试验结果（Exp），

下半部分为计算结果（CFD）。

由于实验结果未包含完整的唇口回流区结构，

Fig. 9 Velocity contour of central section Y=0mm (model A,

Exp)

Fig. 8 Velocity distribution along X direction for different

gr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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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仅对数值计算所得的角回流区涡心距旋流器出

口的轴向距离（LP1）、中心回流区涡心距旋流器出口

的轴向距离（LP3）、角回流区涡心间距（HCO）、中心回流

区长度（LP4）和宽度（HCT）等回流区主要特征参数与实

验结果进行对比，如表 2所示，其中相对偏差 δ计算公

式为

δ = vCFD - vExp
vExp

× 100% （1）

从图 10和表 2可以看出，在中心分级双旋流多

点直喷燃烧室回流区主要特征参数中，计算所得的

角回流区轴向位置与实验值差异略大，约为 9%左

右，主要原因是角回流区位置较大的局部速度梯度

导致示踪粒子跟随性差，从而影响角回流区涡心位

置测量的准确性。但其余特征参数相对偏差均≤1.5%。

角回流区涡心间隔约为 83mm，中心回流区轴向位置

约为 82mm，中心回流区长度约为 114mm，宽度约为

54mm。

对于燃烧室内空气流动而言，最重要的流动特

征就是中心回流区，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心回流区特

征速度的分布规律，图 11和 12给出了不同轴向位置

（旋流器下游 40~70mm）轴向速度和径向速度沿 X方

向的分布。

从图 11可以看出，在中心回流区发展阶段（Z=
40~70mm），轴向速度在 X方向呈“双峰”结构对称分

布，随着距旋流器出口距离的增大，最大正速度不断

减小，“双峰”间的间距不断增大，越来越靠近燃烧室

壁面。而且在 Z=60mm处，角回流区基本消失。从

图 12可以看出，径向速度在 X方向呈中心对称分布，

在中轴线上径向速度接近 0，随着半径增加，径向速

度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在离心力

的作用下，径向速度先逐渐变大，随后受壁面的影

响，其径向速度逐渐趋近于 0。从图 11和 12可以看

出，当 Z≥60mm处，靠近中心位置的特征速度分布略

有差异，计算得到的最大回流速度和径向速度略大

于实验测量的结果，导致差异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示

踪粒子在强旋转流动中受到惯性力作用向外侧聚

集，使得下游中心负速度较大区域的粒子浓度大大

降低，导致两张图像的相关性变差，从而影响实验结

果的准确性，与文献［22］中的分析结果一致。综上

所述，采用 Realizable k-ε湍流模型能够较为准确地

预估中心分级双旋流多点直喷燃烧室内流场结构和

特征速度分布。

Fig. 11 Axial velocity distribution along X direction at

different axial locations (model A)

Fig. 10 Main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recirculation

zone

Table 2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recirculation zone in

model A

Parameter
LP1/mm
LP3/mm
LP4/mm
HCO/mm
HCT/mm

Exp
30.92
82.12
113.71
82.29
54.60

CFD
33.70
81.46
114.73
83.45
53.78

δ/%
8.99
-0.80
0.90
1.41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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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实验测量区域是从旋流器下游 20mm处开

始的，实验结果未捕捉到主/副模旋流空气流出旋流

器出口至相互掺混的过程，为此需要基于数值计算

结果对未测量区域的三维流动特性进行研究。图 13
为模型 A燃烧室 X=0mm截面轴向速度分布云图和流

线的叠加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副模空气和主模空气

经旋流器后从收敛出口高速流出，由于旋流流动具

有较大的切向速度，气流从收敛出口出来后在离心

力的作用下向外扩张，轴向速度的减小和径向膨胀

导致气流在轴向方向产生逆压梯度，从而形成一个

稳定的中心回流区。另外，由图可以看出主/副模空

气的交汇点 P2位于旋流器下游 25.83mm处，但副模

空气主要用于形成中心回流区，主模空气基本不参

与形成回流区，而是贴着壁面在外围流动，这符合尽

量避免主/副模空气相互作用的设计初衷，有利于小

工况下的火焰稳定。除此之外，由于主、副模出口之

间，以及主模出口与火焰筒壁面之间存在“台阶”结

构，“台阶”流动会产生低压区，从而在这两个区域分

别形成唇口回流区和角回流区。

涡量也称为旋度，通常用于描述涡旋的强度和方

向。对于旋转射流而言，进入燃烧室后会形成内外两

个剪切层，由于剪切层内具有较大的速度梯度，因此

涡量的峰值区域可用于表征剪切层的位置。图 14为
模型 A燃烧室 X=0mm截面的涡量分布云图。从图上

可以看出，副模旋流空气和中心回流区相互作用形

成副模内剪切层，和唇口回流区相互作用形成副模

外剪切层，受旋流空气离心力的影响，副模剪切层

（Pilot stage shear layer）呈“分叉”现象。为了定量分

析中心回流区的扩张程度和回流量的大小，这里定

义副模内剪切层扩张角 α为中心回流区扩张角，从图

中可以看出，中心分级双旋流燃烧室形成的中心回

流区扩张角为 30°。主模旋流空气和唇口回流区相

互作用形成主模内剪切层，与角回流区相互作用形

成主模外剪切层，由于角回流区的挤压作用，主模剪

切层（Main stage shear layer）向中心略微偏转，对副模

旋流空气的进一步扩张具有一定的压制作用。

图 15为模型 A燃烧室不同截面的轴向速度分布

云图，从头部下游 10mm开始每隔 20mm取一个截面。

从图上可以看出，从 10mm位置到 30mm位置，唇口回

流区逐渐消失，主副模旋流空气逐渐混合在一起，中

心回流区尺寸逐渐变宽。由于模型 A燃烧室壁面边

界条件均是固体壁面边界，因此角回流区均匀分布

在四周，中心回流区呈对称结构分布。

3.2 头部相互干渉对流场的影响

图 16为模型 B燃烧室 X=0mm截面轴向速度分布

Fig. 13 Axial velocity contour and streamtraces of central

section X=0mm (model A, CFD)

Fig. 14 Vorticity contour of central section X=0mm (model

A, CFD)

Fig. 12 Radial velocity distribution along X direction at

different axial locations (mode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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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图和流线的叠加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当左右两

侧壁面边界条件设置为周期性边界时，其流场结构

相比于模型 A燃烧室发生了较大变化，角回流区涡心

轴向位置 P1从 33.7mm增加到 44.35mm，角回流区涡

心间距 HCO从 83.45mm减小为 69.2mm，另外主/副模

旋流空气交汇点 P2从 25.46mm增加到 27.10mm，角回

流区和唇口回流区的增大，导致主模旋流空气受角

回流区的压制作用而向燃烧室中心发生明显偏转，

从而抑制了副模旋流空气的外向扩张，由于不能形

成较大的逆压梯度，因而在副模下游只形成了一个

很小的一次中心回流区（CTRZ-1）。随着旋流空气往

下游的移动，受角回流区的压制作用越来越弱，旋流

空气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再一次向外扩张，从而形成

了一个较大的二次中心回流区（CTRZ-2）。

图 17为 X=0mm截面的涡量分布云图，模型 B燃

烧室主/副模剪切层结构与模型 A相似，但由于角回

流区对主/副模旋流空气的压制作用增大，主模剪切

层向中心偏转的更加严重，导致副模剪切层“分叉”

现象不是很明显，从而抑制了副模下游中心回流区

的形成和发展，中心回流区扩张角 α从 30°减小到

20°。
为了进一步分析带周期性边界的中心分级双旋

流多点直喷燃烧室流场结构，本文截取了模型 B燃烧

室不同轴向截面的轴向速度分布云图。从图 18可以

看出，模型 B燃烧室角回流区主要集中在上下壁面

处，尺寸较模型 A燃烧室角回流区也变得更大，其原

因是由于左右两侧壁面为周期性边界，真实的模拟

了头部间旋流的相互作用，导致在两侧壁面处不能

形成“台阶涡”（角回流区）结构。上下壁面处较大的

角回流区不利于稳定的中心回流区形成。

为了定量描述不同燃烧室模型的特征速度分布

规律和演变过程，分别选取了 Z=10，30，50，80 和

120mm共五个轴向位置的轴向速度沿 X方向分布进

行分析，其位置如图 19所示。这五个位置包括了旋

流空气进入燃烧室、旋流空气扩张流动、角回流区即

将消失、中心回流区充分发展和中心回流区消失等

特征位置。

图 20为模型 A和 B燃烧室不同轴向位置轴向速

度沿 X方向的分布。从图上可以看出，在 Z=10mm位

置处，模型 B和模型 A燃烧室流场结构基本一致，主/
副模旋流空气从头部高速射出形成四个速度峰值，

对称分布在中心轴线两侧。外侧的两个峰值对应主

模收敛出口的高速气流，内侧的两个峰值对应副模

收敛出口的高速气流，由于中心逆压梯度受角回流

区和周期性边界的影响较小，因此在副模下游能形

Fig. 16 Axial velocity contour and streamtraces of central

section X=0mm (model B, CFD)

Fig. 15 Axial velocity contour of different crosswise

sections (model A, CFD)
Fig. 17 Vorticity contour of central section X=0mm (model

A and B, CFD)

Fig. 18 Axial velocity contour of different crosswise

sections (model B, C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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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个尺寸较小且对称的一次中心回流区。随着旋

流空气往下游的移动，角回流区和周期性边界对流

场结构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在 Z=30mm处，模型 A燃

烧室主/副模旋流空气已经相互混合，形成了“双峰”

结构，但模型 B燃烧室受唇口回流区的影响依旧呈现

四个速度峰值，此时模型 B燃烧室一次回流区已经逐

渐消失。在 Z=50~120mm内，模型 B燃烧室存在二次

中心回流区，此时旋流空气的轴向最大正速度较小，

中心逆压梯度容易受上下角回流区和周期性边界的

影响，因此二次中心回流区发生了偏转现象。

3.3 冷却空气对流场的影响

随着燃烧室冷却技术的不断发展，目前火焰筒

广泛采用发散小孔冷却技术，国内外许多学者在进

行旋流流场特性研究时省略了冷却孔，认为冷却空

气对燃烧室内部的核心流动影响较小。为了研究这

一影响，本文基于带发散小孔的单头部矩形燃烧室

（模型 C）研究冷却空气与核心区旋流空气的相互作

用过程，图 21为模型 C燃烧室 X=0mm截面轴向速度

分布云图和流线的叠加图。表 3为三种燃烧室模型

回流区主要特征参数对比结果。从图 21和表 3可以

看出，模型 C燃烧室流场结构相比于模型 A和 B燃烧

室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唇口回

流区尺寸基本不变，稳定在 26mm左右。角回流区受

发散小孔冷却空气的影响，在模型 C燃烧室 X=0mm
平面角回流区基本消失，由于没有了角回流区的压

制作用，主模旋流空气从旋流器高速流出后，在离心

力的作用下迅速扩张，虽然副模旋流强度相比于主

Table 3 Comparison of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recirculation zone in different combustors

Parameter
LP1/mm
LP2/mm
LP3/mm
LP4/mm
HCO/mm
HCT/mm

Model A
33.70
25.46
81.46
114.73
83.45
53.78

Model B
44.35
27.10
28.09
35.75
69.20
11.16

Model C
0.00
26.71
68.90
120.51
0.00
56.97

Fig. 21 Axial velocity contour and streamtraces of central

section X=0mm (model C, CFD)

Fig 19 Schematic of different axial positions

Fig. 20 Axial velocity distribution along X direction at

different axial locations (model A and B, C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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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较弱，但在主模旋流空气的动量传递和副模旋流

空气自身离心力的作用下，副模旋流空气也迅速向

外扩张，从而在副模下游形成了稳定的中心回流区。

模型 C燃烧室中心回流区长度较模型 A燃烧室增大

了 5%，较模型 B燃烧室一次中心回流区增大了 2.4
倍，中心回流区宽度 HCT较模型 A燃烧室增大了 6%，

较模型 B燃烧室一次中心回流区增大了 4.1倍，而且

中心回流区涡心位置 P3较模型 A燃烧室明显前移，说

明模型 C燃烧室回流更强，有利于火焰稳定。因此，

采用先进的发散小孔冷却技术，不仅能够有效抑制

角回流区的形成，避免热态条件下对头部法兰和火

焰筒的烧蚀，而且有利于中心回流区的形成和发展。

图 22对三种燃烧室结构的涡量分布云图进行了

对比分析，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具有冷却空气的条件

下，主模剪切层没有向中心偏转的趋势，避免了对副

模剪切层的压制作用，从而有利于中心回流区的形

成。相比于模型 B燃烧室，中心回流区扩张角 α由

20°增加至 35°，此时回流量明显增大，有利于火焰稳

定。另外，在发散小孔出口处存在较大的速度梯度，

因此在靠近火焰筒壁面处涡量较大，但由于发散小

孔孔径小，流经单个冷却孔的冷却空气量较少，因而

其射流动量小，经发散小孔流出的冷却空气与主流

空气快速混合并贴壁流动，速度梯度迅速消失，所以

先进的发散小孔冷却技术相比于传统冷却形式而

言，其冷却空气贴壁性更好，冷却效果更佳。

图 23为不同截面的轴向速度分布云图，可进一

步分析冷却空气对角回流区和中心回流区的影响。

从图上可以看出，模型 C燃烧室角回流区主要分布在

矩形燃烧室四个角落，其尺寸相比于模型 A和 B燃烧

室更小，在 X=0mm和 Y=0mm截面上角回流区对主副

模旋流空气基本无压制作用，有利于中心回流区的

发展，从而形成了较模型 A和 B燃烧室尺寸更大、结

构更规整的中心回流区。

图 24为模型 A，B和 C燃烧室不同轴向位置轴向

速度沿 X方向的分布。从图上可以看出，在 Z=10mm
处，由于主/副模旋流空气具有较高的轴向速度，而且

Fig. 22 Vorticity contour of central section X=0mm (model

A, B and C, CFD)

Fig. 23 Axial velocity contour of different crosswise

sections (model C, CFD)

Fig. 24 Axial velocity distribution along X direction at

different axial locations (model A, B and C, C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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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唇口回流区和角回流区影响较小，因此具有相似

的流场结构。在 Z=30mm位置处，模型 A和 C燃烧室

主/副模旋流空气相互混合，逐渐形成了“双峰”结构，

而模型 B燃烧室依旧呈现四个速度峰值，此时模型 C
燃烧室两个速度峰值间的间距远大于模型 A和 B燃

烧室，说明角回流区对模型 C燃烧室旋流空气的压制

作用小于模型 A和 B燃烧室，因此模型 C燃烧室旋流

空气更靠近壁面，在燃烧室中心形成了更大的逆压

梯度，有利于中心回流区的形成，但在该位置处模型

A和 C燃烧室回流区宽度基本一致。随着旋流空气

往下游的移动，模型 C中心回流区宽度迅速增大，而

模型 B燃烧室一次回流区逐渐消失。从 Z=120mm位

置处的轴向速度分布可以看出，模型 C燃烧室中心轴

线上轴向速度最小，模型 B燃烧室轴向速度最大，说

明模型 C燃烧室中心回流区尺寸最大，模型 B燃烧室

中心回流区尺寸最小。除此之外，从图 24还可以看

出，虽然模型 B和 C燃烧室均带有周期性边界条件，

但模型 C燃烧室中心回流区呈对称结构分布，而模型

B燃烧室二次回流区向 X轴正方向发生较为明显的

偏转，因此冷却空气的加入有利于燃烧室中心回流

区的形成和发展。

4 结 论

通过本文对中心分级双旋流多点直喷燃烧室冷

态流动特性的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对于单头部中心分级双旋流多点直喷燃烧

室而言，在主/副模旋流空气的作用下能够形成一个

扩张角为 30°的中心回流区，其中副模空气用于形成

中心回流区，主模空气贴壁流动，这有利于小工况下

的火焰稳定。

（2）头部之间的相互干渉导致燃烧室上下壁面

处角回流区尺寸明显增大，抑制了中心回流区的发

展，最终在副模下游形成了两个尺寸较小的中心回

流区，一次回流区扩张角减小为 20°。
（3）采用先进发散小孔冷却技术，使得内外火焰

筒冷却空气贴壁性更好，而且冷却空气的存在抑制

了角回流区的发展，旋流空气能够更好地向外扩张，

回流区扩张角增大为 35°，因此冷却空气的加入有利

于中心回流区的形成和发展。

（4）通过对比三个燃烧室模型的流场结构，带冷

却空气的中心分级双旋流多点直喷燃烧室能够形成

尺寸更大、更规整的中心回流区，并具有最小的角回

流区结构。

致 谢：感谢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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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空气管供气腔脉冲射流流动响应特性实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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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探究脉冲射流经航空发动机主动控制系统中冷却空气管内的流动响应规律，对单排

40个出流孔的冷却空气管内的脉冲射流流动响应特性进行了实验研究。同时，引入了响应时间、迟滞

时间和出流速度系数三个评价参数，对脉冲射流在冷却空气管内的响应特性进行定量分析。实验重点分

析了脉冲频率 f（1~20Hz）、进口雷诺数Re（5×103~2×104） 等参数变化对流动响应特性带来的影响。研

究发现，在一个脉冲周期内，冷却空气管出流速度的响应时间和迟滞时间沿程逐渐增加，出流速度系数

沿程变化不大。在实验参数范围内，f和Re增大，冷却空气管出流响应时间、迟滞时间所占脉冲周期的

比例和出流速度系数逐渐增大。f，Re越大，冷却空气管内压力越大，流容越小。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冷却空气管；脉冲射流；响应特性；容腔效应；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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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Flow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Pulsed Jet Through Cooling Air Pipe Plenum Chamber

XU Qi-ming1，MAO Jun-kui1，2，LIU Fang-yuan1，FAN Jun3，CAI Ke-xin1，YANG Yue1，HE Hu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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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iang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erospace Power System，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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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obtain the pulsed jet flow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cooling air pipe plenum chamber in the
aero-engine active control system such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ow response，a typical configuration，which has
40 exit holes located in one lines，was experimentally investigated. Three evaluation parameters，including the re⁃
sponse time，the lagging time，the outflow velocity coefficient were introduced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re⁃
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ulsed jet in the cooling air pipe plenum chamber. The inlet Reynolds number（5×
103~2×104），the impulse frequency（1~20Hz）were changed in experiments，then the flow response characteris⁃
tics of pulsed jet varying with these parameters were obtained. It was found that，the response time，the lagging
time increased gradually along the cooling air pipe and the outflow velocity coefficient had a less variation a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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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oling air pipe mainly. Among the current research conditions，the ratio of response time and lagging time to
the pulse period and the outflow velocity coefficient gradually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impulse frequency
and inlet Reynolds number. As impulse frequency and inlet Reynolds number increased，the pressure in the cool⁃
ing air pipe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the flow capacity in the cooling air pipe gradually decreased.

Key words：Aeroengine；Control system；Cooling air pipe；Pulsed jet；Response characteristics；Cavi⁃
ty effects；Flow capacity

1 引 言

航空发动机叶尖间隙一般是指轴流式发动机转

子叶片叶尖与机匣之间的径向间隙。间隙过大，压

气机或涡轮的效率降低，间隙过小，则容易使得转子

叶片和机匣/外环等发生碰磨，因此合理地控制叶尖

间隙是发动机设计和运行中的关键问题之一［1］。目

前，对涡轮系统而言，基于可控热变形的叶尖间隙控

制系统，大多是采用射流冲击的方式来改变机匣温

度的。在机匣外面安置了数排圆形冷却空气管，气

流从冷却空气管上的冲击孔流出并冲击机匣表面，

以此来改变机匣温度和径向位移［2］。因此，冷却空气

管承担着容纳并分配冷却气体的作用，其内部容腔

效应对冷却气体的分配均匀性和冷却能力密切相

关，是影响涡轮工作的重要部件之一。

间隙主动控制系统中的冷却空气管是一端进

气，另一端封闭，沿程开有一排或多排径向冲击孔的

容腔结构［3］。冷却空气导入冷却管内部，并通过管上

的诸多小孔流出。针对这类容腔结构，一些学者对

于其管内流动特性和出流特性展开深入研究。文献

［4-5］采用数值计算方法研究了不同结构参数（孔

径、管径、孔间距）的圆形直冷却管的气体流量分配

规律，该冷却管一端进气，沿程分布有数十个冷却

孔。计算中发现各冷却孔的流量系数沿程数值在增

加，并且受到孔径，管径和孔间距等参数的影响。

Soghe等［6］采用实验方法研究了多个圆形直冷却管的

流动特性和气体流量分配规律。研究表明：距离进

口位置越远，静压越大。当冷却空气管进出口面积

比>5时，冷却孔出流流量越均匀。陈涛［7］对多个方形

截面冷却管的流动特性展开了实验研究。结果表

明：冷却孔流量系数随进口雷诺数和孔间距的改变

变化不明显；管内总压损失随着进口雷诺数和孔间

距的增加而变大。姜远刚［8］通过实验方法研究了圆

形和方形截面形式的环状冷却管，该冷却管上冲击

孔排布密集（290个），采用分段设计、流量平均的方

法，得到了冷却孔流量系数的变化规律。实验结果

表明：距离进口位置越远，冷却管内的流量逐步增

加，静压也逐步增加，总压逐步降低。姚甜等［9］对 4
个主进气口、双排 125个出流孔的涡轮集气腔出口流

量分配规律进行了实验研究。研究发现，正对主进

气口的出流孔流量最大，而紧邻其两侧的轴出流孔

流量明显减小。文献［10］用数值计算方法研究了考

虑辐射条件下冷却管的出流特性。结果表明：在高

的壁面温度和小冲击间距的条件下，靠近冷却管末

端冷却射流的质量流量会明显降低。

近些年，为适应工业技术发展所带来的高效传

热需求，许多学者开展了多样的射流冲击强化技术

创新研究［11］，发展了一些强化换热的被动策略（如改

变喷嘴的结构和涡激励等［12-13］）和主动策略（如合成

射 流 和 基 于 电 磁 效 应 等 方 式 形 成 的 脉 冲 射 流

等［14-15］）。 脉 冲 射 流 作 为 主 动 强 化 换 热 的 新 形

式［16-17］，与稳态射流冲击相比，脉冲射流在强化换热

的机制上更为复杂。研究表明，脉冲射流能否形成

换热增强效果，与射流固有的脉冲特征（波形、频率、

幅值）以及射流雷诺数等因素密切相关。耿丽萍

等［18］使用信号发生器控制质量流量控制仪来产生不

同波形周期性变化的非稳态射流，实验研究了由标

准矩形、正弦、锯齿和跳变脉冲信号产生的周期性波

形的冲击换热性能，研究表明具有阶跃变化特征的

标准矩形方波冲击射流的强化换热效果最为显著，

它可以使射流产生强烈脉动和冲击扰动机制，并且

射流波形越接近矩形换热效果越好。Herwig等［19］采

用了一种质量流量控制系统产生不同频率（1.25Hz≤
f≤40Hz）的脉冲射流，并研究频率对换热效果的影响。

结果显示，在频率较低时，脉冲射流冲击换热效果反

而没有稳定射流冲击时好，但当频率超过一定阈值

时，其强化传热的优势逐渐明显，在频率为 40Hz时，

传热强化效果可达 30%。吕元伟等［20］采用了电磁阀

激励形成脉冲频率为 10Hz和占空比为 50%的脉冲射

流，实验研究了不同射流雷诺数（5×103~2×104）下，脉

冲射流冲击平直表面的对流换热特性，结果表明脉

冲射流冲击换热特性与射流雷诺数和冲击间距等因

素密切相关。

然而，在上述脉冲射流换热的研究中都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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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信号激励装置到靶板之间的管路对脉冲射流固

有的脉冲特征的影响。脉冲射流作为非定常流体，

其经过管腔之后，由于容腔效应，其对气流具有质量

和能量的储存作用，会产生脉冲参数幅值的偏差和

滞后，会导致脉冲射流状态的失真，进而会对脉冲射

流潜在的强化换热能力造成影响［21-23］。巩岁平等［24］

对非稳态流体在管腔内的流动传播特性进行实验研

究，结果发现，管腔的存在会导致动态压力幅频特性

波动，相位滞后。且波动量与管腔长度正相关，相位

滞后与管腔大小呈线性特征。唐婵等［25］利用实验和

数值计算方法研究了带集气腔的单股脉冲射流冲击

平直靶面对流换热特性。与无集气腔的脉冲射流冲

击相比，带集气腔的脉冲射流在驻点附近的对流换

热能力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并且对流换热能力取决

于脉冲频率、脉冲占空比、射流雷诺数和射流冲击

间距。

综合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在目前仅有的少数关

于脉冲射流流动响应特性的文献中，研究模型比较

简单（如采用单出口直圆管模型），对脉冲射流经过

容腔后脉冲射流状态缺乏分析，对脉冲射流在容腔

内部的流动响应特性也尚未开展细致研究。同时针

对脉冲射流经冷却空气管这种多分支结构复杂容腔

模型后的流动响应特性的研究更是尚未开展相关工

作。因此，本文针对间隙主动控制系统中的冷却空

气管模型，开展冷却空气管内脉冲射流流动响应特

性的实验研究，为揭示集气腔对脉冲射流冲击换热

的影响机制提供基础数据。进而为阵列脉冲射流在

未 来 先 进 高 性 能 航 空 发 动 机 上 的 应 用 提 供 重 要

参考。

2 实验系统和研究模型

2.1 研究模型

图 1为冷却空气管结构示意图。冷却空气从进

口一端流入内部管腔，随后从冷却空气管下端密集

分布的出流孔喷出形成脉冲射流。

本实验中，实验件模型尺寸定义如下，其中 Lin和

Lend分别为实验件进口与第一个孔的距离和最后一个

孔与实验件后端壁的距离（本文 Lin 和 Lend 分别为

100mm和 60mm），L为冷却空气管总长，D为管道内

径，d为冲击孔直径，S为相邻两个冲击孔之间的轴向

距离，t为冷却空气管管壁壁厚，n为冲击孔个数，具

体参数见表 1。

2.2 实验系统

整套实验装置包括供气系统、稳压系统、控制系

统、测量系统、实验件五个部分，如图 2所示。压气机

提供的气流（0~10.5m3/min）由左端流入，通过稳压腔

和节流阀，实现对进口总流量的调节。稳压腔后端

与高速脉冲电磁阀相连。脉冲电磁阀由控制系统驱

动，控制系统由 PC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驱

动放大单元组成。通过控制系统对电磁阀两端的电

压占空比进行调节（脉宽宽度调节 PW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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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进行监控，通过调节旁

路通道的节流阀和控制系统，产生特定频率和流量

的脉冲射流流向试验件，最终脉冲射流从实验件下

端的一排出流孔流出。

本实验中的测试仪表量程，精度和采集频率如

表 2所示。实验件上设计了法兰和支架，起到固定和

调节冷却空气管高度的作用。将实验件模型按照 1：
1加工并安装在实验台上，实验测试实物图如图 3
所示。Fig. 1 Tested geometries

Table 1 Impingement pipe arrangement

Parameter
D/mm
d/mm
S/d
t/mm
n

Value
20
1.3
6
2
40

Fig. 2 Schematic of experiment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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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实验测量

本实验共设置 6个压力测点和 6个速度测点，排

布位置如图 4所示。测点 P0位于冷却空气管进口端

上壁面处，用于测量冷却管进口处静压；测点 P1，P2，
P3，P4，P5分别测量第 1，10，20，30，40个出流孔轴线

上对应冷却管上内端壁处的静压。测点 U0位于冷却

空气管中轴线处，用于测量冷却管进口处流速；测点

U1，U2，U3，U4，U5分别测量第 1，10，20，30，40个出

流孔处的流速。

为了能及时、准确地捕捉瞬态工况下实验件内

的压力变化，实验首先对比了两种压力测试方案。

方 案 一 ：压 力 信 号 通 过 微 型 压 力 传 感 器（YB-
HPT501，频响为 0~10kHz）测量，经传感器测试端螺

纹固定在实验件上，后引入 NI采集系统。方案二：压

力信号通过引压探针齐平安装于冷却管内壁，后经

引压管引入到 NI采集系统。在脉冲射流雷诺数 Re=
2×104，脉冲射流占空比 K=50%，脉冲频率 f=1Hz的工

况下，两种压力测试方案在 P0测点处的压力随时间

的变化曲线如图 5所示。图中黑线和红线分别代表

方案一和方案二得出的压力曲线，蓝线表示方案一

经过平滑滤波［26］后的压力曲线。

通过比对两种测压方案结果发现，第一种测压

方案由于微型压力传感器直接安装在冷却空气管管

壁上，其能捕捉到更为明显的随机噪声。对比将方

案一平滑滤波后的压力曲线与方案二测得的压力曲

线，两种测压方案压力幅值最大相差量为 1.51%，响

应时间约相差 4ms，占整个脉冲周期的 0.4%。由于两

种测压方案测量结果相差不大，考虑到实验测量的

便捷性，本实验采用压力信号通过压力探针齐平安

装于冷却空气管内壁，后通过引压管引入到 NI采集

系统的测量方案。

出流孔速度由热线风速仪测量，热线探针通过

探针支架相连，再由探针电缆与热线风速仪机箱连

接。机箱由恒温式热线风速仪和信号调节器组成。

经过信号调节器调制后的模拟信号，通过 A/D板转化

为数字信号，最后进入 PC端处理。由于出流孔直径

很小，出流后的径向速度和切向速度在合速度中所

占的比例很小。所以本实验采取单丝热线探针测

量，热丝的直径为 5μm，长度为 1.25mm，典型电阻为

4Ω。测量速度为 0.2~300m/s，响应频率可达 10kHz。
为了避免出流射流之间的相互干涉，保证实验测量

的准确性，本文参考文献［27］的处理方式，把热线探

针布置在自由射流射流核心区，即布置在出流孔中

轴线距离冷却管下端壁 2d处。并且，每次测量前后，

都对热线探针进行方波信号测试，完成了速度及方

向的标定。

2.4 进口速度脉冲信号测试

为了保证脉冲射流进口条件的可靠性，进气验

证测试在脉冲射流雷诺数 Re=2×104，脉冲射流占空

Fig. 5 Pressure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measurement

schemes

Fig. 4 Schematic diagram of measuring point arrangement

Table 2 Experimental measuring instrument

Item
Transient flowmeter
NI acquisition system
Hot-wire anemometer

Measuring
range

0~180m3/h
0~0.3MPa
0.02~300m/s

Accuracy/%
0.8
1.0
0.5

Acquisition
time/ms
1
1
1

Fig. 3 Photograph of the test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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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K=50%，脉冲频率 f=20Hz的工况下进行。使用热

线风速仪测量冷却空气管进口中心轴线上（U0测点

处）的脉冲射流速度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如图 6所示。

对于连续射流，管道出口的速度也存在微弱的变化，

但总体可以视为是连续稳定的；对于脉冲射流，在电

磁阀开通 10ms后，射流速度可达到脉冲射流速度峰

值，射流的速度为连续性射流速度的 2倍，电磁阀闭合

状态时出口中心位置的速度接近 0.3m/s。总体而言，

本文的实验装置能够产生满足要求的脉冲射流。

2.5 实验工况及公式定义

实验通过改变冷却空气管进口脉冲射流雷诺数

Re，电磁阀脉冲频率 f，来获得不同工况下的冷却空气

管流动响应特性及出流特性变化规律，具体实验工

况见表 3。

脉冲射流雷诺数 Re是指冷却空气管进口截面处

雷诺数的平均值。

Re =
vavg D
ϑ

=
ρvavgD
μ

=
4ṁ
πμD （1）

式中 ρ为气流密度，vavg为冷却空气管进口处速

度，D为冷却空气管直径，ϑ为气流运动粘度，μ为气

流动力粘度，ṁ为冷却空气管进气气流质量流量。

流容 Cm是指单位时间内，流体质量变化与引起

它变化的压力之比。

Cm =
1
T ∫0T mdt
∆p/T = ṁ -∑i = 1

n ρvi A

∆p =

ṁ - n5 ( )∑i = 1,10,20,30,40 ρvi A

pmax - pmin

（2）

式中 T为脉冲射流周期，∆p为冷却空气管沿程静

压变化量，m为冷却空气管进气气流质量，A为冲击

孔面积，n为冲击孔数目，pmax，pmin分别表示冷却管沿

程静压最大值和最小值，vi表示对应出流孔序数的出

流速度值，i表示出流孔的序数。

由于容腔效应、空气的可压缩性和惯性等因素

的影响，冷却空气管会延缓上游气流参数变化对管

内部下游气流的影响。脉冲射流在冷却空气管中的

流动过程是一个典型的动态过程，管内流动状态随

时间不断改变，进而引起冷却管内压力，进出口流

量，脉冲射流波形等参数出现不同的时间响应规

律［28］。为了评价脉冲射流经冷却空气管的响应特

性，需要定义并引入以下几个响应评价参数。

（1）响应时间 tr：在电磁阀从闭合状态变化到开通

稳定状态下，相对于冷却空气管进口截面处，气流出

流速度达到稳态值 ±2%所占一个脉冲周期的相对

时间。

（2）迟滞时间 td：在电磁阀从开通状态变化到闭

合稳定状态下，相对于冷却空气管进口截面处，气流

出流速度达到稳态值 ±2%所占一个脉冲周期的相对

时间。

（3）出流速度系数 σ：是指单个周期内，实际出流

速度 va与理想出流速度 vt的比值。其中理论出流速

度 vt由式（1）和连续性方程联立求出。其中，d为冷却

管出流孔直径。

σ = va
v t
= va ρnd

2

ReμD
（3）

上升时间和迟滞时间反映了冷却空气管内性能

参数的响应速度，而出流速度系数则是响应速度和

冷却空气管内阻尼大小的综合体现。图 7为上升时

间和迟滞时间等参数定义的示意图。

2.6 误差分析

本实验主要考察的参数为脉冲射流雷诺数 Re和

Table 3 Experiment conditions

Parameter
Reynolds number Re
Impulse frequency f /Hz

Value
5×103，1×104，1.5×104，2×104

1，5，10，20

Fig. 7 Definition of response evaluation parameter

Fig.6 Velocity of pulsation flow at nozzle outlet with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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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容 Cm，其不确定度误差传递表达式为

dRe
Re

= ( )dṁ
ṁ

2
+ ( )dD

D

2
（4）

dCm
Cm

= ( dṁ
ṁ
)2 + 8 ( dv

v
)2 + 2 ( dp

p
)2 + 8 ( dA

A
)2 （5）

实验中，质量流量 ṁ由瞬态流量计测得，所以其

误差 dṁ ṁ=0.8%。速度误差由热线风速仪决定，其

误差 dv v=0.5%。压力误差由多点压力测试系统测

得，其误差 dp/p=1.0%。D为冷却空气管管径，A为冷

却空气管出流孔面积，其不确定度由加工精度决定，

加工不确定度为 1.0%。由此，可计算得到脉冲射流

雷诺数 Re和流容 Cm 的不确定度分别为：dRe Re=
1.28%，dCm /Cm=4.14%。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3.1 响应特性分析

图 8是在一个脉冲周期内，Re=2×104，f=1Hz的工

况下，冷却空气管进口速度和沿程出流速度图。表 4
是在此工况下，冷却空气管的响应评价参数分布情

况。由上述图表中可知，冷却空气管的响应时间和

滞后时间沿程逐渐增加，响应时间从 0.05T增加到

0.144T，增长率为 188%；迟滞时间从 0.06T 增加到

0.154T，增长率为 157%。同时，冷却空气管的出流速

度系数沿程从 0.852增大到 0.871，增长率为 2.23%，

变化幅度不大。

图 9是在一个脉冲周期内，Re=2×104，f=1Hz的工

况下，冷却空气管内脉冲射流压力变化规律。从图

中可以看出，冷却空气管管内的瞬时压力值和平均

压 力 值 都 呈 增 加 趋 势 ，沿 程 平 均 压 力 增 长 率 为

0.42%，可以认为其基本保持不变。

上述现象的产生是因为进口脉冲射流进入冷却

空气管，先压缩进口附近的空气，使该处压力逐渐升

高。然后脉冲射流向管内传播，进一步沿程压缩管

内空气，逐渐传播到整个冷却空气管。同时，由于冷

却空气管是一端进气、一端封闭的结构形式，并且冷

却空气管的横截面积相对较小，在冷却管进口附近，

脉冲射流运动速度较大，因此在冷却空气管进口端

附近，管内气体的压力相对较低。随着气体不断地

从冷却管沿程小孔处流出，管内气体流量逐渐减少。

再加上由于冷却空气管封闭端的影响，管内气流速

度逐步降低，冷却管沿程压力将逐渐增大，进而使得

压力波向管内传播的阻力逐渐增加。综上所述，这

一动态传播过程使得沿程响应时间和迟滞时间逐渐

延长。

通过流体力学知识可以知道，冷却管冲击孔内

外侧压力差决定了冷却孔的出流流量。通过上述分

析，在靠近冷却空气管进口端位置由于管内瞬时压

力值和平均压力值相对较小，导致该区域内出流孔

的出流相对较小；而在靠近冷却管封闭端位置由于

管内瞬时压力值和平均压力值相对较大，所以使得

该区域内出流孔的出流流量变大。不过整体来看，

冷却空气管内沿程平均压力增长率不大，所以可以

认为冷却空气管沿程出流流量基本保持不变，进而

出流速度系数沿程也基本保持不变。

3.2 响应特性影响因素分析

3.2.1 脉冲频率 f

图 10是在一个脉冲周期内，Re=5×103，f=1~20Hz

Table 4 Response characteristic of cooling air pipe

Velocity measure point
U1

U2

U3

U4

U5

tr/T
0.050
0.074
0.096
0.120
0.144

td/T
0.060
0.084
0.106
0.130
0.154

σ

0.852
0.857
0.862
0.867
0.871

Fig. 8 Variation of inlet and outlet velocity of pulsation

flow with time

Fig. 9 Pressure distribution along cooling air pi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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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况下，冷却空气管的响应评价参数分布规律图。

从图 10中可以发现，在同一脉冲频率下，冷却空气管

出流速度的响应时间和迟滞时间所占脉冲周期的比

例沿程均逐渐增加，冷却空气管的出流速度系数沿

程都几乎保持不变。此外，随着脉冲频率的提高，冷

却空气管出流速度的响应时间和迟滞时间所占脉冲

周期的比例逐渐增加，出流速度系数也逐渐增加。

在 U1测点处，相比脉冲频率 f=1Hz，在 f=20Hz的工况

下，tr，td和 δ分别由 0.05T，0.06T和 0.85增加到 0.4T，
0.48T和 0.91。

图 11是在一个脉冲周期内，Re=5×103，f=1Hz~
20Hz的工况下，冷却空气管压力分布图。从图中可

以发现，随着脉冲频率的增加，冷却空气管管内压力

逐渐增加。

图 12是在一个脉冲周期内，Re=5×103，f=1~20Hz
的工况下，冷却空气管流容变化图。从图中可以看

出，随着脉冲频率的增加，冷却空气管内流容逐渐减

少。相比于脉冲频率 f为 1Hz，在 f为 20Hz的工况下，

Cm从 6.04×10-7（m·s2）减小到 4.85×10-7（m·s2），减小率

为 20%。

上述现象的出现，是由于脉冲频率越高，脉冲阀

开断时间缩短，使得其压缩进口附近空气的频率越

快，导致进口脉冲射流与冷却管内流体掺混程度加

剧，单位时间内压力波在冷却管内的流动复杂程度

增加，使得冷却管内流动阻力增加。因此，这一动态

传播过程导致冷却空气管出流速度的响应时间和迟

滞时间所占脉冲周期的比例逐渐增加。此外，如图

11和图 12所示，随着脉冲频率 f的增加，出流孔管腔

一侧沿程平均压力逐渐增加，并且冷却管流容逐渐

Fig. 12 Variation of Cm with different impulse frequency

Fig. 10 Response characteristic with different impulse fre‐

quency

Fig. 11 Pressure distribution along cooling air pipe with

different impulse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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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冷却管容纳流体质量的能力逐渐减弱。同时

由于出口压力保持不变，这导致了冷却空气管的内

外压力差值沿程逐渐增大。因此，管内气体出流能

力增强，进而出流速度系数也随脉冲频率的增加逐

渐增加。

3.2.2 脉冲射流雷诺数 Re

图 13是在一个脉冲周期内，f=1Hz，Re=5×103~
2×104的工况下，冷却空气管的响应评价参数分布图。

如图可知，在同一脉冲雷诺数下，冷却空气管出流速

度的响应时间和迟滞时间所占脉冲周期的比例沿程

逐渐增加，冷却空气管的出流速度系数沿程都几乎

保持不变。与此同时，随着脉冲射流雷诺数的提高，

冷却空气管出速度的响应时间和迟滞时间所占脉冲

周期的比例和出流速度系数也逐渐增加。在 U1测点

处，相比 Re=5×103，在 Re=2×104的工况下，tr，td和 δ分

别 0.05T，0.06T和 0.85增加到 0.1T，0.12T和 0.98。
图 14是在一个脉冲周期内，f=1Hz，Re=5×103~

2×104的工况下，冷却空气管压力分布图。从图中可

以发现，随着脉冲射流雷诺数的增加，冷却空气管管

内压力增加。此外，在同一脉冲射流雷诺数下，冷却

管沿程平均压力几乎保持不变。

图 15是在一个脉冲周期内，f=1Hz，Re=5×103~
2×104 的工况下，冷却空气管流容变化图。从图中可

以发现，随着射流雷诺数的增加，流容逐渐减少。相

比于脉冲雷诺数 Re为 5×103，在 Re为 2×104 的工况

下，Cm从 6.04×10-7（m·s2）减小到 2.72×10-7（m·s2），减

小率为 55%。

上述现象是因为随着脉冲射流雷诺数的增大，

管内射流的气体质量流量增加，其压缩进口附近空

气的能力越强，压力波在冷却空气管内的传播强度

Fig. 15 Variation of Cm with different Reynolds number

Fig. 13 Response characteristic with different Reynolds

number

Fig. 14 Pressure distribution along cooling air pipe with

different Reynolds number

1358



冷却空气管供气腔脉冲射流流动响应特性实验研究第 42 卷 第 6 期

越大，沿程维系能力增强。同时，在相同的进出口条

件下，冷却管进口速度逐渐增加，进而使得冷却管内

沿程阻力逐渐增大。因此，这一动态传播过程导致

冷却空气管出流速度的响应时间和迟滞时间所占脉

冲周期的比例逐渐增大。

随着脉冲射流雷诺数 Re的增大，冷却管进口气

流质量流量增加。此外，如图 14和图 15所示，由于

出流孔管腔一侧沿程平均压力逐渐增加，并且冷却

管流容逐渐减小，冷却管容纳流体质量的能力逐渐

减弱。同时由于冷却孔出口压力保持不变，进而使

得气体在出流孔的进出口压差增加，出流速度增加。

所以，冷却空气管内气体出流速度系数将随着 Re的

增大而逐渐增大。

4 结 论

通过本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实验结果表明，在一个脉冲周期内，冷却空

气管出流速度的响应时间、迟滞时间均沿程逐渐增

加，出流速度系数沿程变化幅度不大。在 Re=2×104，
f=1Hz的工况下，沿孔排方向，从第一个出流孔到第

40 个 出 流 孔 ，tr 从 0.05T 增 加 到 0.144T，增 长 率 为

188%；td从 0.06T增加到 0.154T，增长率为 157%；σ从

0.852增加到 0.871，增长率为 2.23%。

（2）脉冲频率 f和进口雷诺数 Re是影响冷却空气

管内流动参数瞬态响应特性的重要因素。 f，Re越大，

冷却空气管出流速度的响应时间、迟滞时间所占脉

冲周期的比例逐渐增加，出流速度系数逐渐增加。

（3）脉冲频率 f和进口雷诺数 Re可以影响冷却空

气管管内压力分布大小和流容大小。 f，Re越大，冷却

空气管内压力越大，流容越小。在一个脉冲周期内，

在Re=5×103，f=1~20Hz的工况下，Cm从 6.04×10-7（m·s2）
减小到 4.85×10-7（m·s2），减小率为 20%；在 f=1Hz，Re=
5×103~2×104的工况下，Cm从 6.04×10-7（m·s2）减小到

2.72×10-7（m·s2），减小率为 55%。

致 谢：感谢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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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向弹簧力分布对圆周密封装置密封性能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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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周向弹簧力分布形式对密封装置密封性能的影响，针对周向弹簧建立力学模型，

分析周向弹簧力不均匀分布形式产生的原因，并对其不均匀分布的临界范围进行预测分析，建立泄漏预

测模型对密封结构的密封性能进行研究。首先对密封装置主要结构进行受力分析，研究周向弹簧不均匀

加载对密封结构变形的影响，再结合ANSYS软件对圆周密封装置主要部件进行结构-热耦合仿真计算，

进而通过仿真分析验证理论分析的合理性。仿真结果表明：不均匀周向弹簧力产生的附加力矩使得密封

环翘曲变形，主密封面径向接触间隙最大位置出现在密封环的接头区域；相比弹簧力分布均匀条件，当

弹簧力分布形式的不均匀程度处于临界范围内时，接触间隙增加了 24.52%，气体泄漏量增加了 7.99%；

当弹簧力分布形式的不均匀程度处于临界范围外时，接触间隙值呈倍数增加，气体泄漏量增加一个数量

级。综上，周向弹簧力不均匀分布导致主密封面接触间隙值增加、密封结构气体泄漏量增加、密封装置

密封性能下降。周向弹簧力的不均匀分布对密封装置的密封性能有较为严重的影响，在实际工程应用中

应尽可能保证周向弹簧的不均匀分布程度处于临界范围内，避免由于弹簧卡滞使得密封结构密封性能

下降。

关键词：圆周密封；周向弹簧力；不均匀分布；接触间隙；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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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ircumferential Spring Force Distribution
on Sealing Performance of Circumferential S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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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he circumferential spring force on the
sealing performance of the sealing device，a mechanical model was established for the circumferential spring，the
cause of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the circumferential spring force was analyzed，and the critical range of the un⁃
even spring force distribution was predicted and analyzed. A leakage predict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study
the sealing performance of the sealing structure. Firstly，the main structure of the circumferential sealing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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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subjected to analysis，and the effect of uneven loading of the circumferential spring on the deformation of the
sealing structure was studied. Then，the ANSYS software was used to perform structural-thermal coupling simula⁃
tion calculations on the main components of the circumferential sealing device.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additional torque generated by the uneven circumferential spring force causes the seal ring to warp and de⁃
form，and the maximum position of the radial contact gap of the main seal surface appears in the joint area of the
seal ring. Compared with the condition of uniform spring force distribution，when the unevenness of the spring
force distribution form is inside the critical range，the contact gap increases by 24.52%，and the gas leakage
amount increases by 7.99%，and when outside the critical range，the contact gap value increases in multiples，
and the amount of gas leakage increases by an order of magnitude. In summary，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the cir⁃
cumferential springs force results in an increase in the contact gap value of the main sealing surface，an increase
in the leakage of gas from the sealing structure，and a decrease in the sealing performance of the sealing device.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the circumferential spring force has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sealing performance of the
sealing device. In practical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it is necessary to ensure that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the
circumferential spring is inside the critical range，so as to prevent the sealing performance of the sealing structure
from being reduced due to the spring stagnation.

Key words：Circumferential seal；Circumferential spring force；Uneven distribution；Contact gap dear⁃
ance；Leakage

1 引 言

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技

术水平已达到较高行列，随着人们对高推重比、低耗

油率目标的不断追求［1-3］，航空发动机的整机效率变

得越来越高。航空发动机内含有大量的旋转机械，

其中存在大量的动-静接触面，因此需要高效的密封

装置针对机械连接界面进行动-静式封严以减小发

动机高压气体泄漏。有实验结果表明，发动机中密

封装置密封性能的高低对发动机相关部件及整机工

作效率有很大的影响［4-5］，相比通过优化压气机和涡

轮的结构设计来提升发动机的效率，在获得相同气

动性能改善的情况下，采用先进密封技术的花费仅

为其五分之一［6］。为了经济、高效地提升发动机的工

作效率，针对密封装置密封性能的研究工作显得越

加重要［7-8］。圆周密封装置由于具有结构紧凑、质量

轻、高强度、耐磨损等优点，其作为航空发动机主轴

承腔中的主要密封方式在先进航空发动机上广泛使

用［9-11］。为了适应未来先进航空发动机的发展战

略［1-3］，国内外众多研究机构、研究学者针对圆周密封

装置开展了相关研究。

NASA技术报告［12］中最先提出采取以圆周密封

装置作为航空发动机先进密封装置的设想，以此来

完 成 美国 IHPETE 项目［1-2］目标（The Integrated High
Performance Turbine Engine Technology Program，
IHPTET）。此后，众多科研机构、商业团体、科研院校

都对此开展了众多研究工作。Fechter等［13］针对圆周

密封装置密封环碳石墨材料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设

计加工流程及材料配比来提高石墨材料的力学性能

和磨损性能。Oike等［14-15］针对密封环的磨损过程开

展了相关研究工作。Soltani等［16］研究了涂层技术对

密封装置密封环的磨损性能、强度性能、工作性能的

影响规律。国外针对圆周密封装置的研究起步较

早，目前已有较为成熟的设计理念、设计思想、设计

方法。在国内，航空发动机编委相关成员对圆周密

封装置做了详细的介绍，并针对密封结构进行相应

的力学分析，为后续的工程设计研究奠定了理论基

础［4］。林基恕等［17］基于航空发动机主轴承腔密封技

术研究，展望了圆周密封的发展方向。周序科等［18］

和胡亚非等［19］对密封环的磨损特性进行了相关研究

工作。闫玉涛等［20］和邵山中［21］分别针对密封环石墨

材料的磨损问题、密封环径向跳动问题进行了相关

研究，此外还开展了密封环热固耦合分析［22］、密封环

接触特性分析［23］方面的研究工作。上述理论研究明

确了圆周密封结构未来的发展方向，极大地推动了

航空发动机密封领域的发展。

上述研究对密封环周向弹簧的加载方式均假设

为均匀分布，在力学模型的分析中没有考虑周向弹

簧不均匀分布形式会对密封装置密封性能产生影

响。然而在实际工程应用中，由于装配工艺、装配流

程的不完善，难以保证周向弹簧沿圆周方向单位周

长所包含的弹簧圈数完全均匀一致。周向弹簧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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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分布使得作用在密封环凸台弹簧槽道上的作用

力出现不均匀特性。由于密封整环为几个分段密封

环装配而成，所以沿周向存有连接界面，而连接界面

的非连续特性会使密封整环结构在不均匀加载条件

下出现不均匀、不协调变形，从而影响密封装置的密

封性能。

本文针对圆周密封装置周向弹簧建立理论模

型，对密封环周向弹簧不均匀分布产生的原因进行

分析，并且对弹簧不均匀分布的临界范围进行预测，

对密封环受载变形进行有限元仿真计算，结合仿真

计算结果与泄漏模型得出周向弹簧不均匀分布形式

对密封环密封性能的影响规律。

2 力学分析

圆周密封装置主要用于航空发动机主轴承腔中

的油-气封严，其结构简图如图 1所示。主要部件由

分段密封环（通常为 3~5个）、密封座、波纹弹簧和周

向弹簧构成。高精加工的密封环内表面与装在转轴

上高精加工的密封跑道配合形成主密封面，其承受

着高速转动造成的摩擦磨损。波纹弹簧将密封环挤

压在密封座上构成静止的辅助密封面。销钉孔结构

限制了密封环的周向转动，但能使其径向浮动以适

应转轴的径向跳动。密封环之间通过接头相互连

接，有一定的周向装配间隙用以补偿密封环的磨损

和制造误差，防止工作过程中接头间相互顶死，导致

密封面接触间隙过大。

结构的密封面由主密封面（径向）和辅助密封面

（轴向）组成，在密封结构的载荷分析中，设定沿轴向

方向为 X方向，沿径向方向为 Y方向，受力示意图如

图 2所示，图中 p1为气腔压力，p2为油腔压力（单位：

Pa）；主密封面宽 l1，辅助密封面宽 l2（单位：m）；轴向

单位周长产生的气体不平衡载荷 fcz，径向单位周长产

生的气体不平衡载荷 fcr（单位：N/m）；波纹弹簧力 Fsz，

周向弹簧力 Fsr（单位：N）；l’为接头间隙长度，b为接头

处凸缘宽度，c为接触环之间的间隙值（单位：m）；R1，

R2，R3分别为跑道外径、密封座内径和密封环端面密

封凸缘外半径（单位：m）。

2.1 密封环受力分析

2.1.1 气体负荷

气腔与油腔压力差在单位长度密封间隙上产生

气体推开载荷（单位：N/m）为

f0 = Δp·K·l （1）
式中 Δp = p1 - p2；K为密封缝隙内反压系数，K =

1
3 (1 + p1

p1 + p2 )；l为密封缝隙长度（m），主密封面宽对

应于图 2中的 l1，辅助密封面宽 l2=R3-R2。
轴向（X方向），单位周长产生的气体不平衡载荷

fcz（单位：N/m）为

fcz = fX - f0x （2）
径向（Y方向），单位周长产生的气体不平衡载荷

fcr（单位：N/m）为

fcr = fY - f0y （3）
式中 fX是 X方向单位周长产生的压差载荷（N/

m），fX = Δp·(R 3 - R 1)；fY是 Y方向单位周长产生的压

差载荷（N/m），fY = Δp·l1；f0x为 X方向单位长度的气体

推开载荷；f0y为 Y方向单位长度的气体推开载荷。

综上，沿轴向（X）单位长度气体不平衡载荷（单

位：N/m）为

Fig. 1 Assemble diagram

Fig. 2 Analysis of seal ring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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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z = Δp ⋅ [ (R 3 - R 1) - K ⋅ (R 3 - R 2) ] （4）
沿径向（Y）单位长度气体不平衡载荷为

fcr = Δp·(1 - K)·l1 （5）
密封环接头处初始装配间隙形成的气体不平衡

力（单位：N）为

F cg = Δp·n·l′[ c + 2 (1 - K) b ] （6）
式中 n为密封环的周向分段数。

对于单环密封结构，X方向和 Y方向上接头结构

尺寸相同，因此载荷值相同。接头间隙形成的气体

力在单位长度上的载荷值（单位：N/m）为

fcgX = fcgY = F cg
2πR 1 （7）

式中 fcgX，fcgY分别为密封环接头间隙在 X方向和 Y

方向单位长度上 Fcg产生的载荷。

2.1.2 接触负荷

在 X方向，密封环与密封座之间单位长度的接触

载荷（单位：N/m）为

fX = fcz + fsz + fcgX （8）
在 Y方向，密封环与密封跑道之间单位长度的接

触载荷（单位：N/m）为

fY = fcr + fsr + fcgY （9）
式中 fsz为波形弹簧力 Fsz在单位长度上施加给密

封环的轴向载荷（N/m），fsr为周向弹簧力 Fsr在单位长

度上施加给密封环的径向载荷（N/m）。

2.1.3 热负荷

密封装置的发热量由两部分组成［4］：转动摩擦导

致的主密封面发热量 Q1和微动摩擦导致的辅助密封

面发热量 Q2（单位：J/s）。

主密封面的发热量为

Q 1 = 2π·R 1·μ r·fY·u （10）
式中 u为滑动速度（m/s），μ r 为密封环与密封跑

道摩擦系数。

辅助密封面发热量为

Q 2 = 2π·R 1·μ z·fX·u′·( δ
2R 1 + μ r) （11）

式中 u′为密封环与密封座之间的相对滑动速度，

μ z为密封环与密封座间的摩擦系数，δ为密封跑道径

向跳动量（m）。

总的发热量 Q为

Q = Q 1 + Q 2 （12）
2.2 周向弹簧分布形式

本节针对前述计算流程中的周向弹簧力 Fsr进行

分析，研究其不均匀分布形式产生的原因和其对密

封装置密封性能的影响。

在实际工程应用中，由于装配工艺的不成熟，很

难保证密封环凸台之间弹簧圈数分布的均匀性，凸

台之间弹簧圈数分布的不均匀性导致凸台间承受的

弹簧拉力 F不均匀，进而使得每个凸台上承受的径向

分力 FN（图 2中的 Fsr）不均匀。周向弹簧不均匀分布

条件下，弹簧在凸台上还会产生附加的切向摩擦

力 Ff。

下面针对周向弹簧进行力学分析，如图 3所示，

将周向弹簧进行分段处理，建立相应的力学模型。

图中的黑色接触面表示密封环凸台上的弹簧槽道；

图中的蓝色滑块表示作用在弹簧槽道上的弹簧分

段；图中灰色箭头表示弹簧槽道之间分段弹簧产生

的弹力。由于接触面为弧面，拉力 F与径向呈现一定

的角度 θ（θ < π2，θ值由凸台数目确定，在本文中为

80°）。

2.2.1 均匀受力条件

在图 3中，当凸台间的弹簧圈数大致相同时，即

弹簧拉力 F均匀（F 1 = F 2 = F）。此时，接触面仅承受

径向压力（单位：N）为

FN = 2F· cosθ （13）
2.2.2 非均匀受力条件

在图 3中，当凸台间的弹簧圈数不均匀时，即弹

簧拉力 F不均匀（F 1 ≠ F 2）。此时，接触面承受的摩

擦力（单位：N）为

F f = (F 1 - F 2)· sinθ （14）
径向压力（单位：N）为

FN = (F 1 + F 2)· cosθ （15）
2.2.3 力 矩

整环密封装置是由 3个 1/3圆弧结构的密封环拼

接组成，由于具有界面不连续的结构特征，密封环容

易产生翘曲变形。当受不均匀径向负荷时，密封环

会绕着销钉孔的中心微转动，并且，不均匀径向负荷

产生的附加力矩 M会使密封环产生一定的扭转变

形，其扭转角为

Fig. 3 Mechan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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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M = MR cEI
（16）

式中 Rc为质心半径（m），E为密封环弹性模量

（GPa），I为截面惯性矩（m4）。

2.2.4 变形预测

针对周向弹簧非均匀分布形式下密封环的变形

趋势进行预测。如图 4所示，图中黑色实线代表 3个
密封环装配后的整环（接头位置在 4，10，16处）、红色

箭头代表弹簧变形产生的拉力 F和其沿径向的分力

FN、黑色虚线代表装配后整环结构在外力作用下的变

形趋势。当弹簧拉力 F均匀时，其产生的径向分力 FN
也均匀，因此 3个密封环承受均匀的径向压力，则装

配整环结构的径向变形均匀、协调。当弹簧拉力 Fi不

均匀时，其产生的径向分力 FNi也不均匀，因此 3个密

封环承受不均匀的径向压力，则装配整环结构径向

变形如图中的黑色虚线所示：不均匀、不协调。

2.2.5 临界点分析

不均匀周向弹簧力使得密封环产生翘曲变形，

导致装配整环结构的接触变形不均匀、不协调，进而

影响气体泄漏量的大小。前述分析中，周向弹簧不

均匀分布形式是由其与密封环凸台弹簧槽道的接触

摩擦产生的，当不均匀分布程度加剧到一定的范围

时，弹簧会出现周向窜动以减小不均匀程度。但如

果弹簧出现卡滞、阻塞现象，弹簧不会出现周向窜动

去缓解不均匀程度。为了区分弹簧自由状态和非自

由状态，将弹簧周向窜动时的弹簧受力作为临界状

态。则弹簧加载的临界范围求解过程为

由接触压力与摩擦力的关系得

F f = μ ⋅ FN （17）
式中 μ为弹簧与密封环凸台槽道之间的摩擦

系数。

再由式（14），（15），（17）得到凸台两侧弹簧的临

界加载范围为

1 - F factor
1 + F factor ≤

F 1
F 2
≤ 1 + F factor1 - F factor （18）

式中 F factor为常数，F factor = μ· cot θ。
对临界点进行研究分析：当凸台两端弹簧力不

均匀程度位于临界范围内时，凸台弹簧槽道与弹簧

之间不会发生相对位移，当超出临界范围时，弹簧会

发生窜动以满足新的力学平衡。下面对密封结构进

行有限元仿真计算，研究临界范围内和临界范围外

的不均匀弹簧加载对密封结构密封性能的影响。

3 仿真分析

对装配整环结构进行有限元仿真计算，分析周

向弹簧不均匀分布形式对密封环-密封跑道接触间

隙的影响规律，为密封结构泄漏量的预测提供数据

支撑。本文主要研究周向弹簧力的不均匀分布对结

构密封性能的影响，不考虑过渡态的影响，仅针对稳

态工作环境进行分析计算。

3.1 密封环的有限元模型

本文主要研究周向弹簧不均匀分布对密封结构

主密封面接触间隙的影响规律。在有限元分析中采

用 3段密封环装配后的整环结构进行仿真计算，装配

关系参照如图 1中密封环的装配方式。在仿真模型

中仅考虑密封环和密封跑道，将密封座、波纹弹簧与

周向弹簧等部件转换成相应的位移约束与载荷条件

施加到装配整环结构上。其中，密封环为石墨材

料，密封跑道为金属材料，相关温度下的材料属性

见表 1，相关结构参数见表 2。
3.2 网格划分

为避免密封环由于剪力自锁现象而导致沿径向

Table 1 Material properties

Material
Graphite
Steel

Elastic modulus/
GPa
14
206

Poisson’s
ratio
0.25
0.3

Density/
（kg/m3）
1930
7800

Thermal conductivity/
（W/（m·˚C））

60
23

Specific heat capacity/
（J/（kg·˚C））

900
460

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
5.0×10-6
1.06×10-4

Fig. 4 Prediction of deformation on integral ring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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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不准确，分析时采用实体 SOLID187（二次单元），

通过对结构进行网格无关性验证和收敛性验证，最

终选取网格大小为 1.5mm，并且对主密封面接触部位

进行局部网格加密。分网完毕后，共有 745399个

Nodes，493491个 Elements。
3.3 定义接触

在有限元模型中，虽然密封环与密封跑道的弹

性模量相差较大（密封跑道的弹性模量为密封环的

14.7倍），但为了获取较强的接触面间约束效应（设置

Asymmetric），接触对仍采用柔性接触。

装配结构中的接触对主要有两部分构成，第一

部分为密封环与密封跑道之间的接触，定义面-面接

触方式，选择密封环的内表面为接触面，密封跑道的

外表面为目标面，对于三维结构，接触单元为 CON⁃
TA174和 TARGE170，接触类型定义为无摩擦型。第

二部分为密封环接头之间的接触，其定义方式如前

所述，仍采用面-面接触方式，接头内凹部分定义为

接触面，接头外凸部分定义为目标面，接触类型定义

为摩擦型，摩擦系数设为 0.1。此外，考虑接头之间的

装配间隙（1mm），设置 Offset值为-1mm。

主密封面接触定义为无摩擦类型是因为：接触

分析属于高度非线性问题，接触面复杂摩擦状态会

导致计算收敛性较差，在本文分析中，主密封面-密
封跑道之间的接触摩擦只是产生热量，将其摩擦产

热通过载荷的形式加载至对应位置，从而简化接触

模型提高计算收敛性。

3.4 边界条件与加载方式

3.4.1 结构边界条件

如图 1所示 1/3结构简图，密封跑道两侧径向剖

面处施加旋转位移约束，将除转轴旋转以外的其他

自由度进行约束；在销钉孔槽面上施加旋转约束，限

制其周向转动。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分析周向弹

簧力分布形式对密封环主密封面接触间隙的影响规

律，为了便于计算，将波纹弹簧、密封座壳体以及

2.1.1节中轴向气体载荷简化为轴向边界条件，限制

密封环的轴向位移。

3.4.2 温度场边界条件

本文只考虑稳态工作状态，稳态工作过程中温

度为定常值。根据院所提供的数据，在除主密封面

和辅助密封面的其它表面上施加稳态工作时气腔中

的温度值，在本文研究中取 210℃。

3.4.3 加载

本文研究中，密封装置的主要工作参数如表 3所
示。主要作用载荷有结构载荷、温度载荷和接头缝

隙处的气动载荷。

（1）力加载

由 2.2节理论分析，均匀条件下，弹簧拉力 F产生

的径向分力 FN作用在弹簧槽道上；非均匀条件下，弹

簧拉力 Fi产生的径向分力 FNi（压力）和周向分力 Ffi
（摩擦力）作用在弹簧槽道上。

均匀弹簧拉力条件下，弹簧拉力 F 的大小为

10N；临界范围内的非均匀弹簧力如表 4所示；临界

范围外的非均匀弹簧力如表 5所示。弹簧槽道上

承受的不均匀摩擦力 Ffi与径向压力 FNi由拉力 Fi和

公式（14），（15）得出。拉力 Fi 的编号顺序参照图

4。表 4和表 5中的随机载荷值是相关程序在 MAT⁃
LAB中计算所得，通过计算筛选出满足临界条件的

随机载荷值，用其来模拟真实工况下的随机加载现

象。虽然载荷谱是由计算机随机生成的，但其具有

一定的实际物理意义。此外，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是周向弹簧不均匀分布临界范围对密封装置密封

性能的影响规律，因此只需要筛选出满足 2.2.5节

理论分析中临界范围内和临界范围外的一组数据

来对该临界范围进行相关验证即可。

（2）热加载

由于端面摩擦，接触界面会产生一定的热量。

Table 3 Working parameters

Air cavity
pressure/MPa

0.4

Oil cavity
pressure /MPa

0.05

Rotating
speed/（r/min）

14675

Radial
runout/μm
18~28

Table 4 Non-uniform loading value inside the critical range (N)

F1
9.9907
F10

9.9573

F2
10.0201
F11

9.9648

F3
9.8828
F12

10.0655

F4
10.0875
F13

9.9373

F5
9.8747
F14

10.0090

F6
10.1319
F15

9.9910

F7
9.8563
F16

10.0875

F8
10.1240
F17

10.0220

F9
10.2315
F18

10.0707
Note：The maximum radial component force applied is 3.5347N and the minimum radial component force is 3.4561N.

Table 2 Structural parameters (mm)

Parameter
Value

R1
60.0

R2
60.5

R3
61.5

l1
0.7

l2
1.5

c

1.0
b

1.5
l’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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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会从接触界面向两种材料内部传导［24-26］。不同材

料接触摩擦时，产生的热量将以不同的分配比例传

递到对应的材料中。不同种材料摩擦，其热流分配

系数满足如下关系

q = q s + q f （19）
ψ q = q sq f =

k s·ρ s·c s
k f·ρ f·c f （20）

式中 q为总热流密度（J/（m2·s）），q s和 q f为摩擦副

的热流密度，ψq为热流分配系数，ks和 kf为摩擦副材料

的导热系数（W/（m·K）），ρ s和 ρ f为摩擦副材料的密度

（kg/m3），c s和 c f为摩擦副材料的比热容（J/（kg·˚C））。

由式（10）~（12）和式（19）~（20）计算出产热量 Q

和热流分配系数 ψ q，再转化成热流密度分别加载到

主密封面和辅助密封面上。本文中，在主密封面上

施加热流密度值为 0.3261W/mm2，加载位置如图 5所
示。由于辅助密封面是微动摩擦产热，数值非常小，

本文在计算时忽略。

（3）气动推开力

（a）接头缝隙

接头处装配间隙导致的气动载荷，由公式（5）和

公式（6）分别进行计算。将密封环承受的气体不平

衡载荷施加在主密封面上，将街头缝隙导致的气动

载荷施加在接头部位的周向密封面上。本文中，在

接 头 周 向 密 封 面 上 沿 周 向 施 加 3.1033N 的 分 布

压力。

（b）主密封面缝隙

由于间隙会导致密封缝隙内产生气体反压，按

黏性可压缩层流理论，类比平行气膜情况，得其径向

气体不平衡力为

Fp = 23 πR 1 l1 p2 ( β
2 + β - 2
β + 1 ) （21）

式中 β为压力比，β = p1 /p2。本文中，在主密封面

施加分布压力 19.853kPa。
3.5 结果分析与讨论

对整环装配结构进行有限元仿真计算，考虑温

度场与周向弹簧分布的影响，分别对周向弹簧拉力 F

均匀加载、临界值内非均匀加载、临界值外非均匀加

载条件下的密封环进行仿真计算。通过 ANSYS仿真

计算得出密封环变形量和主密封面接触间隙云图如

图 6~9所示。

3.5.1 密封环变形量

从图 6中可以看出：（1）密封环受载时最大变形

发生在密封环接头区域，在密封环中间区域变形较

小。这是因为密封整环结构是由分段密封环装配而

成，接头部位由于连接界面的非连续特性，结构变形

出现不连续、不协调现象，因此在接头部位的变形量Fig. 5 Sealing surface

Table 5 Non-uniform loading value outside the critical range (N)

F1
8.5111
F10

9.1546

F2
10.6611
F11

9.4823

F3
9.5783
F12

8.7869

F4
9.9259
F13

9.3331

F5
11.2879
F14

9.8051

F6
11.6207
F15

9.0340

F7
9.2045
F16

11.2885

F8
10.3131
F17

10.3887

F9
9.9012
F18

10.2223
Note：The maximum radial component force applied is 3.9780N and the minimum radial component force is 3.1465N.

Fig. 6 Seal ring de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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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于其他部位。（2）当弹簧不均匀分布形式处于临

界范围内时，即使加载有一定的不均匀性，但密封结

构的变形量没有太大的变化。这是因为：密封装置

在结构设计中考虑了弹簧在凸台上自由滑动，使得

密封结构具有多状态的自适应性，因此当弹簧处于

自由状态时，弹簧分布不均匀性对密封环结构变形

影响不大。（3）当弹簧的不均匀分布形式超出临界范

围时，最大变形量增长 42.59%，密封环结构的变形发

生突变。这是因为：当弹簧分布形式超出临界范围

时，其产生不均匀的载荷作用在密封环上，在此条件

下密封环结构出现失稳，加剧了连接界面的力学特

性不稳定。

3.5.2 密封环接触间隙值

（1）从图 7～9中可以看出，密封环两侧接头处的

接触间隙值有很大差异，体现出不均匀、不协调现

象，并且在非均匀加载条件下，密封环接头部位的接

触间隙值增大。不均匀弹簧加载条件下主密封面的

接触区域相比均匀加载条件下的接触区域减小（云

图中接触导致的红色扇形角减小）。这是合理的，因

为装配后的整环结构是非连续结构，存在连接界面，

变形时连接界面处变形不协调。当弹簧拉力 F非均

匀时，其分力 f和 FN产生的附加弯矩加剧了非连续界

面的翘曲变形，因此接头部位接触间隙值呈现出较

大差异。

此外，非均匀弹簧加载条件下，密封环与密封

跑道之间的接触间隙比均匀条件下的接触间隙大。

表 6给出了每个密封环不同加载条件下的最大接触

间隙值，由数据可以看出，非均匀临界状态外加载条

件下的接触间隙值相比均匀加载条件下的接触间隙

值呈倍数上的增加。由此可见，周向弹簧不均匀分

布 形 式 对 密 封 装 置 主 密 封 面 接 触 间 隙 有 严 重 的

影响。

（2）针对有限元计算结果，以 1号密封环径向销

钉槽中心位置为 90°坐标，逆时针方向进行采样，沿

圆周每 10°提取一个节点值，整环主密封面上共提取

了 36个节点信息。得到主密封面接触间隙值沿圆周

的数值大小如图 10所示。

对图 10中的数据分析可知：周向弹簧均匀分布

Fig. 7 Contact gap of sealing ring No.1

Fig. 8 Contact gap of sealing ring No.2

Fig. 9 Contact gap of sealing ring 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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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的平均间隙值为 0.0469mm。周向弹簧临界范

围内非均匀加载条件下的平均间隙值为 0.0584mm。

周向弹簧临界范围外非均匀加载条件下的平均间隙

值为 0.1837mm。通过数据分析得：相比均匀加载条

件下的平均接触间隙值，临界范围内非均匀加载条

件下的平均接触间隙值增加了 24.561%，临界范围

外 非 均 匀 加 载 条 件 下 的 平 均 接 触 间 隙 值 增 加 了

2.914倍，接触间隙值增幅显著，出现了倍数上的

增加。

分析：（1）在均匀加载条件下，密封环也会出现

接触间隙不均匀现象，这是因为密封环与转轴之间

存在初始装配间隙，密封装置为非连续结构，在接

头位置接触间隙值偏大。（2）在相同仿真参数下，非

均匀弹簧加载条件下的接触间隙相比均匀加载条

件下的接触间隙有明显的增长，这是因为不均匀弹

簧拉力 F的分力 f和 FN 在密封环上产生的附加力

矩，使得密封环产生翘曲、变形、扭转，尤其是在接

头附近影响最为严重，这与文献［27］数据变化规律

一致。

3.5.3 气体泄漏量预测

由前述分析得：周向弹簧力的分布形式对密封

面接触间隙的分布规律有较大的影响。非均匀弹

簧加载条件下的接触参数值相对于均匀加载条件

下的接触参数值有显著的增加。通过接触间隙去

评估密封结构的密封性能显得有些间接，接下来根

据接触间隙值对密封结构的气体泄漏量进行预测

分析。

参考文献［28］中针对平行缝隙流体流动泄漏量

计算公式，将每个观测点附近视为平行的微元段，建

立本文的泄漏量模型为

L = bΔp
12Ll1 ⋅∑i = 1

i = N ∫0hi( )hi - z zdz （22）
式中 N为取样点的个数，在本文中 N=36；b为缝

隙宽度，本文中 b = 2πR 1
N

；Δp为密封压差，Δp = p1 -
p2；hi 为每个观测位置的接触间隙值，L为动力粘度

系数。

为了验证本文泄漏模型的合理性，将其预测结

果与文献［29］的泄漏预测模型预测结果作对比。由

仿真计算求得的接触间隙值得到密封结构的气体泄

漏量如表 7所示，数据变化具有相似的趋势（非均匀

加载条件下的预测结果比均匀加载条件下的预测结

果大；临界范围内和临界范围外的泄漏量出现数量

级上的增加），但是文献［29］的预测结果比本文泄漏

预测结果大。这是因为文献［29］的理论预测模型

在计算求解时考虑了密封装置转轴动态变化的影

响 ，因 此 预 测 结 果 偏 大 。 但 是 本 文 模 型 比 文 献

［29］的预测模型多考虑了整环结构接触间隙不均

匀性造成的影响，其更加符合实际应用中出现的情

况。从表 7数据可以看出，周向弹簧的不均匀分

布对密封结构密封性能有很大的影响，会引起泄

漏量发生数量级上的增加，在工程应用中应该予

以足够的重视。

误差分析：（1）本文模型预测结果与文献［29］模

型有较大的差异，相比文献［29］模型预测结果，本文

模型预测结果小 33.257%～50.001%。这是因为文

献［29］中模型建立时考虑了密封结构的动态变化过

程，而本文模型在建立时没有考虑动态变化过程，

仅仅考虑了密封环稳态工作过程，因此计算结果偏

小。（2）本文泄漏模型预测结果与实验数据相一致，

此外，接触云图中接触区域的变化规律也较好的解

Table 7 Comparison of the leakage (L/min)

Loading form
Uniform

Non-uniform（ICR）
Non-uniform（OCR）

This article
2.9616
3.1985
37.9086

References［29］
5.7519
6.3971
56.7977

Experiment
-

3～10
30～50

Note：Because it is difficult to guarantee the uniform distribution of

spring force in the experiment, it is impossible to give reasonable

experimental data under uniform loading conditions.

Fig. 10 Contact gap distance

Table 6 The maximum value of the contact gap (mm)

Loading form
Uniform

Non-uniform（ICR）
Non-uniform（OCR）

Seal ring 1
0.2895
0.3016
0.6025

Seal ring 2
0.2995
0.3035
0.5894

Seal ring 3
0.2813
0.3034
0.5697

Note：ICR/OCR in the table means that the uneven spring force is

inside/outside the critical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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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3）从结果对比中可以看出，文献［29］和本文的

模型计算结果都与实验数据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从

侧面反映出密封装置周向弹簧的分布形式对密封

装置密封性能的影响作用与动态参数响因素的影响

作用同样重要，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应予以足够的

重视。

4 结 论

通过本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密封环在稳态工作环境下，中间区域接触间

隙值较小，接头区域接触间隙较大。在使用中需要

考虑由界面非连续性导致的径向变形不连续、不协

调问题。

（2）周向弹簧力的加载方式对密封环主密封面

接触间隙值影响较大。附加力矩的影响使得密封环

产生翘曲变形、接触间隙的不均匀性增加、接触平行

度下降，导致圆周密封结构密封性能下降。

（3）基于平行缝隙流理论，建立不均匀接触间隙

泄漏量预测模型。相比均匀加载条件下的接触间隙

和泄漏量，临界范围内非均匀加载条件下，接触间隙

值略微变化，增加 24.52%，泄漏量变化微小，增加

7.99%；临界范围外非均匀加载条件下，接触间隙呈

倍数增加，泄漏量发生数量级上的变化。

（4）圆周密封结构的周向弹簧力分布形式对其

密封性能影响较大，在工程应用中应当注意凸台之

间的弹簧圈数是否均匀、弹簧是否与密封环凸台弹

簧槽道之间存在卡滞和阻塞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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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解决对转双转子航空发动机临界转速求解的难题，满足转子动力学设计需求，结合商业

有限元软件，给出直接法和完全法两种临界转速求解方法，并结合算例详细论述了方法的理论基础和求

解过程，最终以谐响应分析结果加以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商业有限元软件特征值分析的完全法不

需要任何振型信息，就可对正反进动曲线进行区分，极大简化了对转双转子系统临界转速的求解过程，

而由有限元软件生成矩阵后进行处理并计算的直接法不需迭代，可由一次特征值求解得到全部临界转

速。双转子系统临界转速的计算结果表明，直接法、完全法和谐响应分析的结果完全一致。双转子对转

时，正进动临界转速曲线随非激励源转子的转速绝对值增加而降低，使临界转速分布规律区别于同转转

子，其动力特性需予以细致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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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and Comparison on Critical Speeds Calculation
Methods of Counter Rotating Two Spools Roto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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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wo methods named Direct method and Complete method were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commer⁃
cial finite element software，to resolve the critical speeds calculation problem of counter-rotating rotor system
and satisfy the design requirement of rotor dynamics. The basic theory and calculation process of two methods
were presented in detail with a typical two spools system，while the results were verified by Harmonic response
analysis. Results exhibit that the Complete method based on the eigenvalues analysis of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could distinguish curves of forward or backward procession easily without any information of vibration modes，
which means the solving process could be simplified significantly. The Direct method was carried out on the matri⁃
ces drawn from finite element software，and all the critical speeds could be acquired by only single eigenvalues
calculation without iterations. The critical speeds of a typical two spools system obtained by Direct method，Com⁃
plete method and Harmonic response are exactly the same. When two spools are counter-rotating，forward proces⁃
sion curves descend with the increased absolute rotational speed value of the rotor which is not the excitation
source. Therefore，the critical speeds are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btained from co-rotating spools，and the dy⁃
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counter-rotating spools must be designed care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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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双转子小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中，高压转子后

轴承为中介支点的支承方案，已在许多军、民用发动

机中得到应用，如图 1所示［1］。中介支点的使用可以

缩短发动机轴向长度，减少承力框架的数目［2］，但中

介支点使高低压转子振动相互耦合而不再是独立的

动力学系统，高低压转子两个激励源使系统存在与

高低压转子转速分别同步的临界转速，使临界转速

特性变得相当复杂［3］。从高低压转子的旋转方向上，

可以将带有中介支点的转子系统分为两类，即高低

压转子转向相同与转向相反（同转和对转）［4］。其中，

对转设计能够减少导向器叶片数量从而降低发动机

重量，但对转将使发动机临界转速和不平衡响应特

征发生显著变化［5］。

已有许多学者对双转子系统同转和对转设计下

的固有特性和响应特征进行了理论分析、仿真计算

和实验验证。对于同转转子系统，晏砺堂［6］采用子结

构传递矩阵法、洪杰等［7］采用整体传递系数法计算得

到了系统临界转速。对于对转双转子系统，Gunter
等［8］亦通过传递矩阵法计算了系统临界转速，Ferraris
等［9］则获得了刚度不对称的对转转子临界转速、不平

衡响应以及进动方向的变化规律。上述文献多是基

于传递矩阵法建立的求解方法，相比于有限元法，特

别是成熟的商业有限元软件，均存在求解精度、数值

稳定性和求解效率上的不足。

随着有限元技术的发展，建立反映转子乃至整

机系统动力学特征的有限元模型，从而分析转子系

统临界转速和响应特性的方法，由其便捷性和准确

性开始受到研究人员青睐。对同转转子，陈果［10］采

用翟方法对整机有限元动力学模型进行计算，由整

机振动响应峰值提取系统临界转速。李朝峰等［11］计

算分析了轴承支承刚度和转速比对系统临界转速的

影响。孙传宗等［12］将模态缩减后的机匣-双转子有

限元模型用于临界转速求解。对于对转转子，缪辉

等［13］利用有限元法分析了转子临界转速特性和振型

特点。张大义等［14-15］基于商业有限元软件，分别在转

子系统、整机系统中计算得到了临界转速，并给出了

基于振型筛选的临界转速计算流程，细化了航空发

动机设计准则［16］中的求解方法。路振勇等［17］验证了

简化的双转子系统动力学模型精度，将该模型用于

非线性问题分析。

上述文献基本是通过响应峰值求解或特征方程

的特征值求解来获得系统临界转速的。前者需要确

定的高低压转速关系。后者中，各文献确定对转转

子临界转速的方法仍有不同，且除文献［14］外，均未

提供详实的求解流程。文献［14］以同转和对转时高

低转子陀螺力矩对各阶模态振型作用规律不同为理

论基础形成振型筛选法，当模态振型以非激励源转

子为主时，选取反进动曲线与转速激励线交点作为

临界转速。但振型筛选对经验需求高，且对转时系

统特征值由同转时获得，存在一定不足。

本文基于前述研究，给出基于商业有限元软件

的同转和对转转子系统临界转速分析方法，对振型

筛选法进行简化和改进。作为对比，给出由矩阵进

行一次特征值运算从而得到系统全部临界转速的直

接法。对两方法的原理和各自优势进行系统论述。

2 特征值和临界转速求解方法

2.1 自转转速对单转子系统特征值及临界转速的

影响

在进行方法介绍前，首先明确特征值和临界转

速两个概念的关系和区别。若给定转子系统振动微

分方程中转子的自转转速，则系统的陀螺矩阵确定，

此时可以求得该自转转速下的特征值即进动转速。

但该特征值并非系统的临界转速，只有给定的自转

转速与特征值（进动转速）相等时，该自转转速才是

临界转速，这也是 Campbell图法求解临界转速的基

本原理。

如图 2所示，若不考虑各盘的轴向和扭转振动，

则该系统中每个盘有两个平动和两个转动自由度 xi，

θyi，yi，-θxi共计四个自由度，i为盘序号。 θyi为盘绕 y

轴，即盘在 zox平面内转动角度的投影，而-θxi为盘绕

x轴，即盘在 zoy平面内转动角度的投影，以逆时针为

正。需要说明的是，在有限元软件中，自由度是按 xi，

yi，θxi，θyi方式排列的。

假设系统在 x和 y方向对称，盘质量为 mi，直径转

动惯量为 Jdi，极转动惯量为 Jpi，转子自转转速为 Ω，引

入刚度矩阵 K1，系统有 N个盘时，则 zox平面和 zoy平

面的振动微分方程为

Fig. 1 Typical rotor system of turbofan engine with

inner-shaft b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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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1{ü1} + ΩJ1{u̇2} + K 1{u1} = 0
M 1{ü2} - ΩJ1{u̇1} + K 1{u2} = 0

（1）

式中

M 1 =
é

ë

ê

ê

ê

ê
êê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ú
ú

m 1
Jd1

...
mN

JdN

J1 =
é

ë

ê

ê

ê

ê
êê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ú
ú

0
Jp1

...
0

JpN

（2）

{u1} = [ x1 ,θy1 ,x2 ,θy2 ,...,xN ,θyN ] T

{u2} = [ y1 , - θx1 ,y2 , - θx2 ,...,yN , - θxN ] T
（3）

式（1）中，Ω前的正负号差异是由于 θyi和-θxi的方

向不同所致，振动微分方程的具体推导可参见文

献［18］。

{ }u = { }{ }u1
{ }u2

, M = é
ë
ê

ù
û
ú

M 1 0
0 M 1

,

J = é
ë
ê

ù
û
ú

0 J1
-J1 T 0 ,K = é

ë
ê

ù
û
ú

K 1 0
0 K 1

（4）

式（1）可写为

M {ü} + G{u̇} + K {u} = 0 （5）
式中 M为质量矩阵，K为刚度矩阵，两者均为实

对称正定矩阵，G为实反对称矩阵。且 G=ΩJ。

令

{z} = {u1} + i{u2} （6）
式中 i为虚数符号，式（1）改写为

M 1{z̈} - iΩJ1{ż} + K 1{z} = 0 （7）

忽略阻尼的情况下，可通过式（5）和式（7）分别

求解临界转速。

2.1.1 直接法

采用式（7）求解，本文称之为直接法。该法不能

考虑转子的非对称性，如支承刚度在 x和 y方向上的

非对称以及质量和转动惯量的非对称性。但对于对

称的转子来说，求解非常便捷。

式（7）的通解为

{z} = {A}eiωt （8）
式中 ω为转子公转即进动速度。代入式（7），有

[ - ω2M 1 + ωΩJ1 + K 1 ]{A} = 0 （9）
同步正进动临界转速下，公转速度等于自转速

度，并取自转转速方向为正，则 ω=Ω>0。代入式（9），

令行列式等于 0，得到式（10），可求得临界转速。

det ( -(M 1 - J1 )ω2 + K 1 ) = 0 （10）
可见若系统总自由度数为 4n，由上式可解得 2n

个正值 ω2，并由 ω>0得 2n个正值 ω解，即正进动临界

转速值。

若转子做同步反进动，则有 ω = -Ω < 0，代入式

（9）并令行列式为 0，得到

det ( -(M 1 + J1 )ω2 + K 1 ) = 0 （11）
类似的，可得 2n个 ω负值解，即反进动临界转速

值。正反进动临界转速值总数共 4n个，与转子系统

自由度数目相符。对比式（10）和式（11）可见，同步

正进动临界转速下，可认为振动微分方程中系统的

质量减小，因而临界转速大于无转速时的系统特征

值，而反进动临界转速下系统的质量增加，因而临界

转速比无转速时的系统特征值小。

综上，直接法可以通过一次特征值运算直接得

到系统的全部正进动临界转速。但在商业有限元软

件中，该方法并不多见。本文将在提取有限元软件

生成的矩阵后，在 Matlab中对式（10）和式（11）进行

计算。

2.1.2 完全法

商业有限元软件，如 ANSYS中，是通过 QR分解

等方法对振动方程（5）进行求解，来获得广义特征值

的。通过求解不同自转转速下系统的特征值，形成

Campbell图的方法，本文称为完全法。

对式（5）无法直接求解特征值，需进行状态变

换，其过程不再赘述，状态变换后有

Dψ = λψ （12）
式中 λ为复特征值，ψ为右特征向量。

Fig. 2 Rotor system with single 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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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é
ë
ê

ù
û
ú

-(M -1 )G -(M -1 )K
I 0 （13）

式中 I为单位矩阵。

求解矩阵（式（13））得到的特征值总数为 2倍的

自由度数目，即对与 2.1.1节相同的转子动力学问题，

可获得 8n个特征值，共 4n个共轭复数对，且均为纯

虚数［18］。这意味着，所有正反进动解，均具有与之共

轭的结果，无法像直接法一样从数值的符号上判断

该值是正进动或反进动。

对于单转子系统，陀螺力矩使正进动特征值绝

对值增大而使反进动特征值绝对值减小，因此以自

转转速 Ω为横轴（自变量），特征值 λ虚部的绝对值为

纵轴（因变量）作图，即可由正反进动特征值随转速

的变化规律，确定各阶正反进动曲线，此时，正进动

与 1×转速线的交点即为正进动临界转速。

2.2 自转转速对双转子系统特征值及临界转速的

影响

双转子系统，两个转子上的不平衡激励均会激

起系统的临界转速，进动转速等于高压转子转速或

低压转子转速。同转转子的临界转速求解在技术上

并无难度。而对转时，张大义等［14-15］给出了基于振型

筛选的 Campbell图绘制方法。振型筛选法需要根据

转子系统振型中占主导地位的转子对正反进动曲线

进行筛选。在高低压转子耦合较小的振型中较为便

捷，且误差不大，但由于对转时仍使用了同转得到的

特征值，在耦合较强时则可能造成结果较大的误差。

因此，本节将从原理出发，给出对转双转子系统临界

转速求解的直接法和完全法，以克服振型筛选法的

不足。

2.2.1 直接法

双转子系统陀螺矩阵为

G =
é

ë

ê

ê

ê
êê
ê

ù

û

ú

ú

ú
úú
ú

0 J01Ω 1 0
0 J02Ω 2

-J01 TΩ 1 0
0 -J02 TΩ 2

0
（14）

低、高压转子盘极转动惯量形成的矩阵分别为

J01和 J02，自转转速 Ω1，Ω2，将式（7）写为

M 1{z̈} - i é
ë
ê

ù
û
ú

J01Ω 1
J02Ω 2

{ż} + K 1{z} = 0 （15）
式（9）对应的行列式写为

det ( -M 1ω2 + ω é
ë
ê

ù
û
ú

J01Ω 1
J02Ω 2

+ K 1 ) = 0 （16）
考虑低压转子激起的正进动临界转速，则系统

进动角速度与低压转子自转转速相等，即 ω=Ω1>0，假

设高、低压转子转速为比例关系，即 Ω2=kΩ1=kω。代

入式（16），可得

det ( -M 1ω2 + ω2 é
ë
ê

ù
û
ú

J01
kJ02

+ K 1 ) = 0 （17）
不论 k值正负，即无论高低压转子转速方向是否

相同，求解行列式可得低压转子激起的正进动临界

转速。如果将 k值取值范围设置为 -∞~+∞，并将不同

k值下得到的临界转速 ω和高压转子自转转速 kω绘

制于以进动转速（低压转速）为纵轴，高压转速为横

轴的图中，也可得到低压转子激励的 Campbell图。

若 ω=-Ω1<0，Ω2=kΩ1=-kω，代入式（16）有

det ( -M 1ω2 + ω2 é
ë
ê

ù
û
ú

-J01
-kJ02 + K 1 ) = 0 （18）

求解行列式可得低压转子激起的反进动临界转

速。求解高压转子激起临界转速的方法不再赘述。

显然，直接法不需迭代，一次求解可得确定转速关系

下的临界转速。本文在提取有限元软件生成的矩阵

后，在Matlab中对式（17）和式（18）进行计算。

2.2.2 完全法

在未知转速关系时，直接法不再适用，应绘制

Campbell图。对于某一组确定的高低压转速值，行列

式仍为式（16），此时未给定公转转速与自转转速关

系，直接求解行列式变得非常困难，且效率极低。

在有限元软件仍采用 2.1.2节中的广义特征值

法，对式（5）求解某一转速组合对应的特征值。此时

无法从数值的正负判断正反进动。为明确对转转子

正反进动特征值随转速的变化规律，作如下分析：

首先，对式（15）进行状态变换可得

D 0 =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i (M 1
-1 ) é

ë
ê

ù
û
ú

J01Ω 1
J02Ω 2

-(M 1
-1 )K 1

I 0
（19）

此时得到的特征值数目是式（15）自由度数目的

两倍，因而与系统自由度总数相等，根为纯虚数，互

相不具备共轭关系，正进动对应特征值为正虚数，反

进动对应特征值为负虚数。

令高压转速不变 ΔΩ2=0，低压转速变化 ΔΩ1>0，
系统振型不变，则有

ΔD 0ψ = Δλ 0ψ （20）

ΔD 0 =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i (M 1

-1 ) é
ë
ê

ù
û
ú

J01ΔΩ 1 0
0 0 0

0 0
（21）

由式（20）和式（21）可知，此时求得的 Δλ0必为正

虚数或 0，这意味着无论两转子同转或对转，在某一

转子转速不变，另一个转子的转速变化 ΔΩ>0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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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动对应的正虚数特征值的绝对值增大，而反进动

对应的负虚数特征值的绝对值减小。

借由这一规律，可以对由商业有限元软件计算

得到的特征值进行区分。如图 3所示，将某一确定 Ω2
下，不同 Ω1时，算得的全部特征值取绝对值后绘制于

图中，由前述规律可区分正反进动曲线，上升曲线为

正进动，下降曲线为反进动。

假定一个新的高压转速值，高压转速变化量

ΔΩ2，遍历低压转速，仍由前述方法区分正反进动曲

线，如图 4所示。

在图 3和图 4中绘制低压转速等转速线，得到等

转速线与正进动曲线的交点，即可得到某确定的高

压转速下的临界转速。

由前述推导，对于新的高压转速值，若 ΔΩ2>0，则
在各个固定的 Ω1下，正进动对应的正虚数特征值均

增大，即正进动曲线整体上移（图 4（a）相比图 3）。若

ΔΩ2<0，则正进动对应的正虚数特征值减小，正进动

曲线整体下移（图 4（b）相比图 3）。因此，只要 ΔΩ2>
0，则正进动曲线与等转速线交点的数值必然增大，

即 Ci_1>Ci_0>Ci_-1
最终得到不同高压转速 Ω2下的系统进动速度，

即图 5所示的低压转子激励的 Campbell图，可见，各

曲线均随着 Ω2的增大而增大。

可见，整个过程不涉及高低压转子的振型筛选，

大幅简化了振型筛选法求解临界转速的操作流程。

2.2.3 谐响应法

同时，本文采用谐响应方法求解不平衡激励下

转子系统的响应，以响应峰值对直接法和完全法计

算得到的临界转速结果进行验证。

M {ü} + G{u̇} + K {u} = {f} （22）
低压激励时，有

{f} = {F}eiΩ1 t，{u} = {U}ei ( )Ω1 t + α

代入式（22），则有

{U}eiα = ( - MΩ 1
2 + iΩ 1G + K){F} （23）

令 Ω2=kΩ1，代入陀螺矩阵 G，k可取为正值或负

值，表示高压转子与低压转子同转或对转。求得不

同转速下的响应。高压激励时类似，见下式

{U}eiα = ( - MΩ 2
2 + iΩ 2G + K){F} （24）

求解时应为系统设置一定阻尼，否则在临界转

速处，响应理论上趋于无穷大。

Fig. 3 Critical speeds excited by low-pressure(LP) rotor

with constant high-pressure(HP) rotor speed Ω2

Fig. 4 Critical speeds excited by LP rotor with constant

speed Ω2+ΔΩ2 of HP rotor

Fig. 5 Campbell diagram excited by LP rotor with different

speed of HP ro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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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转子系统临界转速分析

根据图 1所示转子的质量和刚度特征，建立了梁

单元有限元模型（图 6中显示了梁截面形状，各级轮

盘位置布置有质量元以模拟轮盘和叶片的质量及转

动惯量），高压后支点为中介轴承。

3.1 直接法

在临界转速分析中，主要考虑由不平衡激励激

起的横向振动，因此约束有限元模型的轴向，以及

扭转自由度。将低压和高压转子分别设置为单位

转速 1rad/s后，由 ANSYS提取系统的陀螺矩阵。同

时提取系统质量 M和刚度 K矩阵，并将自由度按照

xi，θyi，yi，- θxi 重 新 排 列 ，获 得 形 如 式（19）中 的 各

矩阵。

采用Matlab求解形如式（17）的行列式，可以得到

高低压转子转速比 k为不同数值时，高压转子激起的

临界转速，绘于图 7 中，其中 k=-0.25，-1，-2，-3，
-4，-5，5，4，3，2，1，0.25。纵轴为高低压转子公转转

速即进动速度，此时进动速度等于高压转子自转转

速。图中实线表示采用同一 k值计算得到的结果，虚

线表示将各 k值计算得到的结果按大小顺序连接。

可见，如想获得实际转子工作线下的临界转速和工

作裕度，可以通过设置大量 k值重复直接法计算的方

式获得 Campbell图实现。

3.2 完全法

直接在 ANSYS中采用完全法求解高压转子激起

的临界转速。类似于 2.2.2节的求解流程，对高压激

励临界转速：（1）选取某一确定的低压转子转速 Ω1，

求出不同 Ω2下系统特征值。（2）绘制特征值绝对值随

Ω2变化的曲线，将 1×转速线与所有曲线的交点取出。

（3）选取新的低压转子转速 Ω1，重复上述过程。（4）将

所有固定 Ω1下求得的交点绘于图中并连接，形成高

压转子激起临界转速的 Campbell图如图 8所示。（5）
去除所有低压转速由 -∞~+∞变化而下降的数值即可

得到正进动曲线。（6）绘入真实发动机高低压转子共

同工作线，得到临界转速，全过程如图 8所示。

作为对比，将由直接法算得的 k=5和-5时的系统

临界转速值一并绘于图 9，可见临界转速值完全落于

正进动曲线上，即 3.2节完全法与 3.1节直接法的求

解结果相符。

k=5时，高压激起的临界转速对应高压转子转速

Fig. 9 Comparison between direct and complete method

Fig. 8 Campbell diagram excited by HP rotor with

different speed of LP rotor

Fig. 6 Beam element model of rotors

Fig. 7 Forward precession critical speeds solved by

direc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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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408r/min， 4908r/min， 6566r/min， 8053r/min，
12125r/min，17705r/min。 k=-5时，高压激起的临界

转 速 对 应 高 压 转 子 转 速 为 2407r/min，4304r/min，
5002r/min，8043r/min，10044r/min和 17344r/min。

作为对比，采用文献［13］给出的振型筛选法对

本例进行分析。利用同转时的计算结果，对图 8中
第一象限里的曲线进行筛选，对高压转子激起的低

压转子为主的振动选取下降曲线，对高压转子激起

的高压转子为主的振动选取上升曲线，再对称到第

二象限作为对转结果，结果如图 10所示，作为对

比，保留了图 9中的正进动曲线。同时，绘制 k=-5
转速线，取交点数值，由振型筛选法获得的高压激

起的前五阶临界转速对应的高压转子转速分别为

2319r/min，4302r/min，5015r/min，8127r/min，10043r/min，
与完全法结果接近。而第六阶临界转速，无论取与对

称到第二象限的同转时的正进动曲线交点（S6-2）
17483r/min，或对称到第二象限的同转时反进动曲线

交点（S6-3）16438r/min，均与完全法结果 17344r/min
（S6-1）相差较大，这正是由该阶振型下高低压转子耦

合振动所致。

对于本例给出的转子，高低压转子振型耦合较

小，因而仅对第 6阶临界转速有较大影响。

3.3 谐响应法

在 ANSYS中采用谐响应方法获得幅频曲线，并

由响应峰值确定临界转速。代入高低压转子转速关

系 k=5和-5，高压激励时响应幅值随转速变化曲线在

图 11中给出。频率分辨率为 0.1Hz，即 6r/min，系统设

置 0.001的阻尼比。系统的响应幅值并非关注的重

点，因此，只提取幅值对应的转速值。

响应峰值对应转速与 3.1节和 3.2节的结果吻

合，转速差异由谐响应频率步长不足导致。结果表

明，无论同转还是对转双转子系统，三种方法能够获

得完全一致的结果。

4 结 论

通过本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直接法能够在只求解一次特征方程的情况

下获得系统的全部正进动临界转速，在双转子系统

具有简单转速关系时，求解高效快速。

（2）完全法借助于有限元软件特征值分析模块

实现，可以在没有任何振型信息的情况下得到完整

的 Campbell图，实现对任意转速关系下系统的临界

转速裕度的评估，是对振型筛选法的简化和改进。

验证表明，本文方法计算结果准确可靠，具有实

Fig. 10 Comparison between vibration selection and

complete method

Fig. 11 Vibration amplitude of 1st stage compressor on

different rotating sp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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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效应对火箭橇发动机尾喷管流场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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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火箭撬地面试验的需要，设计了大载荷高加速的短轨火箭橇动力系统，并对地面效应

对火箭发动机尾喷管流场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和试验研究。文中采用FLUENT计算软件对不同条件下的火

箭发动机尾喷管外流场进行了三维数值仿真，分析了单枚火箭以及双枚火箭工作时，地面效应对发动机

尾喷管流场特性的影响。本文研究的大载荷高加速的短轨火箭撬动力系统，地面效应的影响和双尾喷管

之间的相互作用都是在1.5ms时开始显现，在2~3ms时比较明显，在5~20ms开始减小，最后形成稳定的

尾部流场。对于喷管出口直径 275mm、轴线距离地面不小于 472mm和双喷管轴线距离不小于 680mm的

火箭橇动力系统，在火箭橇运动起来 20ms之后，地面效应影响和双火箭发动机之间相互作用变得非

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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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Ground Effect on Flow Field Characteristics of
Rocket Skid Motor Tail Nozz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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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School，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njing 210094，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needs of the rocket skid ground test，the researcher design the short-track rocket
sled power system with large load and high acceleration，and it is conducted the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in⁃
fluence study of ground effect on the flow field of the rocket motor tail nozzle. The 3-D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rocket motor tail nozzle outer flow field was conducted for different conditions using FLUENT calculation soft⁃
ware. It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ground effect on the flow fiel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tor tail nozzle when a sin⁃
gle rocket and two rockets are working. For the short-track rocket sled power system with large load and high ac⁃
celeration studied in this paper，both the influence of ground effect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nozzles
which appeared at 1.5ms，was more obvious at 2~3ms，and decreased at 5~20ms，finally，a stable tail flow field
is formed. For rocket sled power system，the nozzle outlet diameter is 275mm，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axis and
the ground is not less than 472mm，and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axis of double nozzles is not less than 680mm.
After the rocket sled move for 20ms，the effect of the ground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double rocket motors
become very 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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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地面效应虽然对火箭发动机的推力影响不大，

但尾部流场变化对撬车的稳定性将产生显著的影

响，特别是大载荷高加速短程火箭撬所使用的发

动机通常具有较大的燃气射流，发射时地面反射

形成的流场不稳定和地面的反作用力，将使得撬

车产生震荡，撬靴“削轨”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尽

量避免震荡的影响，需对火箭橇内弹道和火箭橇动

力系统的外流场特性进行研究。本文研究的火箭

发动机是采用阶梯多根装药的形式，为了增加推

进剂的质量比和燃气生成速率，提高火箭发动机

的做功效率［1］，实现大载荷高加速行程短的试验

要求。

国内外对于火箭橇内弹道、火箭发动机外流场

及地面效应特性的研究，大多以试验特性研究为

主［2-3］和火箭发动机内弹道点火特性研究为主［4-7］，以

及尾流场数值仿真为主［8-10］。孟亮飞等［11］运用 FLU⁃
ENT软件对阶梯装药固体火箭发动机点火内流场进

行了数值模拟，得到了固体火箭发动机点火过程中

前后燃烧室的压力分布。张俊等［12］研究了高速燃气

射流的流场分布规律，重点分析了喷管出口附件的

射流速度、压强及温度沿轴向及径向的变化规律。

张传侠等［13］针对强地效环境下超声速有翼火箭橇侧

翼气动特性变化情况，对火箭橇侧翼气动特性开展

研究。邹伟红［14］对火箭滑橇的空气动力特性进行了

研究。王明清［15］对火箭橇多喷管流场的相互影响作

用进行了研究。

本文采用了基于阶梯多根装药火箭发动机的火

箭橇零维内弹道计算模型，根据火箭橇内弹道计算

结果，计算压强-时间曲线作为压强入口边界条件，

计算马赫数-时间曲线作为远场压强出口马赫数边

界条件，对火箭橇动力系统的试验过程进行数值模

拟。针对地面效应对火箭发动机尾喷管流场的影响，

以及双枚火箭工作时，尾喷管流场的相互作用进行了

研究，为火箭撬工程应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并为后

续做火箭撬推力试验以及推力影响研究作铺垫。

2 火箭发动机内弹道计算模型

2.1 基本假设

本文采用了火箭发动机零维内弹道模型，其基

本假设如下［16］：

（1）假定火药的燃烧服从几何燃烧定律和指数

燃速定律。

（2）假定火药的燃烧和燃气流出拉瓦尔喷管是

在平均压力条件下进行的。

（3）假定点火药是瞬时燃完，并在该瞬间，点火

药气体冲破点火具流入火箭发动燃烧室，并均匀分

布于燃烧室内，此时燃烧室内压力为点火压力。

（4）在整个燃烧过程中，与火药性质有关的特征

量保持不变，燃气为组分不变的高温气体。

（5）火箭发动机腔体的散热通过适当减小火药

的火药力来修正。

（6）喷管内的流动为一维等熵定常流。

2.2 数学模型

考虑侵蚀效应的燃速方程

dzi
dt =

aε̄i
e1,i

p̄n （1）

式中 ε̄ i是文献［17］中测得双铅-2火药的平均侵

蚀比，zi是第 i截装药的相对已燃厚度，a是燃速系数，

n是燃速指数，p̄是火箭发动机燃烧室内平均压力，t

是时间，e1，i是药柱弧厚。

药柱形状函数

dψi

dt =
πρp e1,i (Di + di )HiNi

ωi

dzi
dt （2）

式中 ψi是第 i截装药的已燃百分比；π是圆周率；

ρp是药柱固体密度；Di，di，Hi，Ni是管状药柱外径、内

径、长和根数；ωi是第 i截装药质量。

流量方程

dη
dt =

ì

í

î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
ï

ϕm A t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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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η是相对流量，ϕm 是质量流率损失系数，A t
是喷喉面积，ω 1 是第一截装药质量，f是主装药火药

力，τ是燃烧室内平均相对温度，p a 是环境压力，k是

比热比。

能量方程

dτ
dt =

1
∑( )ωi ψi

ω 1
- η

é

ë
êê

ù

û
úú( )1 - τ∑ωi

ω 1

dψi

dt - θτ
dη
dt （4）

式中 τ = T/T0是平均相对温度，θ = k - 1。
燃气的状态方程

dp̄
dt

é

ë
ê
êV0 -

∑ωi ( )1 - ψi

ρp
- α (∑ωi ψi - ω 1η) - α 0ω 0

ù

û
ú
ú =

f
é

ë
êê(∑ωi ψi - ω 1η + f0fi ω 0) dτdt + ( )∑ωi

dψi

dt - ω 1
dη
dt τ

ù

û
úú -

p̄
é

ë
êê∑ωi

ρp

dψi

dt - α (∑ωi

dψi

dt - ω 1
dη
dt )ùûúú

（5）
式中 V0 是燃烧室容积，α是主装药燃气余容，α 0

是点火药燃气余容，ω 0是点火药质量，f0是点火药火

药力。

火箭发动机推力方程

F t = CF p̄A t （6）
CF = k ( 2

k + 1 )
k + 1
2 ( k - 1) 2

k - 1 1 - ( p e
p̄
) k - 1k +

K 2
zh ( )p e
p̄
- p a
p̄

（7）

K 2
zh =

( 2
k + 1 )

1
k - 1 k - 1

k + 1
( )p e /p̄

2
k - ( )p e /p̄

k + 1
k

（8）

式中 F t是火箭推力，p e是喷管出口压力，K zh是轴

向喷管扩张比，CF是推力系数。

火箭发动机阻力方程

F d = 12 Cd Aρa v2 （9）
F g = μg ( )M - N r∑ωi ψi （10）

式中 F d是空气阻力，C d是空气阻力系数，A是迎

风面积，ρ a为空气密度，v为橇车速度，F g是摩擦阻力，

μ为摩擦阻力系数，g为重力加速度，M初始火箭橇总

质量，∑ωi ψi是每个火箭已燃火药总质量，N r是火箭

数量。

火箭橇运动方程

dv
dt =

N rF t - F d - F g
M - N r∑ωi ψi

（11）
dl
dt = v （12）

式中 l是橇车行程。

2.3 计算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数学模型，采用 4阶龙格-库塔法编写

了计算程序，并按照火箭橇单发动机试验中的实际

参数进行内弹道计算。试验现场布置示意图如图 1
所示，试验现场图如图 2所示，计算得出压强-时间曲

线如图 3所示，马赫数-时间曲线如图 4所示，速度-
行程曲线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对比如图 5所示。

试验数据的速度与行程的曲线与理论曲线在

60m之前吻合得很好，在 60m之后理论速度继续增

加 ，增 加 到 149m/s 最 大 速 度 ，而 试 验 测 量 速 度 到

139m/s，理论计算比试验数据高了 7.2%，在允许的误

差范围之内，验证了该模型的准确性，为计算结果压

强-时间曲线作为火箭橇动力系统数值模拟的初始

条件提供理论依据。

Fig. 2 Experimental site diagram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experimental site layout

Fig. 3 Computing pressure-time curve

1382



地面效应对火箭橇发动机尾喷管流场特性的影响研究第 42 卷 第 6 期

3 数值计算模型

3.1 网格划分

计算区域包括全部喷管、燃烧室的部分区域、喷

管上游和喷管下游。运用 ICEM进行网格划分，整个

流场计算区域均为结构网格。建立了单喷管无地面

（图 6）、单喷管有地面（图 7）、双喷管有地面（图 8）三

种三维外流场模型，有地面模型喷管轴线距离地面

472mm，双喷管模型两个喷管轴线距离 680mm，在喷

管上游轴向方向上的距离大于 5倍喷管出口直径，在

喷管下游轴向方向上的距离大于 20倍喷管出口直

径，径向方向上大于 10倍喷管出口直径，避免扰动波

来不及耗散而作用于出口边界。三种模型最终划分

六面体网格数量分别约为 493万、344万、720万。

3.2 初始及边界条件

在软件 FLUENT中进行流场模型计算，选择三维

基于压力瞬态求解器，流动问题为可压缩流动，湍流

模型选择 k-ε两方程结合 Realizable k-ε的湍流模

型［18］。计算域中，流场初始化压力为 101325Pa，温度

为 300K。边界条件的设定见图 6，7，8所示的指示，

燃烧室的部分区域入口设为压强入口条件，由火箭

橇内弹道计算得压强-时间曲线为压强入口边界条

件 。 喷 管 下 游 出 口 设 为 压 强 出 口 条 件 ，压 力 为

101325Pa，温度为 300K。喷管上游和侧向出口设为

远场压强出口条件，压力为 101325Pa，温度为 300K。
图 4的马赫数-时间曲线为单喷管火箭橇远场压强出

口条件的马赫数边界条件，方向与喷管轴线相同，相

当于加载一个与火箭橇运动方向相反速度相同的气

流来抵消计算过程火箭橇的运动，这样处理可以方

便简化计算。根据火箭橇的运动计算得双喷管火箭

橇马赫数是同一时刻单喷管火箭橇马赫数的 1.48
倍，由单喷管火箭橇马赫数-时间曲线得双喷管火箭

橇马赫数-时间曲线，以上述相同方式加载到双喷管

模型远场压强出口。其余的边界条件为壁面边界

条件。

Fig. 4 Computing Mach-time curve

Fig. 8 Double nozzle with ground grid structure

Fig. 6 Single nozzle without ground grid structure

Fig. 7 Single nozzle with ground grid structureFig. 5 Velocity-distance curve between computing results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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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值计算结果分析

4.1 流场计算结果

图 9为单喷管无地面不同时刻的速度云图，截面

过喷管轴线。图 10为单喷管有地面不同时刻的速度

云图，截面过喷管轴线垂直于地面。图 11为双喷管

有地面不同时刻的速度云图，截面过其中一个喷管

轴线垂直于地面和过两个喷管轴线平行于地面。为

了保持不同条件下各个时刻速度云图上的刻度一

致，速度全部设定在 0~2km/s。
由图 9与图 10对比，在 1ms之前地面对燃气流场

的影响较小，波阵面几乎呈圆形。在 1.5ms时，地面

影响开始显现出来。在 2ms时，燃气射流遇到地面发

生反射，与从喷管出来的新的燃气射流相互作用，影

响效果逐步明显。在 3ms时，随着波阵面的传播与扩

大，形成了非常明显的涡流，火箭发动机尾流场呈现

了非对称结构。在 5ms时，随着从喷管喷出的燃气射

流趋于稳定，只有尾流向周围扩散的燃气射流才会

受到地面作用比较明显，大多向后高速流动的燃气

射流受地面作用的影响较小。在 10ms和 20ms时，地

面对向周围扩散的燃气射流有一些影响。随着工作

时间的推移，形成了带有明显马赫盘的稳定尾流场，

之后地面对火箭发动机尾流场影响非常小。说明喷

管出口直径是 275mm的火箭发动机在喷管轴线距地

面 472mm的火箭橇上，火箭发动机工作 1~5ms时地

面效应对火箭橇的作用比较明显，在 5~20ms时地面

效应开始减弱，在形成了带有明显马赫盘的稳定尾

流场之后的大多工作时间时，地面对火箭橇影响非

Fig. 10 Velocity contour of single nozzle with ground at different times

Fig. 9 Velocity contour of single nozzle without ground at different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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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小。

由图 10与图 11对比，在 1ms之前双喷管相互之

间的影响较小，波阵面几乎呈圆形。在 1.5ms时，随

着地面的影响效果开始明显，双喷管之间的影响也

开始显现出来。在 2~3ms的过程中形成了明显的偏

向双喷管两侧涡流。在 5~20ms，双喷管尾流场的相

互作用主要是流出喷管之后向周围扩散的燃气射

流，大多向后高速流动的燃气射流相互作用不再明

显。在形成了带有明显马赫盘的稳定尾流场之后，

双喷管之间的相互影响非常小。说明喷管出口直径

是 275mm的火箭发动机，喷管轴线距离 680mm的双

火箭发动机，工作在 1~5ms时，双发动机喷管尾流场

有相互较大的影响，在 5~20ms时，相互影响变小，在

形成了带有明显马赫盘的稳定尾流场之后，双发动

机喷管尾流场相互影响非常小。

4.2 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对比

图 12为单喷管有地面速度云图与试验高速摄像

对比图。由图可以看出，在 1ms时，地面对外流场影

响比较小，计算结果与试验的轮廓吻合度很好；在

2ms时，地面效应开始显现出来，由于速度比较低外

流场波阵面不是很明显，只能看到中心区域的火焰

形状，所以试验比计算结果燃气射流短一些；在 3ms
时形成涡流，在试验结果中可以观察到涡流的存在，

火焰区域的长度与计算的一致性很好，在 5ms时，随

着从喷管喷出的燃气射流趋于稳定，涡流逐渐不明

显，火焰区域的宽度和长度与计算的一致性很好；在

稳定流时初始段部分的边界射流清晰可见，过渡段

部分射流边界层逐渐模糊，混合区部分是高温气体

呈火焰状。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对比具有较好的一

致性，证明了计算模型和结果的准确性以及试验的

可行性。

5 结 论

本文建立了三种不同条件下的火箭发动机外流

场数值模型，对比分析了地面对火箭发动机的影响

和双火箭发动机之间的相互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1）根据单喷管有地面的稳定流速度云图与试

Fig. 11 Velocity contour of double nozzle with ground at different times

Fig. 12 Comparison of single nozzle with ground between

velocity contour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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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高速摄像对比图可以看出，计算结果的每一段区

域与试验结果的吻合度很好，证明了计算模型和结

果的准确性。说明该计算方法和模型可应用在类似

火箭橇动力系统的仿真计算中。

（2）喷管出口直径是 275mm的火箭发动机在喷

管轴线距地面不小于 472mm的火箭橇上，地面效应

对火箭橇的影响比较小。

（3）喷管出口直径是 275mm的火箭发动机，喷管

轴线距离不小于 680mm的双火箭发动机，火箭发动

机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比较小。

后续需要改进和优化试验测试系统，对火箭撬

试验进行推力测试，并开展地面效应对推力的影响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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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丸脉冲侧喷力俯仰调姿试验与仿真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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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摘 要：为了解地面垂直发射弹丸在不同直接力控制系统 （RCS） 输出条件下的俯仰调姿运动情

况，分别采用试验与仿真的方法进行了研究。首先，设计了用于弹丸调姿试验的脉冲侧向推力器、地面

发射装置以及同步测试系统，利用高速摄像机测量了弹丸在不同推力器装药量和点火间隔时间情况下的

调姿运动情况，并指出这两个参量是决定弹丸最终姿态角的主要因素，需要根据目标姿态角进行合理的

搭配。然后，建立了考虑脉冲侧向推力器内弹道过程的弹丸调姿运动模型，并与试验结果进行了对比，

验证了仿真模型的预测误差在5%以内。随后，利用仿真模型分析了不同推力器装药量时脉冲推力的变

化情况，指出装药量对脉冲推力的变化规律有重要影响，需要与弹丸运动耦合计算以获得更高的精度。

最后，对不同推力器装药量时弹丸调整到各目标姿态角所需的点火间隔时间进行了计算，为进一步的研

究提供了数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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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Study on Pitch Attitude Adjustment
of Projectile Implemented by Impulse Lateral Thrust

WANG Xiao，RUAN Wen-jun，WANG Hao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njing 210094，China）

Abstract：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studies were carried out respectively to learn about the pitch atti⁃
tude adjusting process of the projectile which was launched vertically from the ground and controlled by reaction-
jet control system（RCS）with different output parameters. Firstly，the impulse lateral thruster，a ground launch⁃
er and a synchronous measurement system were designed for the pitch attitude adjusting experiment. A series of
tests were conducted in the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charge weights in the thrusters and various ignition interval
time.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motion pictures captured by high speed cameras，the charge weight and ignition in⁃
terval time were found to be the two principal factors to determine the final attitude of the projectile and either of
them should be selected a proper value for a target attitude angle. Then，an attitude motion computing model of
the projectile was established considering the interior ballistic of the thruster. After comparing the results ob⁃
tained from simulation and test，the prediction error of the model was confirmed to be less than 5%. Subsequent⁃
ly，the variations of the impulse thrust with different charge weights we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computing
model. And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the changing rule of the impulse thrust could be affected significantly by the
charge weight. Therefore，coupling calculation of the thrust and projectile motion is needed for higher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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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end，the ignition interval time required for a set of target pitch angles with different charge weights was cal⁃
culated，which will provide meaningful reference data for further researches.

Key words：Projectile；Vertical launching；Posture adjustment；Reaction-jet control system；Impulse
thrust；Interior ballistic；Motion simulation

1 引 言

随着防御技术的发展，对导弹等飞行器的机动

性要求越来越高，常规通过调整气动面进行机动的

控制技术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实战需求，推力矢量

控制技术和直接力控制技术则应运而生。推力矢量

控制技术虽然较易实现，但是执行机构复杂且效率

低。而直接力控制技术（Reaction-jet control system，

RCS）［1-2］相对来说结构更简单、响应更快且效率更

高，更加适用于小型导弹的快速机动。

直接力控制技术涉及学科广、需求精度高、实现

难度大，需要攻克诸多难题才能实现。作为 RCS执
行装置的脉冲推力器是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张平

等［3］对某固体脉冲推力器的内弹道性能进行了试验

研究，指出单管挂药式装药结构虽然会降低推力器

的比冲效率，但是能够满足点火延迟、脉宽时间等性

能指标。蒋新广等［4］通过试验研究了点火药量对脉

冲推力器内弹道性能的影响，发现增大点火药量可

以缩短点火延迟时间和压力上升时间。刘赟等［5］

则建立了考虑点火药的脉冲推力器内弹道数值仿

真模型，并指出点火药量越大，引起的压力峰值越

大、推力器稳定工作时间越短。脉冲推力器喷流与

飞行器绕流场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主要研究方向。

Stahl等［6］通过风洞试验对比了由热气源与冷气源所

产生的侧喷流与导弹绕流场相互作用形成的干扰流

场结构，并指出干扰流场会对导弹所受侧喷力产生

显著的影响，且热气源比冷气源造成的影响更大。

李斌等［7］则采用 CFD方法对比分析了导弹上多个喷

口在不同分布情况时侧喷干扰流场的特征，揭示了

干扰流场对导弹气动特性影响的流动机理。除了针

对脉冲侧喷推力的研究外，RCS所采用的控制率也

是直接力控制技术的重点研究方向。王鹏等［8］研究

了通过 RCS进行大角度姿态调整的导弹控制系统，

利用时间尺度分离的方法分别设计了导弹的姿态

动力学和运动学控制率。Xing等［9］设计了一种气

动力-侧喷力复合控制系统，并指出当采用经过合

适 带 宽 的 低 通 滤 波 器 过 滤 后 的 加 速 度 作 为 反 馈

时，系统跟踪性能较为良好。马悦悦等［10］对基于

传统 NTSM方法设计的控制系统进行了改进，采用

复合滑模面以提高系统的收敛速度，得到了较好的

效果。

虽然已有不少针对导弹在 RCS控制下运动情况

的研究，但多是通过数值模拟方法进行的，未见详细

的试验报道，并且研究中均将侧喷力大小视为恒定

值［11］或线性变化的值［12］。而从已有的研究结果来

看，在导弹上常见的脉冲侧喷推力器多为固体火箭

发动机［3-5］，其推力大小是非线性变化的，由推力器的

内弹道特性决定。不同的侧喷推力变化规律会造成

导弹不同的调姿运动规律，若将其简化会影响导弹

的最终姿态。因此，为了更准确地描述导弹在 RCS
作用下的运动情况，需要将脉冲侧喷推力器的内弹

道过程考虑在内。

本文主要研究地面垂直发射弹丸在 RCS作用下

进行俯仰姿态大角度调整的过程，首先设计用于测

试该弹丸在不同 RCS输出条件下调姿过程的试验系

统，然后针对此调姿过程建立包含脉冲侧喷推力器

内弹道在内的运动仿真程序，最后又针对不同的目

标姿态角计算 RCS的主要控制参数，为后期研究提

供参考依据。

2 试验结构与测试系统

2.1 弹丸结构及RCS参数

本文所研究弹丸为半球-圆柱形，主体由 2A12
T4 铝 合 金 材 料 制 成 ，直 径 为 D=48mm，长 度 为 L=
350mm。为了配重，弹头则由密度更大的 45#钢材料

制 成 ，最 终 使 得 弹 丸 质 心 与 弹 头 顶 点 距 离 为 Xc=
140.67mm，具体结构如图 1（a）所示，其中的弹体坐标

系指出了三个惯性主轴的方向。

弹体的其它结构参数如表 1所示。

该弹丸的 RCS模块布置于弹体尾部，主要由两

枚脉冲侧向推力器（起转和止转脉冲推力器）和一个

带有计时功能的点火控制模块组成。两枚脉冲侧喷

推力器的喷管轴线均位于弹体中垂面内并垂直于弹

体轴线，距离弹体底面 5mm。其喉部直径和出口截

面直径分别为 2.3和 5.1mm，喷管扩张角为 25°，燃烧

室内径和长度分别为 9和 15.3mm，具体尺寸如图 1
（b）所示。其中，脉冲侧喷推力器的主装药为改进型

高燃速双基推进剂：改铵铜-3（GATo-3），该推进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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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状药，外径和内径分别为 8.7和 4.7mm，药管长度则

在试验时根据所需药量截取。该推进剂的燃速 r

r = apnc （1）
式中 a为燃速系数，p c为燃烧室平均压力，n为燃

速指数。其在常温下（20℃）的主要性质参数如表 2
所示。

点火控制模块则可以根据预先设定好的时间间

隔，依次提供多个 ms级精度的点火信号，控制起转和

止转推力器在指定的时间点进行点火，实现对弹体

运动姿态的调整。

2.2 弹丸发射装置及测试系统

弹丸发射装置主要包括地面发射装置和多通道

点火器等，其中地面发射装置用于将弹丸以一定速

度垂直向上发射，多通道点火器用于为地面发射装

置提供点火信号并同时为测试系统提供同步触发

信号。

地面发射装置主要由发射管、药盒和底座构成

（如图 2所示），采用 2#小粒黑火药作为发射药。由于

发射管较短，为了使发射药能够充分燃烧和做功，利

用高低压发射原理，在药盒内侧贴有铜质膜片，当药

盒内燃气达到一定压力后才会冲破膜片并流入发射

管内。

测试系统主要由两台 FastCAM Mini UX50型高

速摄像机组成，用于记录弹丸在调姿过程中的姿态

变化情况。如图 3所示，两台高速摄像机分别布

置在地面发射装置的正面和侧面一定距离，并且

拍摄方向相互正交，可以保证拍摄到弹丸的空间

姿态［13］。

地面发射装置和测试系统均通过一台多通道点

火器进行控制，该点火器可以在向地面发射装置发

出点火信号的同时向测试系统发出触发信号，保证

测试系统能够同步记录弹丸的运动状况。

3 弹丸调姿运动模型

弹丸的调姿运动主要受侧向脉冲推力的控制，

而脉冲推力的大小则直接受脉冲侧喷推力器的内弹

道过程影响，因此需要建立考虑起转/止转脉冲推力

器内弹道过程的弹丸调姿运动模型。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test system

Table 2 Property parameters of GATo-3

Parameter
Density/（kg∙m-3）

Characteristic velocity/（m∙s-1）
Explosion temperature at constant pressure/K

Ratio of specific heat
Burning-rate coefficient
Burning-rate index

Value
1750
1530
3394
1.153
17.432
0.49

Fig. 2 Picture of the launching device

Fig. 1 Structure diagram of the projectile

Table 1 Main structural parameters of the projectile

Total
weight/kg
0.997

Moment of
inertia J1/
（kg∙m2）
1.609×10-2

Moment of
inertia

J2/（kg∙m2）
1.608×10-2

Moment of
inertia

J3/（kg∙m2）
2.98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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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基本假设

由于弹丸调姿过程受很多变量的影响，为了突

出研究重点，做出如下假设：

（1）脉冲侧向燃烧过程中以及结束后弹丸总质

量、质心位置均保持不变。

（2）起转/止转脉冲推力器的推力方向始终垂直

于弹丸轴线且位于同一弹丸对称面内。

（3）忽略脉冲侧向推力器点火过程，主装药所有

燃面瞬时开始燃烧且满足平行层燃烧规律。

（4）主装药燃气符合完全状态气体状态方程，

在燃烧室内均匀分布，在喷管内作一维定常等熵

流动。

（5）由于弹丸整体飞行速度较低，且弹体上未安

装气动面，因此忽略弹体在调姿过程中所受气动力

的影响。

3.2 弹丸调姿运动模型

弹丸的调姿运动可以分为弹丸质心的运动和弹

丸绕质心的运动两部分，基于上述假设，可以建立以

下运动模型。

3.2.1 弹丸质心的运动方程

弹丸质心运动满足牛顿第二定律，有

m ⋅ dvdt = F （2）
式中 m为弹丸质量，v为弹丸速度矢量，t为弹丸

运动时间，F为弹丸所受作用力的合力。方便起见，

将式（2）向弹丸速度坐标系分解，即可得到弹丸质心

的动力学方程组

ì

í

î

ï

ï
ïï

ï

ï
ïï

dv
dt =

Fx

m
dθ a
dt =

Fy

mv cosψ 2
dψ 2
dt = -

Fz

mv

（3）

式中 v为弹丸速度大小，Fx，Fy 和 Fz 分别为 F在

弹丸速度坐标系各轴上的分量，θ a 为弹丸速度高低

角，ψ 2为弹丸速度方向角。

将弹丸速度矢量 v向惯性坐标系分解，即可得到

弹丸质心的运动学方程组

ì

í

î

ï

ï
ïï

ï

ï
ïï

dx
dt = v cosθ a cosψ 2

dy
dt = v sinθ a cosψ 2

dz
dt = - v sinψ 2

（4）

式中 x，y，z分别为弹丸质心在惯性坐标系中的

坐标。

3.2.2 弹丸绕质心的转动方程

弹丸绕质心的转动满足动量矩定理，有

dG
dt = M （5）

式中 G为弹丸对质心的动量矩矢量，M为弹丸所

受外力的合力矩矢量。方便起见，将式（5）向弹丸轴

线坐标系分解，即可得到弹丸绕质心转动的动力学

方程

ì

í

î

ï

ï
ïï

ï

ï
ïï

dωx

dt =
1
C
Mx

dωy

dt =
1
A
My - CA ωx ωz + ω 2

z tanφ 2
dωz

dt =
1
A
Mz + CA ωx ωy - ωyωz tanφ 2

（6）

式中 ωx，ωy，ωz分别为弹丸角速度在弹丸轴线坐

标系各轴上的分量，Mx，My，Mz分别为 M在弹丸轴线

坐标系各轴上的分量，C为弹丸的极转动惯量，A为弹

丸的赤道转动惯量，φ 2为弹轴方位角。

根据弹丸角速度与惯性坐标系的关系，可以得

到弹丸绕质心转动的运动学方程为

ì

í

î

ï

ï
ïï

ï

ï
ïï

dγ
dt = ωx + ωz tanφ 2
dφ a
dt = ωy

dφ a
dt =

ωz

cos φ 2

（7）

式中 γ为弹丸自转角，φ a为弹轴高低角。上述各

式具体推导过程见文献［14］。

3.2.3 弹丸所受力和力矩

弹丸所受作用力 F主要包括弹丸重力 FG和侧喷

脉冲力 FT，其中 FG 为恒定作用力，而 FT 则随着脉冲

侧向推力器的工作状态在不断变化，需要结合脉冲

侧向推力器内弹道模型和推力计算模型来进行计

算［15］，具体如下

ì

í

î

ïï
ïï

V c
Γ 2C 2*

dp c
dt = (1 -

ρ c
ρP
) ρP APapnc - p c A tC 2*

FT = ṁu e + A e ( p e - p a )
（8）

式中 V c 为推力器燃烧室的自由容积，Γ为燃气

比热容比的函数，C * 为主装药的特征速度，ρ c 为燃

烧室内燃气的平均密度，ρP 为主装药的密度，AP 为

主装药的燃面面积，A t为推力器喷喉的截面积，ṁ为

喷管出口处的燃气质量流量，u e，A e和 p e分别为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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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燃气流速、截面积和静压力，p a 则 为 外 界 大

气压。

弹丸所受力矩主要为侧喷脉冲力矩 M T，也可以

通过上述方法计算得出。将计算所得弹丸受力和力

矩数据代入调姿运动模型并进行仿真计算，即可得

到弹丸在调姿过程中的运动情况。

4 试验与仿真结果分析

4.1 试验结果分析

本文所研究的弹丸调姿过程主要受 RCS两个控

制变量的影响：（1）起转/止转脉冲推力器的装药量。

（2）起转/止转脉冲推力器点火间隔时间。顾名思义，

起转/止转脉冲推力器的装药量主要影响脉冲推力

大小和作用时间，进而改变弹丸在调姿过程起始和

结束阶段所受的角加速度；起转 /止转脉冲推力器

点火间隔时间则会影响整个调姿过程持续的时间，

进而改变弹丸俯仰姿态变化程度。为了研究这两

个控制变量对弹丸调姿过程的影响程度，分别进行

了对比试验，具体试验参数如表 3所示，其中每组

参数各做两次试验，并将试验结果取平均值作为最

终结果。

为了讨论方便，将整个调姿过程分为以下三个

阶段：从起转脉冲推力器收到点火信号开始到燃烧

完全结束这一阶段称为调姿起始阶段；从止转脉冲

推力器收到点火信号开始到燃烧完全结束这一阶段

称为调姿结束阶段；而这两个阶段中间的过程称为

调姿过渡阶段。

在各发试验中，地面发射装置在接到多通道点

火器发出的点火信号后将弹丸以 12±1m/s的出筒速

度垂直向上发射出去，与此同时两台高速摄像机开

始记录弹丸的姿态。图 4，5展示了第一发试验中弹

丸在各个时刻的姿态变化情况。弹丸在开始运动的

瞬间，弹载点火控制模块开始计时，100ms后发出第

一个点火信号将起转脉冲推力器开启，调姿过程开

始进入调姿起始阶段，100.8ms时可以看出，燃气已经

从喷口喷出，此时弹丸受到侧向脉冲力的作用开始

进行俯仰姿态调整；113.2ms时起转脉冲推力器工作

结束，调姿过渡阶段开始，弹丸姿态在重力和气动力

的作用下继续变化，俯仰角速度逐渐减小；由于控制

模块预先设定了 70ms的延时时间，在 170ms时，控制

模块发出第二个点火信号将止转推力器开启，调姿

过程转入调姿结束阶段，171.2ms时可以看到燃气从

喷口喷出，产生与弹丸俯仰运动方向相反的脉冲力，

迅速将弹丸的俯仰角速度减小，使得弹丸姿态在随

后一段时间内基本保持不变。

图 6给出了各发试验中弹丸俯仰角随时间变化

Table 3 Control variables of the RCS for each test

Test
No.
01
02
03
04
05

Main charge of the
starting thruster/g

0.66
0.78
0.89
0.89
0.66

Main charge of the
stopping thruster/g

0.66
0.78
0.89
0.89
0.66

Ignition interval
time/ms
70
70
70
60
85

Fig. 4 Variation of the projectile attitude in test 01 from the front view

Fig. 5 Variation of the projectile attitude in test 01 from the side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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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其中误差棒表示各组试验数据的标准差，从图

中可以看出，各组重复试验的一致性较好。各发试

验中弹丸在 100ms后均在起转脉冲推力器的作用下

开始俯仰姿态调整过程。由于在各发试验中脉冲推

力器的装药量有所不同，弹丸俯仰角变化曲线也相

应地有所区别，尤其是在调姿过渡阶段，俯仰角变化

曲线近似呈现为三种不同斜率的直线，且直线斜率

随脉冲推力器装药量的增大而增大，装药量相同时

俯仰角变化曲线在这一阶段则基本重合。这是因

为，脉冲推力器的装药量越大所产生的冲量越大，使

得弹丸在调姿起始阶段结束后获得的转动速度越

大，图中所对应的曲线斜率也越大。由于在调姿过

渡阶段，弹丸俯仰运动所受的气动阻力很小，转动速

度基本不变，因此俯仰角变化曲线在这一阶段近似

呈具有不同斜率的直线。而相同装药量时，点火间

隔时间越大则调姿过渡阶段持续时间越长，即图中

曲线的直线部分越长，意味着弹丸转动的角度越大，

对应的弹丸最终俯仰角也随之增大。另外，各发试

验中弹丸俯仰角均在调姿过程结束时达到最大值，

随后又缓慢减小，说明止转推力器均有效地抵消了

起转推力器工作产生的俯仰角速度，使得弹丸姿态

在 调 姿 过 程 结 束 后 的 一 段 时 间 内 能 够 基 本 保 持

不变。

4.2 运动模型验证

图 7给出了在不同脉冲推力器装药量情况下

弹丸运动的仿真计算与试验结果对比，从图中可以

看出，在推力器装药量较小时（0.66g）仿真计算结

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而随着装药量不断增大，

仿真计算的误差逐渐增大。这主要是由于随着俯

仰角速度的增大，弹丸所受俯仰阻尼力矩相应地增

大，而仿真计算中并未考虑这一情况。但是对于计

算误差最大的情况（0.89g），弹丸在调姿过程结束

时的姿态角误差也不超过 5%，可以满足试验精度

要求。

4.3 脉冲推力器装药量对弹丸调姿过程的影响

从试验和仿真结果中可以看出，脉冲推力器装

药量 M c对弹丸调姿过程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是由于

M c的变化会直接改变脉冲推力器的推力 FT的大小，

图 8给出了不同的M c情况下仿真计算得出的 FT随时

间变化的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FT 呈现出明显的

非线性变化规律，整体大小随着M c的增大而增大，推

力持续时间则随着M c的增大而不断缩短。由内弹道

分析可知，M c越大则推力器燃烧室平均压力越大，主

装药燃速也随之增大，这就导致了 FT 增大但持续时

间却缩短的现象。

由此可见，不能将脉冲推力器的推力变化规律

简单地视为恒定值或线性变化的，也不能任意地改

变推力大小或持续时间。为了精准地进行弹丸调

姿，需要将弹丸在各个时刻所受的脉冲推力与弹丸

姿态运动耦合起来计算。另外，脉冲侧喷干扰流场

会对不同姿态弹丸所受的推力产生不同的影响，但

是由于本文所研究弹丸的初始飞行速度较小，因此

可以忽略这一影响。
Fig. 6 Time histories of the pitch attitude of the projectile

in each test

Fig. 7 Comparison of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and the test

results

Fig. 8 Time histories of the calculated FT with different 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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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点火间隔时间计算

为了使弹丸在止转脉冲推力器工作结束时刚

好转动到指定的姿态角，需要确定合适的止转脉冲

推力器点火时间，也即起转 /止转推力器点火间隔

时间 T int。 T int 等于调姿起始阶段时长与过渡阶段

时长之和，而起始阶段时长可以由装药量 M c 来确

定，那么剩下只需计算过渡阶段时长。由于本文中

不考虑气动力对弹丸转动速度的影响，所以在过渡

阶段弹丸可以视为绕质心作匀速转动，根据弹丸的

转速和转动的角度即可得出此阶段所持续的时间，

从 而 可 以 计 算 出 点 火 间 隔 时 间 T int，具 体 计 算 方

法为

T int = T jet + φm - φ 1 - φ 2ω t
（9）

式中 T jet为起转脉冲推力器的工作时长，φm为目

标姿态角，φ 1 和 ω t分别为起转推力器工作结束时弹

丸的姿态角和俯仰角速度，φ 2 为止转推力器整个工

作过程中弹丸转过的姿态角。

在计算 T int之前，需要先利用仿真程序计算出上

述各参数的值。其中 T jet，φ 1和 ω t的值可以在调姿起

始阶段计算完成后得到，而 φ 2 则等于弹丸在止转发

动机作用下由转速 ω t 减速至零的过程中所转过的

角度大小。采用上述点火间隔时间计算方法，即可

得出在不同脉冲推力器装药量情况下弹丸调姿到

某一目标姿态角所需的点火间隔时间，如图 9所

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脉冲推力器装药量不变的

情况下，弹丸调姿到不同目标姿态角所需的点火间

隔时间线性延长；而随着装药量的不断增大，弹丸

俯仰角速度的逐渐变大，弹丸调姿到某一目标姿态

角所需点火间隔时间逐渐缩短，整体呈非线性变化

趋势。

5 结 论

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到了以下结论：

（1）文中所设计的脉冲侧向推力器能够在短时

间内将弹丸调整到指定的目标姿态角，结构强度与

响应速度均满足要求。

（2）脉冲侧向推力器的装药量和点火间隔时间

是影响弹丸最终姿态角的两个重要参量，为了能够

准确地将弹丸调整到指定的目标姿态角，需要对这

两个参量进行合理的搭配。

（3）通过试验与仿真对比发现，弹丸在调姿过程

中所受的俯仰阻尼力矩随着推力器装药量的增大而

不断增大，而由于理论运动模型未考虑这一因素，会

导致仿真结果最大产生约 5%的误差。

致 谢：感谢南京理工大学瞬态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张

文宣老师在控制设备制作和现场试验中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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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适应神经模糊推理算法的无人机
电推进燃料电池供气系统性能优化 *

李 勇，韩非非，张昕喆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航空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摘 要：针对无人机采用的聚合物交换膜燃料电池和锂离子电池的混合动力电推进系统，研究开发

了一种基于自适应神经模糊推理系统的电源管理控制技术，以控制混合动力电推进系统，同时优化燃料

电池供气系统的性能。用无人机混合电推进系统数学模型，研究了燃料电池电流与燃料电池供气系统压

缩机功率之间的关系，建立了燃料电池电流与最佳压缩机功率关系的参考模型。在参考模型的基础上，

引入自适应控制器来优化燃料电池供气系统的性能。基于自适应神经模糊推理系统的控制器将压缩机的

实际运行功率动态调整到参考模型中定义的最佳值。自适应控制器的在线学习和训练能力用来辨识燃料

电池电流的非线性变化，并产生压缩机电机电压的控制信号，以优化燃料电池供气系统的性能。在Mat⁃
lab仿真环境中，开发了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和锂离子混合动力电推进系统模型，并对所设计的控制器

进行了仿真分析。结果表明，基于自适应神经模糊推理系统的控制器为燃料电池供气系统压缩机性能优

化提供了一种新颖而全面的途径，使燃料电池供气系统获得最大净功率输出。将燃料电池系统的净功率

输出与最佳压缩机功率和恒定压缩机功率进行比较，发现优化的压缩机功率配置比恒定的压缩机功率配

置节能2.62%。同时，燃料电池自适应神经模糊推理系统控制器优化了燃料电池供气系统的能量利用。

关键词：无人机；自适应控制器；神经模糊推理算法；电推进；燃料电池；供气系统；性能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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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of Fuel Cell Gas Supply System for
UAV Electric Propulsion Based on Adaptive Neuro-Fuzzy

Inference Algorithm

LI Yong，HAN Fei-fei，ZHANG Xin-zhe
（School of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Zhengzhou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Zhengzhou 450046，China）

Abstract：Aiming at the application of hybrid electric propulsion system of an UAV based on polymer ex⁃
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 and lithium-ion battery，a power management system control technology based on
adaptive neuro-fuzzy inference system was researched and developed to control the hybrid electric propulsion sys⁃
tem and optimiz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uel cell gas supply system. Taking the mathematical model of the hybrid
electric propulsion system of an UAV as the research obje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uel cell curr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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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ressor power of the fuel cell gas supply system was studied，and the reference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uel cell current and the optimal compressor power wa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e reference
model，an adaptive controller was introduced to optimiz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uel cell gas supply system. The
controller based on adaptive neuro-fuzzy inference system dynamically adjusts the actual operating power of the
compressor to the optimal value defined in the reference model. The on-line learning and training ability of the
adaptive controller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nonlinear variation of the fuel cell current and generate the control sig⁃
nal of the compressor motor voltage to optimiz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uel cell gas supply system. The proton ex⁃
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PEMFC）and lithium-ion hybrid electric propulsion system model was developed in
Matlab simulation environment，and the designed controller was simulat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troller based on adaptive neuro-fuzzy inference system provides a novel and comprehensive way to opti⁃
miz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mpressor in the fuel cell gas supply system，and enables the fuel cell gas supply
system to obtain the maximum net power output. The net power output of the fuel cell system was compared with
the optimal compressor power and the constant compressor pow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timized compressor
power configuration saves 2.62% more energy than the constant compressor power configuration. At the same
time，the fuel cell adaptive neuro-fuzzy inference system controller optimizes the energy utilization of the fuel
cell gas supply system.

Key words：Unmanned aerial vehicles；Adaptive controller；Neuro-fuzzy inference algorithm；Electric
propulsion；Fuel cell；Gas supply system；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1 引 言

电推进是随着电源和电机驱动等先进技术的发

展而出现的一种新颖的推进技术。混合电动技术目

前在汽车中已得到广泛应用，基于燃料电池（Fuel
cell）和电池的混合电力体系具有较高的功率和能量

密度，在小型载人飞机和无人机（Unmanned aerial ve⁃
hicles，UAV）中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和广泛的应用

前景。

电动飞机是以电机带动螺旋桨、涵道风扇或其

它装置产生前进动力的飞机，电机的电源来自电池、

燃料电池、太阳能电池、超级电容或功率束（无线功

率传输（WPT））等［1］。电动无人机由于具有隐身操

作、零排放等优点，已经成为一种突出的航空概念。

此外，燃料电池驱动的电动无人机由于其推进系统

的长寿命能力而更具吸引力。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NRC）在 2000年发表了一

份报告，描述了未来无人机的设计和推进技术［2］。这

份报告介绍了美国空军（USAF）无人机技术的长期研

究计划，建议的无人机推进技术在飞机燃油经济性

和长期耐久能力方面显示出可考虑的改进。燃料电

池具有较高的能量容量，运行周期可以从几分钟到

几个月不等，成为具有较高功率密度的长寿命飞行

器的一种可行的氢能转换器。Sehra等［3］对燃料电池

动力装置作为小型飞机推进系统和大型商用飞机辅

助动力装置（APU）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燃

料电池驱动的汽车推进系统可以用来为小型飞机提

供动力。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对 60kW燃料电池供

电的轻型飞机推进系统性能进行了初步研究［4］。

2003年，Freeh等［5］分析了燃料电池驱动的小型飞机

在起飞和巡航期间的功率分布，对往复式发动机和

需要 60kW峰值推进功率的燃料电池和电池驱动的

混合动力小型飞机进行了对比评估，与往复式发动

机相比，先进的 PEM燃料电池系统可以将飞机的续

航里程提高 12.5%。小型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驱动

的长航时飞机是由佐治亚理工学院的 Bradley等［6］于

2006年概念性设计的。概念飞机的设计基于两种设

计方法，即能量密度最优的飞机设计与航程和耐力

最优的飞机设计。基于最优能量密度的飞行器设计

重点是确定储氢量的大小，对航程和耐力进行优化

的飞机比按最佳能量密度设计的飞机具有更好的爬

升性能、更小的飞机、更长的续航时间和更远的航程

等性能。2008年，波音欧洲研究与技术公司开发了

载人燃料电池驱动的小型飞机［7］，以展示环境友好型

航空技术。这是有史以来进行的第一架使用全电力

推进系统的载人飞机的飞行试验，一架小型双座飞

机由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系统和锂离子电池混合配

置提供动力，并由永磁无刷直流电机推进。Lapena-
Rey等［7］研究了燃料电池系统和电池混合电力系统的

1396



基于自适应神经模糊推理算法的无人机电推进燃料电池供气系统性能优化第 42 卷 第 6 期

稳态和动态运行条件，研究表明，该燃料电池具有提

供比任务持续时间更长的推进功率的能力，而不会

对燃料电池的性能造成明显的影响。

由聚合物交换膜（Polymer exchange membrane，
PEM）燃料电池和锂离子（Lithium ion，Li-Ion）电池组

成的混合动力装置由于固态能量转换和设计紧凑等

技术优势，已成为汽车应用中最方便的混合电力配

置。燃料电池驱动的无人机（FC-UAV）和小型飞机

已经由多个研究小组开发，以将燃料电池技术扩展

到航空工业。由于燃料电池电力推进系统的高效节

能过程，无人机的续航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此外，

由于执行任务期间的隐形操作和最低碳排放，氢燃

料电池驱动的飞机被作为一种环境友好的航空概念

引入。2009年 7月 7日，由德国航空航天中心牵头研

制的燃料电池无人机 DLR-H2试飞成功［1］。燃料电

池混合电力推进系统主要由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锂离子电池、永磁无刷直流电机和三相逆变器组成。

永磁无刷直流电机具有效率高、转速范围大、转速比

转矩特性好等优点，可以改善推进系统的性能［8］。

PEM燃料电池作为一种高能量密度装置运行，只要

储存库中有氢气就能提供推进动力。锂离子电池是

一种功率密度较高的设备，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提

供动力。单向升压变换器和双向降压/升压变换器将

电源集成到推进系统中。

在混合动力系统中，燃料电池性能的控制是实

现燃料电池系统最佳功率输出的重要环节。燃料电

池供气系统的控制在性能优化过程中至关重要，因

为在混合动力系统中，燃料电池供气系统是主要的

寄生电能消耗系统，燃料电池的很大一部分能量是

由空压机消耗的。Pischinger等［9］描述了供气系统的

要求，从电池湿度、空气流量、空气压力和寄生功率

等方面分析了供气系统对燃料电池系统性能的影

响，空气供应系统消耗大约 6%的燃料电池电力。因

此，燃料电池供气系统优化比其它运行参数优化对

燃料电池功率的影响更大。在大多数燃料电池控制

研究出版物中，对 PEM燃料电池系统进行了数学建

模，并在供气系统中引入了不同的控制方法来优化

燃料电池的性能。

燃料电池的供气系统控制器，以实现燃料电池

系统的最佳功率输出。燃料电池电流被视为性能变

量，因此可以通过根据燃料电池电流控制空气供应

系统来优化燃料电池功率输出。供气系统压力和流

量的变化使缺氧引起的电池电压损失最小。所提出

的智能电源管理体系结构由用于推进配电的混合动

力系统电源管理系统和用于燃料电池性能优化的燃

料电池供气系统控制器组成。

自适应控制器可以从系统输出中学习，训练系

统输入参数以达到期望的目标或参考函数，在需要

优化输出的实时系统中显示出很大的应用潜力。自

适应神经模糊推理系统（Adaptive neuro fuzzy infer⁃
ence system，ANFIS）控制器［10-13］对未知参考模型具有

相似的非线性适应性。基于 ANFIS的控制结构的主

要优点是对非线性系统的动态适应性和基于模糊逻

辑规则为模糊训练过程定义近似初始条件的能力。

在燃料电池控制应用中，ANFIS控制器被用来使燃料

电池压缩机的输出功率适应于参考模型中获得的最

佳值。该控制方法可以根据电源管理系统确定的燃

料电池电流对燃料电池供气系统进行动态控制。

近年来，国内在电动飞机及电推进系统方面也

取得了很大的技术进步并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面

世。文献［14］结合目前电动轻型飞机电推进系统的

特点，给出了电推进系统选型与参数匹配的设计过

程。根据电推进系统各组成部分的特点，提出了一

套电推进系统选型与参数匹配的方法，该方法可以

为电推进系统的优化设计提供依据。最后，以 RX1E
电动轻型飞机为例对此方法进行了验证，匹配结果

满足设计要求，说明了此方法的可行性。文献［15］
研究了 5W级 μ-PPT电推进系统技术，分别对推力

器、点火系统以及储能供电系统进行了研究，获得了

一个轨控喷头和两个姿控喷头在 1U体积下的狭小空

间推力器微小集成化设计以及点火系统和储能供电

系统的高可靠长寿命设计。完成了 μ-PPT 电推进系

统产品研制，对其进行了性能测试、环境试验以及寿

命试验验证研究。文献［16］结合航天运输系统理论

与离子推力器放电模型，对深空探测任务中以离子

电推进系统为主要动力来源的航天器有效载荷能力

进行了分析。通过理论推导，构建并揭示了有效载

荷分数与深空探测任务参数和电推进系统性能参数

的函数关系与潜在联系。文献［17］针对低速临近空

间飞行器提出了一种新型吸气式电推进方案，该方

案采用单介质阻挡放电（SDBD）作为等离子体源，因

此能在较大气压范围（数 Pa～1atm）内电离大气产生

等离子体并产生推力。文献［18］针对翼身融合运输

机开展了分布式电推进系统的总体设计与油耗评

估。通过数值计算完成了 70t载质量翼身融合飞机

的气动设计与优化。在巡航马赫数为 0.8、高度为

10km的设计点，最大升阻比达到了 24。通过求解积

分边界层方程组，完成了电推进系统的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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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推进系统包含 10个推进风扇，风扇直径为 1.45ｍ，

压比为 1.35，巡航功率为 2.94MW。建模结果表明，基

于翼身融合布局和分布式电推进技术，可使运输机

的油耗较 C-17节省近 50%。文献［19］系统总结了电

推进飞机的类型与发展现状，论述了飞机混合动力

系统及分布式电推进系统的基本概念、特点与意义。

阐述了航空电推进系统的基本结构，比较了适用于

分布式电推进系统的电力系统架构，系统分析了实

现电推进技术所需的高效高功率密度电机、高效大

容量功率变换器和综合热管理等关键技术。

本文主要针对应用于无人机的质子交换膜燃料

电池和锂离子电池混合电推进系统进行数学建模分

析，基于自适应神经模糊推理系统对 PEM燃料电池

供气系统进行性能优化控制器设计。

2 方 法

2.1 无人机电力推进系统模型

无人机电力推进系统主要由电池、燃料电池、太

阳能电池等电源和推进电机组成。混合电力体系结

构是通过将多个电源组合起来用于一个推进应用而

形成的。混合电力系统由电源管理系统进行控制，

在大多数燃料电池和电池混合配置中，由于能量密

度高，燃料电池系统作为主电源运行，而由于功率密

度高，电池被认为是辅助电源。当负载功率较高时，

两个电源都提供推进功率，而在低功率需求阶段，燃

料电池提供推进功率，同时为电池充电。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和电池供电的混合电动结

构主要由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系统、电池、DC/DC升

压变换器、双向变换器和带有三相逆变器的永磁直

流无刷电机组成。采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系统作

为一次电源，锂离子电池作为二次电源。DC/DC单向

变换器提升聚合物交换膜燃料电池输出电压并调节

直流母线电压。双向变换器在调节直流母线电压的

同时改变电池的功率流向以充电或放电。永磁无刷

直流电机在所有飞行条件下都能推动飞机前进。三

相功率逆变器将直流母线电流转换为交流电流信

号，并连接到永磁无刷直流电机。电机控制器根据

霍尔传感器反馈产生逆变器 PWM信号。燃料电池和

电池混合电力推进系统的示意图如图 1所示。

2.1.1 燃料电池系统数学模型

随着技术的进步，燃料电池技术在过去的几十

年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燃料电池作为一种能量密

度高、运行效率高的替代能源解决方案，受到了大多

数推进应用的青睐。除此之外，氢燃料电池是一种

环境友好的能量转换装置，在推进过程中产生零排

放。燃料电池系统电流与温度、湿度、空气流量、空

气压力等运行变量密切相关。因此，燃料电池电流

的变化会影响燃料电池的性能。为了实现高效节

能，有必要将燃料电池的运行条件保持在适当的水

平。燃料电池系统需要通过控制性能变量和运行变

量来运行在最佳功率区域。

通过考虑与电池温度和反应物压力相关的电压

损失，在 Simulink中对 PEM燃料电池系统进行数学

建模。与燃料电池反应相关的损失使电池电压低于

理论值。燃料电池的运行损耗，即浓度损耗、欧姆损

耗和活化极化损耗是燃料电池控制中的重要问题。

活化损耗、欧姆损耗、内部电流损耗和浓度损耗等燃

料电池损耗大大降低了电池电压。研究参考文献

［20-22］中对燃料电池损耗的描述，在理论公式推导

的基础上在 Matlab Simulink中建立了质子交换膜燃

料电池的数学模型，对燃料电池进行了辨识。

通过将电池不可逆性与开路电池电压相结合，

则关于电流密度的非线性特性，如式（1）［21］所示

U = 1.229 - 0.85 × 10-3 (T fc - 298.15) +
4.308 × 10-5T fc ln ( pH2 ) 12 + ln ( pO2 ) -
RT fc
αF

ln ( I fc
I0
) - I fcR int + c exp ( I fcd )

（1）

式中电池电压 U主要取决于电池温度 T fc、反应

物分压 p react和燃料电池电流 I fc。在Matlab Simulink中
对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进行数学建模，根据式（1）辨

Fig. 1 Fuel cell and battery hybrid electric propuls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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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燃料电池系统的工作特性。

PEM燃料电池 Simulink数学模型如图 2所示。

2.1.2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和锂离子电池混合动力

系统数学模型

混合动力装置由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和锂离子

电池组成，用于响应无人机起飞、爬升和最大速度时

的峰值功率需求。与无人机其它飞行模式相比，起

飞动力模式是耗电量最高的飞行模式。在电力推进

系统中，螺旋桨、推进电机和功率变换器的缺陷降低

了可用于推力的功率。电机规格是根据无人机的推

进功率要求确定的。峰值功率需求出现在飞机起飞

和最大爬升速率期间。在巡航和耐久模式下，推进

系统和动力装置运行在额定功率以下。确定了永磁

无刷直流电机和电机控制器的规格，以满足每种飞

行模式的功率要求。在混合配置中，当负载功率需

求高于燃料电池功率时，电池作为辅助电源运行。

在飞机的高功率飞行模式，如起飞、爬升和最大速度

模式下，电池提供额外的能量，而质子交换膜燃料电

池系统工作在有效功率水平。此外，电池还用于响

应负载电流的瞬态变化。由于靠近电极的电荷积

累，PEM燃料电池系统表现出电容响应。通过引入

蓄电池作为二次电源，可以消除瞬态响应的延迟。

推进电机和控制器的仿真模型考虑了市售的永

磁无刷直流电机和电机控制器的规格参数，用来为

电机和控制器建模。

在 Matlab仿真环境中使用 Simpower system工具

箱对混合动力系统进行设计。工具箱中开发的电流

和电压变化模型与实际系统相同，燃料电池、电池和

电机的特性与实际部件相似，系统模型近似代表了

实时系统。在 Simpower工具箱中开发的混合动力电

力推进系统模型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永磁无刷直流电机和控制器的仿真模型

采用 PI控制器调节电机的实际转速。速度控制

器根据电机速度和转矩关系产生电流控制器的参考

转矩信号。电流控制器根据速度控制器的参考转矩

信号、霍尔传感器反馈和相电流反馈产生所需的脉

宽调制脉冲。电机和电机控制器的仿真模型如图 3
所示。

（2）功率变换器仿真模型

功率变换器调节电压和电流输出，并在电池和

PEM 燃料电池系统之间共享负载功率。在 Matlab
Simpower系统中开发的功率变换器模型包含了单向

功率变换器和双向功率变换器，分别如图 4（a）和

图 4（b）所示。

将无刷直流电机及其控制器、锂离子电池、直流

功率变换器和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等模型组合起来

构建混合动力电力推进系统模型，整个混合动力电

力推进系统如图 5所示。

在本文的研究中，假定所建模型代表的工作状

态与真实无人机电力推进系统实际工作状态一致。

2.1.3 燃料电池电流与最佳压缩机功率关系的参考

模型［20-22］

假设燃料电池温度、湿度和氢气供应由单独的

控制系统控制。供气系统主要由压气室和电机驱动

两部分组成。

燃料电池入口反应物流速应高于反应物消耗速

率。氧气浓度取决于供氧量，如果用空气代替纯氧，

供气系统应在阴极侧保持相应的化学计量比。在大

多数情况下，通过增加进风量可以提高阴极氧浓度。

然而，较高的空气流量增加了电池的除水过程。当

燃料电池电流增加时，反应速度加快，并在阴极中产

生额外的水。空气流量的增加消除了蓄积在阴极和

Fig. 2 Simulink model of the PEM fuel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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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中的多余水分，从而改善了电池的性能。但是，当

空气流量超过一定程度时，可能会对膜造成干燥效

应，干扰质子的运动。因此，应仔细监测空气流速的

变化，防止细胞干燥。大多数为汽车应用而设计的

PEM燃料电池系统都是用空气压缩机而不是加压氧

气罐来建造的。在某些情况下，根据燃料电池的功

率大小，供气系统由鼓风机代替空压机组成。空气

加压过程引起了对压缩空气温度升高的另一个担

Fig. 4 Power converter model developed in the Matlab Simpower system

Fig. 3 Simulation models of the PMBL DC motor and control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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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但是，燃料电池电堆内部的氧浓度和压力应该

保持在最佳值，以获得最大的电池输出功率。根据

法拉第定律，所消耗的氧气量为

ṄO2 =
I fc
4F （2）

ṄO 2 是以 mol/s为单位的耗氧率。F是法拉第常

数，I fc是燃料电池电流。对于氧气质量流量的分析，

假设氧气气体的行为与理想气体相似。除此之外，

假设燃料电池温度在整个过程中是恒定的，并由单

独的控制器控制。忽略了流道下降的气体压力和流

量。反应氧 ṁO2，reacted的质量流速为

ṁO2 ,reacted =
I fc
4F MO2 （3）

式中 MO2 是氧的摩尔质量。空气被加压到最佳

水平，以便通过最小化激活损耗和最大化 Nerst电压

增益来实现最大电池电压。显然，空气加压过程也

消耗了额外的电能。确定空气压力、空气用量和压

缩机功率之间的关系，以识别从电池获得的净电压。

式（4）表示压力从 p r1 到 p r2 的绝热空气压缩所需的功

率，单位W。

P com = ṁ air cp
T

ηmη com

é

ë

ê

ê
êê( p r2p r1 )

γ - 1
γ

- 1
ù

û

ú

ú
úú （4）

cp 是 在 温 度 298K 时 空 气 的 比 热 ，其 值 为

1.005kJ/ (kg·K )。T是温度，单位为 K，η com 和 ηm 是压

缩机和压缩机电机效率。空气浓度主要保持在高于

燃料电池化学计量比 λ的水平，以防止缺氧。从式

（3）推导出的耗氧率 ṁO2、电池功率 P cell 和电池电压

U cell之间的关系，如式（5）所示。

ṁO2 =
P cell

4F × U cell
MO2 （5）

电池功率可以表示为电池电压和电池电流的函

数 P cell = U cell × I fc。空气中氧气的比例约为 21%。空

气消耗率 ṁ air在式（6）中确定。

ṁ air = 28.97 × 10-3P cell × λ
0.21 × 4 × U cell × 96495 =

3.57 × 10-7 P cell λ
U cell

（6）

从式（4）和式（6）可知，压缩机消耗的功率如式

（7）所示。

P com = 3.58 × 10-4 × T
ηmη cell

é

ë

ê

ê
êê( p r2p r1 )

γ - 1
γ

- 1
ù

û

ú

ú
úú λnI fc（7）

式中 n是燃料电池的数量。压缩机消耗的功率

除以燃料电池电流和电池数量，得到每个电池的电

压损失为

Fig. 5 Hybrid power system developed in Matlab Simpower system tool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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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U com = 3.58 × 10-4 × T
ηmη c

é

ë

ê

ê
êê( p r2p r1 )

γ - 1
γ

- 1
ù

û

ú

ú
úú （8）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系统的净功率输出是燃料

电池系统产生的功率与辅助设备（主要是空压机）消

耗的功率之差。燃料电池供气系统应进行控制，以

防止缺氧。当负载电流改变时，应将空气压力和流

量改变到最佳值，以产生最大的净燃料电池输出功

率。燃料电池系统净功率输出 P fcnet的定义为

P fcnet = P fc - P com （9）
式中 P fc是燃料电池产生的功率，P com是压缩机消

耗的功率。由于空气质量流量和压力的增加而导致

的电池电压增益。在文献［21-23］中，已经形成了一

个经验公式（10），将电压增益表示为压力效应和交

换电流密度增加的组合。由于从 p1到 p2的压力增加

而获得的电压为

ΔU gain = C ln ( p2p1 ) （10）
C是经验导出的常数，取决于燃料电池系统的功

率容量。在电流 I下从 n个燃料电池获得的功率为

P gain = C ln ( p2p1 ) n ⋅ I （11）
对于 100W的 PEM燃料电池，C=0.12。燃料电池

系统的净功率增益 P net 是 P gain 和 P com 之间的功率差。

PEM燃料电池系统的净功率输出是压比的函数，如

式（12）所示。压缩机电机效率 ηm 和压缩机效率 η com
分别为 92%和 88%。

P net = P gain - P com =

n ⋅ I
ì

í

î

ïï
ïï

ü

ý

þ

ïï
ïï

C ln ( )p2p1 - 3.58 × 10-4 × Tλ
ηmη com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p2p1

γ - 1
γ

- 1

（12）
表 1显示了在不同燃料电池电流下产生最大燃

料电池净功率输出的最佳压缩机功率。

通过曲线拟合分析，得到最佳压缩机功率为燃

料电池电流的三次函数，如式（13）所示。不同燃料

电池电流下的最佳压缩机功率为

P opcom = f ( I fc ) = -0.0035I 3fc - 0.007I 2fc + 1.6I fc + 0.02
（13）

最佳压缩机功率与燃料电池电流之间函数关系

如图 6所示。

在无人机执行任务期间，保持最佳压气机功率

以获得最大的燃料电池净功率输出是开发人员面临

的一个控制挑战。本文针对燃料电池供气系统提出

了一种自适应控制结构来控制压缩机功率。

2.2 自适应神经模糊推理控制算法

设计了一个自适应控制器来优化燃料电池系统

的性能。如前所述，对于所定义的燃料电池无人机

任务电流，通过将供气压力比保持在最佳水平，可以

最大化 PEM燃料电池系统的净功率输出。当燃料电

池电流变化时，需要自动改变入口空气流量和空气

压力，以保持所需的氧气浓度。所提出的自适应控

制器使压缩机的实际功率适应于从参考模型获得的

最佳值。因此，燃料电池根据不同的推进电流要求

产生最大净功率输出。

在所提出的控制结构中，通过最小化参考模型

与实际燃料电池系统之间的功率误差，将供气系统

压缩机电机电压调节到最佳值。根据式（13），在参

考模型中估算了使燃料电池内损耗最小的最佳压

力。设计了基于自适应神经模糊推理系统（ANFIS），

使压缩机的实际功率相对于参考值自适应。

在燃料电池控制应用中，ANFIS控制器比前馈、

PI、PID和增益调度等控制器具有更多的优点，ANFIS
方法将语言中的“IF THEN”规则与自适应过程相结

合，使控制器具有自适应被控对象变化的能力。作

为控制器的主要目标，燃料电池供气系统应作为燃

料电池负载电流变化的函数进行控制。然而，燃料

Fig. 6 Optimum compressor power

Table 1 Optimum compressor power for different FC

current

FC current /A
1
2
3
4
5
6
7
8

Optimum compressor power/W
1.67
3.10
4.50
5.90
6.92
7.61
8.18
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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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电流是独立于被控对象的性能变量，具有非线

性特性。为了控制供气系统，燃料电池电流和电池

的荷电状态是决定压缩机工作功率的必要条件。在

这种情况下，可能的压缩机电机电压随燃料电池电

流和电池 SoC（State of charge，即荷电状态，用来反映

电池的剩余容量，其数值上定义为剩余容量占电池容

量的比值，常用百分数表示。）的变化可以用语言规则

库系统来表示。然而，基于专家定义的模糊规则不能

保证模糊输出的最优性，因此，需要将优化方法结合

到模糊输出中，以便从模糊控制器获得最优输出。

ANFIS控制器对燃料电池供气系统的控制具有

潜在的特点。在 ANFIS控制器中，基于燃料电池电流

和电池 SoC定义了压缩机电机电压的规则库。控制

器的最优性是通过包含最优参考模型使实际值与最

优值相适应来实现的。当燃料电池电流和/或电池

SoC改变时，通过相应的模糊规则产生模糊输出。然

后，根据压缩机的实际功率和最优功率产生误差，并

改变模糊输出，使其达到最佳值。ANFIS控制器的一

个主要优点是作为非线性系统辨识器的工作特性。

控制器输出自适应于具有非线性特性的最佳值。此

外，可以通过改变训练步长来控制控制器自适应时

间频率。因此，控制器输出不会像燃料电池电流变

化那样突然变化。由于训练过程，ANFIS的输出逐渐

和渐进地响应燃料电池系统的变化，从而导致燃料

电池压缩机的高效运行。ANFIS控制器的另一个优

点是控制器的初始条件是由起始点的规则库系统

（语言）定义的。所提出的 ANFIS控制器是一种优化

和调节目标相结合的控制结构。

2.2.1 自适应神经模糊控制策略

在无人机执行任务期间，燃料电池供气系统应

保持最佳的压缩机功率，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燃料电

池系统的净功率输出。在 ANFIS控制结构中，式（13）
中描述的最优压缩机功率被实现为参考模型。控制

器跟踪每个训练步骤中的最佳值，并改变控制器输出

信号以将压缩机的实际运行功率调节到参考最佳值。

自适应控制器和被控对象的原理图如图 7所示。

首先，模糊逻辑规则库确定供气系统压缩机电

机电压。带有模糊规则的规则库根据电池荷电状态

SoC和燃料电池电流 I fc 来确定压缩机电机的工作电

压。在 ANFIS控制器中，采用误差最小化算法使实际

压缩机功率与最优压缩机功率之间的误差最小。反

向传播算法根据参考模型训练模糊规则，使 ANFIS控
制器输出到最优值。模糊规则训练过程是一个阶跃

反馈系统，通过控制压缩机电机电压 U cm使每个训练

阶段的压缩机实际功率达到最佳值。

在压缩机电机模型中，通过考虑电机方程，得到

了压缩机电机转矩 τ cm。在压缩机模型中，压缩机转

速 ω cm的动态行为是根据压缩机惯性 J cp、压缩机转矩

τ cp 和电机转矩 τ cm 来确定的。利用压缩机压力图得

到了不同流量下的压比。根据流量、压比和压缩扭

矩之间的关系，确定了压缩机的实际功率 P com。实际

压缩机功率 P com 作为反馈信号被接收到控制器。在

ANFIS控制器中，将参考最优值与实际值进行比较，

并训练模糊输出以达到最优值。

2.2.2 模糊逻辑决策

供气系统控制决策包含在模糊逻辑规则库中，用

于确定燃料电池系统压缩机电机电压。模糊控制器的

输入参数是燃料电池电流 I fc和电池 SoC。模糊逻辑隶

属函数的定义基于考虑混杂系统动态行为的语言学

规则。ANFIS控制器的输入 I fc，SoC，P com，P opcom 和模糊

输出 Z在 0～1归一化。模糊逻辑系统由模糊化接口、

模糊规则库、模糊推理机和去模糊化接口四层组成。

在多输入单输出 Sugeno型模糊推理系统中，将

电池 SoC分为电池 SoC（Low）、电池 SoC（Avg）和电池

SoC（High）三种不同的状态。类似地，燃料电池电流

I fc被分配到三个区域：I fc（High），I fc（Avg）和 I fc（Low）。

将非模糊输入空间映射到模糊集 U ⊂ Rn 中，其中 U

是由隶属函数 μ (SoC )和 μI fc：U → [ 0，1 ]表征的模糊集。

选择高斯隶属函数来表示电池 SoC和 I fc 特性，如式

（14）［23］所示。

Fig. 7 Simplified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ANFIS controller and the plant at time (t) and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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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Aji
( xi ) = aij exp{ - 12 ( xi - x̄

i
j

σ j
i

)2} （14）
定义 xi = [ x1，x2 ] = [ SoC，I fc ]，aij是常数 0 < aij ≤ 1，

其中 j是规则的数目，j = 1，2，…，M。 i是模糊输入的

数目，i = 1，2，…，n。高斯函数的均值和方差分别用

x̄ ij和 σj
i表示。

基于模糊规则的是用 IF-THEN条件定义的一组

语言规则。规则 Rj；j=1，2，…，M的规则库可以表示

为式（15）所示。模糊输出用 Z表示为

Rj:IF x1 is Aj1 and x2 is Aj2 and…and xn is AjnTHEN Zj is Bj （15）
xi，i = 1，2，…，n是模糊系统的输入参数。隶属

函数 μ
SoCji
( xi )和 μI fc ji

( xi )表示为输入语言项 Aji。Bj是模

糊输出的语言学术语。式（16）显示了分配给规则库

系统的第一个规则。

R1 : IF x1 is μSoC (Low ) and x2 is μI fc (Low )
THEN Z is Avg （16）

如果电池 SoC和 I fc处于低模式，则压缩机电机电

压为平均模式 U cm (Avg )模式。

模糊推理机是将模糊规则库转换为模糊输出的

决策逻辑。基于规则库系统中定义的规则，将电池

SoC和 I fc 输入值转换为模糊输出 Z。在去模糊化阶

段，将模糊推理机中的模糊输出值转换为非模糊值

（实数）。压缩机电机电压是通过质心去模糊法得到

的，如式（17）［23］所示。

U cm = f ( t ) =∑j = 1
M -Z

j (∏i = 1
n μ

Aji
( xi ) )

∑j = 1
M (∏i = 1

n μ
Aji
( xi ) ) （17）

-Z
j
是每个规则的模糊输出。规则库系统生成的

模糊曲面如图 8所示。

2.2.3 自适应神经模糊推理控制的自适应过程

通过在输入隶属函数中改变高斯方程估计参数

x̄ i和 σj
i以及模糊输出

-Z
j
，自适应过程得以在线且动态

地延续。实际压缩机功率 P com和最佳压缩机功率 P opcom
的误差最小化如式（18）所示。

e ( t ) = 12 [ P opcom ( t + 1) - P com ( t ) ]
2 =

1
2 [ P ∗com - P com ]

2 （18）

定义：P ∗com = P opcom
假设模糊系统只有M个规则，单元隶属度值 aij =

1，其余的估计参数 xji ( t )，σj
i ( t )和-Z

j ( t )在每个时间步

都被更新，以达到期望的 U cm。下一个时间步长的模

糊输出
-Z

j ( t + 1)通过从现有的
-Z

j ( t )中减去误差变化

率
∂e
∂-Z j

来确定，如式（19）［23］所示。规则库 Z ( t )的模

糊输出在训练过程后变为
-Z ( t )。

-Z
j ( t + 1) = -Z j ( t ) - α ∂e

∂-Z j
（19）

式中 t = 1，2，…，并且 α是恒定步长。式（17）中

导出的模糊化界面可表示为式（20）~（22）所示。因

此，U cm可以用 a和 b表示，如式（23）所示。

yj =∏
i = 1

n

μ
Aji
( xi ) （20）

b =∑
j = 1

M

yj （21）

a =∑
j = 1

M (-Z j
yj ) （22）

U cm = ab （23）
将链式规则应用于式（18），有

∂e
∂-Z j

= (P ∗
com - P com )α ∂P com∂a

∂a
∂-Z j

（24）
但是，实际 ANFIS系统输出的是压缩机电机电压

U cm，因此，术语（
∂P com
∂a

∂a
∂-Z j

）与所提出的 ANFIS体系结

构不兼容。因此，定义了换算因子 q，其表达式为

∂P com
∂a

∂a
∂-Z j

= q ⋅ ∂U cm
∂a

∂a
∂-Z j

（25）
换算因子 q将 P com 归一化于 0～1，以表示 ANFIS

控制器误差最小化过程中 U cm的变化。因此，式（24）
可表示为

∂e
∂-Z j

= (P ∗
com - P com )α ∂(q ⋅ U cm )

∂a
∂a
∂-Z j

=

(P ∗
com - P com ) (α ⋅ q ) ∂U cm

∂a
∂a
∂-Z j

=

(α ⋅ q ) (P ∗
com - P com ) 1b yj

（26）
Fig. 8 Non-trained fuzzy surface generated by the rule base

(ini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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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6）代入式（19），更新后的模糊输出如式

（27）［23］所示。

-Z
j ( t + 1) = -Z j ( t ) - (α ⋅ q ) ( P

∗
com - P com
b

) yj （27）

U cm ( t + 1) = U cm ( t ) - (α ⋅ q ) ( P
∗
com - P com
b

) yj（28）
出于将误差最小化的考虑，定义 K 1 = (α ⋅ q )·

( P
∗
com - P com
b

) yj。因此，式（28）可以表示为

U cm ( t + 1) = U cm ( t ) - K 1 （29）
为了达到零误差，自适应期间和自适应后应满

足以下条件：

（1）如果 ANFIS是正在自适应过程期间的，则

K 1 ≠ 0，因 此 ，如 果 K 1 ≠ 0 ⇒ P ∗com ≠ P com 和 其 它

参数 ≠ 0。
（2）如果 ANFIS是自适应后的，则 K 1 = 0，因此，

如果 K 1 = 0 ⇒ P ∗com = P com和其它参数 ≠ 0。
ANFIS控制器更新后的均值 x̄如式（30）~（32）

所示。

x̄ ji ( t + 1) = x̄ ji ( t ) - α ∂e
∂-x ji

（30）
∂e
∂x̄ ji = α (P

∗
com - P com ) ∂P com∂yj

∂yj
∂x̄ ji =

α (P ∗
com - P com ) ∂ (q ⋅ U cm )

∂yj
∂yj
∂x̄ ji

（31）

x̄ ji ( t + 1) = x̄ ji ( t ) - (α ⋅ q ) ( P
∗
com - P com
b

) (-Z j - P com )·
( yj xji - x̄ ji ( t )

σj2
i ( t ) )

（32）
式（17）高斯函数的方差 σj

i随式（18）产生的误差

而改变。更新后的方差为

σj
i ( t + 1) = σj

i ( t ) - α ∂e
∂σj

i

（33）

σj
i ( t + 1) = σj

i ( t ) - (α ⋅ q ) ( P ∗com - P comb )·
(-Z j - P com ) ( ( xi - -x

j

i ( t ) )2
σj3
i ( t ) ) （34）

估计参数
-Z

j

i，
-x
j

i和 σj
i的更新版本，如式（27）、（32）

和（34）所示。

3 结果与讨论

在 Matlab Simulink中对基于 ANFIS的供气控制

结构进行了仿真，验证了所提控制方法的有效性。

在数学推导的基础上，在 SIMULINK中对神经模糊自

适应控制器、压缩机、压缩机电机和燃料电池进行了

建模。图 9显示了在 Matlab Simulink中开发的仿真

模型。

仿真结构展示了 ANFIS控制器、压缩机、压缩机

电机和燃料电池之间的信号流。将燃料电流 I fc和电

池 SoC信号存储在 Matlab Workspace中，作为 ANFIS
仿真的输入信号。

在 ANFIS仿真中，考虑了无人机电推进系统某个

飞行任务的功率分布，以验证自适应控制器的性能。

将燃料电池电流分布用作最优压缩机功率参考模型

的输入信号。任务期间的最优压缩机功率变化如图

10所示。在电源管理系统的充电状态下，压缩机功

率在高功率状态下增加，在充电状态下降低。压缩

机在高功率状态下的最大功耗为 6.25W，在耐久模式

下，压缩机功率降至 4.15W。

Fig. 9 ANFIS controller and plant models developed in MatLab Simu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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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自适应神经模糊控制器仿真结果

由 ANFIS控制器产生的电压控制信号如图 11所
示，该图显示压缩机电机电压随压缩机最优功率的

变化而变化。在启动状态下，压缩机电机电压恒定

在 3.2V。在高功率状态下，压缩机电机电压逐渐升

高到 24.8V。在推进系统充电模式下，降低了电机电

压 。 8min 后 ，再 次 提 高 电 机 电 压 以 加 速 压 缩 机

转速。

根据最优压缩机参考功率剖面改变输入隶属函

数的估计参数初始值，此处输入隶属函数是由误差

最小化算法训练的。在每个时间步长中，训练均值、

方差和模糊输出，以达到期望的目标。考虑了规则

库在高功率状态和充电功率状态下的训练版本，用

以显示自适应控制策略的结果。在充电功率状态

下，燃料电池电流隶属函数在 4min时被认为是 AN⁃
FIS自适应的。表 2显示了燃料电池电流隶属函数在

初始状态和 4min时的均值和方差的变化。

图 12显示了推进系统充电状态下经过训练的模

糊曲面。由于燃料电池电流低，电池充电状态高，压

缩机电压输出处于平均状态。经过 4min的训练过

程，模糊输出从平均 0.5训练到 0.562。

对于高功率状态的 ANFIS操作，考虑了电池在

8.5min时的 SoC变化。电池 SoC隶属函数在初始状态

和训练过程之后的均值和方差的变化如表 3所示。

在 8.5min的高功率状态下训练的模糊曲面如

图 14所示。估计参数和模糊曲面的训练结果证明了

ANFIS控制器的在线自适应过程。

3.2 供气系统仿真结果

本节主要分析并展示从压缩机电机、压缩机和

燃料电池模型仿真所获得的结果。图 14（a）说明了

任务期间压缩机转速的变化。在推进系统的峰值电

Fig. 10 Optimum compressor power during the mission

Table 2 Fuel cell current estimation parameters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process

Item
Mean x̄

Trained mean x̄
Variance σ

Trained variance σ

I fc (Low )
0.0
0.098
0.3
0.319

I fc (Avg )
0.5
0.458
0.3
0.306

I fc (High )
1.0
0.988
0.3
0.298

Fig. 11 ANFIS control signal for the compressor motor

voltage variations

Fig. 12 Trained ANFIS surface during the charging power

state

Table 3 Battery SoC estimation parameters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process

Item
Mean x̄

Trained mean x̄
Variance σ

Trained variance σ

SoC (Low )
0.0
0.030
0.2
0.254

SoC (Avg )
0.5
0.454
0.2
0.165

SoC (High )
1.0
0.983
0.2
0.208

Fig. 13 Trained ANFIS control surface during the high

power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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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点，压缩机转速达到 6623r/min。在充电状态下，

5min后压缩机转速为 4421r/min。压缩机扭矩 τ cp 的

变化如图 14（b）所示。在高功率状态运行时，压缩机

扭矩增加到 0.0091N·m，在充电状态时，扭矩降低到

0.00896N·m。图 14（c）显示了执行任务所需的空气

质量流量速率。根据式（6），确定了压缩机空气质量

流量作为燃料电池电流的函数。当燃料电池电流降

低时，耗氧量减少，因此所需空气质量流量速率也降

低。在燃料电池大电流运行过程中，空气质量流量

速率增大。图 14（d）显示了任务期间压缩机压比的

变化。在此过程中增加流速时，在大功率模式下，压

缩机压比降低。在充电和耐久功率模式下，压缩机

压比增大。压缩机的实际功率变化如图 14（e）所示。

在任务期间，压缩机功率从低功率级平稳地变化到

高功率级。当高功率模式被激活时，压缩机的功率

逐渐增加到最优水平。在充电和耐久功率状态下，

通过 ANFIS控制器将压缩机功率调整到最优水平。

图 15显示了任务期间的实际输出功率和最佳压

缩机功率变化。实际功率分布显示出对最优功率分

布的平滑适应。在启动状态下，压缩机将功率提高

到额定功率 3.8W。当高功率模式被激活时，从参考

模型获得的最佳功率突然增加。然而，通过最小化

实际值与最优功率值之间的误差，压缩机的实际输

出功率逐渐增加。在充电功率模式下，压缩机功率

降低并保持恒定值。在压缩机的每次恒功率运行

中，最优功率与实际功率之间的功率误差在自适应

过程中逐渐收敛到零。

3.3 不同压缩机功率对比研究

比较了最佳压缩机功率模式和恒定压缩机功率

模式下 PEM燃料电池系统的性能。从燃料电池系统

输出最大净功率的最佳压缩机功率配置是一个负载

跟踪过程，与恒定压缩机功率模式相比，它显示出相

当大的节能效果。在压缩机功率恒定配置下，压缩

机功率一直保持在 6.25W，这是整个无人机任务对压

缩机功率的最高要求。

图 16（a）显示了最佳压缩机功率运行期间燃料

电池系统的净功率输出。压缩机的工作功率随燃料

电池电流的变化而动态变化。图 16（b）显示了恒定

压缩机功率配置期间燃料电池的净功率输出。在图

16（c）中，比较了压缩机恒定功率和最优功率配置下

PEM燃料电池的净功率输出。结果表明，在优化的

压缩机功率配置下，燃料电池在充电状态下可节约

能量约 2.62%。

仿真结果验证了所设计的 ANFIS控制器的优良

Fig. 14 Variation curve of related parameters of

compressor in gas suppl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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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作为主要优点，该控制器使实际压缩机功率

更平滑并且渐进地适应最优压缩机功率 P opcom。由于

自适应使电池电压损失最小，燃料电池系统的净功

率输出达到最大。ANFIS控制器对压缩机功率随燃

料电池电流的变化进行了适当的控制，防止了压缩

机功率的突然变化。

仿真结果验证了基于 ANFIS的控制器是一种将

跟踪和对象调节相结合的控制结构。研究结果证

实，基于 ANFIS的控制器为燃料电池供气系统压缩机

性能优化提供了一种新颖而全面的途径，其结果是

从燃料电池系统获得最大净功率输出。

4 结 论

在 Matlab中对无人机混合动力电推进系统进行

了建模和仿真分析，将燃料电池系统的净功率输出

与最佳压缩机功率和恒定压缩机功率进行了比较，

结果表明优化的压缩机功率配置比恒定的压缩机功

率配置节能 2.62%。同时，燃料电池控制器优化了燃

料电池系统的能量利用。

但是，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

（1）本研究所描述的电力推进系统主要采用商

用的无刷电机、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和锂离子电池

等元器件。对于电动飞机推进应用，考虑其使用性

能 或 几 何 性 能 都 需 要 对 电 力 推 进 系 统 部 件 进 行

优化。

（2）在电动飞机中，飞行员发出的油门指令直接

发送给无刷直流电机控制器。在以燃料电池为动力

的无人机中，电动飞机的应用需要开发电机控制技

术。为了获得更大的推进特性，需要对与节气门指

令相关的控制分析以及转矩、转速等电机参数进行

改进。

（3）针对供气系统控制所开发的自适应控制器

仅在纯数字仿真环境中进行了验证。在现有的处理

器技术下，ANFIS控制器的实时工程实现将是一项具

有挑战性的任务。由于反向传播和误差最小化算法

的影响，ANFIS控制器的处理速度较慢。因此，在实

时应用中需要高性能高速微控制器来进行 ANFIS控
制结构的硬件在回路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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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探究HAN基电控固体推进剂 （ECSP） 的电热耦合特性和燃烧性能，通过改变施加电

压和环境压力对ECSP进行燃烧性能测试。在ECSP燃烧性能测试装置中采用电压、电流探头记录燃烧过

程中通过推进剂的电压和电流，利用高速摄影仪记录推进剂的燃烧过程，借助法拉第电化学分解定律计

算推进剂理论电化学分解质量在总燃烧消耗质量中的占比，分析电压和压力对推进剂燃速和质量损失的

影响，同时拟合出ECSP燃速（r）与功率（P）和压力（p）的经验公式。结果表明：随着电压和压力的

增加，ECSP理论电化学分解质量和实际燃烧质量增加，电解质量占比降低，燃速和质量损失增加。在

ECSP的可控燃烧范围内，其燃速与功率和压力满足 r = 0.0105P0.705p0.251。本文得到了热分解反应在ECSP
的燃烧过程中占主导地位是高压力下造成推进剂不可控燃烧的主要原因，为揭示ECSP的燃烧可控机理

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电控固体推进剂；电热耦合特性；燃烧性能；电化学分解；热分解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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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lectrothermal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and combustion performance of
HAN-based electrically controlled solid propellant（ECSP），the combustion performance test of ECSP was 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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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ed by changing the voltage and pressure. In the ECSP combustion performance test device，voltage probe and
current probe were used to record the voltage and current passing through the propellant during the combustion
process. The combustion process of propellant was recorded by high speed camera. According to Faraday′s law of
electrochemical decomposition，the proportion of theoretical electrochemical decomposition mass in total combus⁃
tion consumption mass of propellant was calculated. The effects of voltage and pressure on the burning rate and
mass loss of propellant were analyzed，and the empirical formulas of ECSP burning rate（r）and power（P）and
pressure（p）were fit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voltage and pressure，the theoretical electro⁃
chemical decomposition mass and actual combustion mass of ECSP increase，the electrolysis mass ratio decreas⁃
es，and the burning rate and mass loss increase. Within the controllable combustion range of ECSP，the empirical
formula of ECSP burning rate can be fitted as r = 0.0105P0.705p0.251.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the thermal decomposi⁃
tion reaction is dominant in the combustion process of ECSP and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uncontrollable combus⁃
tion of the propellant under high pressure. I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revealing the controllable combustion
mechanism of ECSP.

Key words：Electrically controlled solid propellant；Electrothermal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Combustion
performance；Electrochemical decomposition；Thermal decomposition reaction

1 引 言

传统固体推进剂在熄灭后难以重新点燃且燃烧

过程不可控，无法满足微小卫星和武器装置实现连

续启动和推力调节等要求［1］，研究人员曾尝试通过改

变推进剂药柱形状或优化设计固体推进剂发动机的

结构来实现上述操作［2］，但效果甚微。为了解决上述

问题，国外研究人员研发出一种智能电控固体推进

剂（ECSP）［3］。此类推进剂在无需点火药的情况下可

以通过施加电压被引燃并且持续燃烧，改变施加电压

的大小可以对推进剂燃烧过程进行主动控制，实现燃

熄可控、燃速可调以及推力可变等操作［4］。ECSP的应

用将是固体推进领域的技术革新，由于推进剂具备

燃烧状态可主动控制的特性，有望为微小卫星的姿

态调整和武器装备的快速机动提供技术支撑［5-6］。

目前，根据 ECSP所使用的氧化剂种类可将其分

为硝酸铵（AN）基 ECSP［7］、硝酸羟胺（HAN）基 ECSP［3］
和高氯酸盐基 ECSP［8-10］。其中，HAN基 ECSP因具有

能量高、安全钝感和燃烧产物绿色无毒等优点成为

国内外的研究热点。鲍立荣等［11］研究了 ECSP热分

解过程和导电特性，发现推进剂的热分解历程为三

步反应并且热稳定性较纯 HAN溶液提高，推进剂所

处压力和温度的增加有利于提高其电导率。此外，

鲍立荣等［12-13］还研究了导电石墨以及多璧碳纳米管/
铝粉复合体系对 ECSP燃烧性能及可控性的影响，结

果表明：提高 ECSP的导电性和添加高能组分可以显

著提高 ECSP的燃烧性能，但是高能组分容易使 ECSP
从 非 自 持 燃 烧 转 变 为 自 持 燃 烧 。 He 等［14-15］利 用

Ma′lek和 Coats-Redfern法确定了 ECSP的热分解机

理转化模型，发现推进剂的热分解动力学遵循随机

成核生长模型。Hiatt等［16］和王新强等［17］对 ECSP的

点火特性进行研究，发现电极极性和电流密度是影

响推进剂点火次序的主要因素，推进剂的点火燃烧

优先发生在正极和电流密度较大的区域。Glascock
等［18-20］在脉冲等离子体推力器中以电推进测试手段

为参考，对比了 ECSP和聚四氟乙烯（PTFE）的烧蚀

过程，认为 ECSP的烧蚀过程与 PTFE相似，烧蚀过程

中产生离子流密度较低，烧蚀质量约为 PTFE的 2
倍。Baird等［21-22］提出了 ECSP的电解反应历程，进一

步解释了因电极面积不等从而推进剂在正、负电极

上燃烧情况不同的原因，即正极上 NO3-氧化产生的

氧浓度较高，燃烧优先发生在等电极面积时的正极

上；当小面积电极上的较大电场超过了推进剂的介

电击穿强度，燃烧优先发生在小面积的电极上。

ECSP的燃烧过程受电效应和热效应耦合作用，

而当前与推进剂相关的报道主要为热分解和点火燃

烧特性研究，尚不能准确反映推进剂燃烧过程中的

电化学反应和热反应对燃烧性能的影响，无法进一

步揭示 ECSP的燃烧可控机理。因此本文对改进制

备工艺后的 ECSP药柱形貌进行了表征，在确保药柱

内部无断层和气泡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燃烧性能测

试。利用法拉第电化学分解理论计算推进剂电化学

分解质量在总燃烧消耗质量中的占比，分析了电压

和压力对推进剂燃速和质量损失的影响，同时拟合

出 ECSP燃速与功率和压力的经验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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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方法

2.1 试剂组分与样品制备

试剂：本实验中测试的推进剂样品配方（质量百

分数）为：HAN溶液，洛阳黎明化工研究院，65%～

75%；AN，上海百灵威化学技术有限公司，2%～4%；

5-氨基四唑（5-ATZ），洛阳黎明化工研究院，2%～

4%；聚乙烯醇（PVA），上海迈瑞尔化学技术有限公

司，12%～15%；硼酸（HB），南京荣华科学器材有限

公司，1%～2%；其它 1%～2%。

在制备 ECSP样品前，所有固体原材料在 35 ℃的

真空烘箱中放置 24h以去除水分。室温条件下，将

AN，5-ATZ，HB加到含有缓冲剂、金属螯合剂等的

HAN浓缩液中，超声 10min至溶解；将 PVA加入到上

述固体组分溶解后的混合液中，真空搅拌 12min得到

均匀的药浆；将药浆在常压下灌注至 10mm×10mm×
20mm的 PTFE模具中，超声震动模具除去气泡，在

35℃的烘箱中放置 7天固化成型。ECSP制备过程如

图 1所示。

2.2 实验过程

推进剂形貌表征：使用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FESEM，Quanta 400FEG，America）表征推进剂内部

截面形貌。借助 X射线三维显微镜（μ-CT，nanoVox⁃
el-2700，China）表征推进剂内部的三维显微结构。

燃烧性能测试：ECSP燃烧性能测试系统示意图

如图 2所示，主要包括示波器、直流电压源、燃烧室、

压力控制系统和图像采集系统等。其中，推进剂置

于正、负电极之间，正极形状为筛板结构，以确保火

焰从正极喷射出来从而充分燃烧。直流电压源提供

维持推进剂持续燃烧所需电压（如 150～250V）。开

关主动控制电压施加在推进剂上的时间。在压力控

制系统中，使用氮气调节推进剂的环境压力（如 0.1～
1.0 MPa）。使用示波器记录电压、电流探头采集到的

燃烧过程中通过推进剂的电压和电流值。图像采集

系统记录推进剂的燃烧过程。此外，借助高精度天

平测得推进剂燃烧前后的质量。

因为 ECSP在施加电压后才发生燃烧，推进剂的

燃烧过程受电和热耦合作用影响，因此其总燃烧质

量为发生电化学分解质量和实际燃烧质量之和。以

理论电化学分解质量对总燃烧消耗质量的占比（电

解质量占比）作为 ECSP的电热耦合特性的评价参

数。因为 ECSP中的主要组分为 HAN和 PVA，同时为

了简化 ECSP中的电解反应，以 HAN/PVA二元体系

为 ECSP电热耦合特性研究对象，借助法拉第电解公

式计算理论电化学分解的质量，电解质量占比（mele/

mtot）由式（1）定义。m0和 m1分别是推进剂燃烧前后质

量；t为推进剂的燃烧时间；I为经过推进剂的电流；K

为 ECSP的电化学当量，数值为 1.82mg/C［21］。
m ele
m tot

=
K ∫0t Idt
m 0 - m 1

（1）
推进剂的燃烧性能主要包括燃速（r）和质量损失

（m/Q），分别由式（2）和（3）定义。V为推进剂的体积；

S为推进剂与电极的接触面积；U为施加到推进剂上

的电压。

r = ∇H
t
= ∇m
ρ∙S∙t =

(m 0 - m 1 )∙V
m 0∙S∙t （2）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ECSP prepar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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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Q
= m 0 - m 1

∫0t UIdt （3）

3 结果与讨论

3.1 ECSP药柱形貌

固化后的 ECSP内部截面 SEM形貌图如图 3 所

示。溶解有 AN，5-ATZ等固体组分的 HAN混合液溶

胀在粘结剂 PVA中，固化后 ECSP为均相，推进剂内

部截面上无明显大颗粒团聚，HAN，AN及 5-ATZ等

分布均匀且被包围在 PVA与 HB交联形成的三维网

络状体系中。

在制备 ECSP过程中，固体组分溶解和药浆浇注

会引入气泡，对推进剂燃烧性能产生影响，因此利用

真空搅拌和超声震动可以有效消除气泡，制备得到

均一的 ECSP药柱。图 4为 ECSP内部的三维显微结

构 μ-CT图。从图 4可以看出，推进剂药柱内部几乎

不存在微米级的气泡，且无断层。结合 ECSP内部截

面 SEM图，认为真空搅拌和超声震动后制备的推进

剂药柱具有各组分分布均匀，内部相均一，无气泡和

断层，可以确保 ECSP电热耦合特性和燃烧性能测试

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3.2 ECSP电热耦合特性

图 5为不同电压下 ECSP的质量损失速率和电解

质量占比变化图。从图 5（a）可知，随着电压（0.1MPa
下）的增加，ECSP的理论电化学分解质量有所增加，

而实际燃烧质量增加显著。当电压从 150V增加到

250V时，理论电化学分解质量速率从 4.293mg/s增加

到 6.045mg/s，实际燃烧质量速率从 0.0681g/s增加到

0.1840g/s。原因为上述制备工艺获得的同批次 ECSP
药柱的导电性能接近，提高施加在推进剂上的电压

会增加通过推进剂的电流值，从而提高推进剂的理

论电化学分解质量。电压的提高会增强推进剂的燃

烧，进而增加推进剂的实际燃烧质量。图 5（b）表明

电压的升高会造成 ECSP的电解质量占比的降低，并

且随着电压的进一步增加，比值开始出现趋于定值

的趋势。当电压从 150V增加到 250V时，ECSP的电

解质量占比从 6.43%降低到 2.26%。结合图 5（a）可

知，因为随着电压的增加，实际燃烧质量较理论电化

学分解质量增加显著，则电解质量占比不断降低。

在 0.1MPa下，因为施加不同电压值不会对 ECSP的燃

熄可控性造成影响，则 ECSP的电解质量占比尚未低

于其发生燃熄可控的电解质量占比阈值，这说明了

此时电效应仍然是 ECSP燃熄可控的控制因素。

图 6为不同压力下 ECSP的质量损失速率和电解

质量占比变化图。图 6（a）表明随着压力（200V下）的

增加，ECSP的理论电化学分解质量增加，实际燃烧质

Fig. 2 Schematic of the ECSP combustion performance test

system
Fig. 4 μ-CT image of three-dimensional microstructure of

ECSP

Fig. 3 SEM topography of the internal cross-section of

EC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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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也增加。当压力从 0.1MPa增加到 1.0MPa时，理论

电化学分解质量速率从 4.993mg/s增加到 6.402mg/s，
实际燃烧质量速率从 0.1243g/s增加到 0.2947g/s。作

者之前的相关研究［10］表明，压力的增加会提高 ECSP
的电导率，因此尽管施加在 ECSP上的电压相同，但

通过推进剂的电流会随着压力的增加有所提高，理

论电化学分解质量相应增加。和传统的固体推进剂

一样，压力的增加会促进 ECSP的燃烧，则实际燃烧

质量增加。从图 6（b）可以看出，ECSP的电解质量占

比会因压力的升高不断降低。当压力从 0.1MPa增加

到 1.0MPa时，电解质量占比从 3.77%降低到 1.92%。

结合图 6（a）可以发现，因为实际燃烧质量随压力增

加的趋势较理论电化学分解质量更显著，则 ECSP的

电解质量占比不断减小。在本实验中，当压力大于

1.0MPa时，ECSP的燃烧不再受电压控制，其燃烧状

态由非自持燃烧转变为自持燃烧。这表明当压力大

于推进剂燃烧可控压力值（1.0MPa）时，推进剂的燃

熄可控性受到影响，此时 ECSP的电解质量占比已低

于其发生燃熄可控的电解质量占比阈值，热效应将

取代电效应成为 ECSP燃熄可控的控制因素。

3.3 ECSP燃烧性能

不同电压和压力下 ECSP的燃烧图如图 7所示。

从图 7可以看出，ECSP的燃烧火焰从电极面喷出，并

且推进剂的燃烧随着电压和压力的增加而变得剧

烈。 0.1MPa下，随着电压的增加，推进剂的燃烧增

强，燃烧火焰长度增加且拉直。200V下，受压力影

Fig. 6 Mass loss rate and electrolysis mass ratio vs pressure for ECSP

Fig. 5 Mass loss rate and electrolysis mass ratio vs voltage for ECSP

Fig. 7 Combustion state of ECSP under different voltages and pres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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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推进剂的燃烧火焰长度变短，火焰宽度增加，热

量在靠近推进剂燃面处积累，火焰变得更加明亮。

图 8中的燃速和质量损失是在电压值为 150～
250V和压力为 0.1～1.0MPa的条件下所测得。从图 8
可以看出，ECSP的燃速和质量损失随着电压和压力

的增加而增加。在 0.1MPa下，当电压从 150V增加到

250V时，燃速从 0.241mm/s增加到 0.648mm/s，分别增

加 26.6%，81.3%，111.6% 和 168.5%；质 量 损 失 从

242.8μg/J增加到 502.5μg/J，分别增加 30.8%，59.3%，

74.6%和 106.9%。在 200V下，当压力从 0.1MPa增加

到 1.0MPa时，燃速从 0.438mm/s增加到 0.899mm/s，分
别增加 26.1%，54.8%，84.1%和 105.3%；质量损失从

386.7μg/J增加到 1137.2μg/J，分别增加 49.5%，101.1%，

135.9%和 194.1%。这是因为在 0.1MPa下，ECSP的

燃烧过程受电压控制，其组分氧化剂 HAN和黏合剂

PVA会发生如下的电解反应［22］

5NH3OH·NO3+9C2H4O→3CO2+15CO+8H2O+20H2+5N2
增加电压可促进上述电解反应速率的提高，从

而推进剂燃速增加。同时该推进剂自身具有电阻，

通电后会产生电阻热，提高电压会使得推进剂自身

产生的电阻热增加，热量的增加也会增强其燃烧。

此外，当施加在 ECSP上的电压不变时，压力的增加

可以使得电阻热和推进剂燃烧产生的热量不易向外

扩散，促进了推进剂燃烧面上反应物和热量的积累，

积累的热量透过推进剂燃面传递到未燃烧区内，未

反应区内的推进剂部分发生热分解，则 ECSP燃烧变

得更剧烈。

除与传统固体推进剂的燃烧过程受热效应影响

相同外，ECSP的燃烧过程还受到电效应的作用，其燃

烧行为是电、热耦合作用的结果。因为在施加不同

电压时，通过推进剂内部的电流也存在变化，则在研

究电效应对 ECSP燃烧性能影响时也应考虑电流，因

此分别对不同功率（P）和压力（p）下的燃速进行拟

合，如图 10所示。0.1MPa下，ECSP的燃速与功率满

足指数关系，为 r=0.0011P0.979。200V下，ECSP的燃速

与压力满足指数关系，为 r=0.8688p0.356。由图 9的结

果发现，传统固体推进剂的燃速-压力公式已不再满

足 ECSP。因此，在 ECSP燃烧可控的前提下，在燃速-
压力公式的基础上引入功率参数，将 ECSP的燃速公

式修改为燃速与功率和压力的关系式。通过对大量

实验数据进行拟合发现，ECSP的燃速与功率和压力

之 间 满 足 r=m·Pa·pb 关 系（如 图 10），具 体 为 r=
0.0105P0.705p0.251。其中燃速系数 m为 0.0105，功率指

数为 0.705，压力指数为 0.251，拟合系数 R2为 0.9845。

Fig. 8 Burning rate and mass loss vs. voltage for ECSP under different pressures

Fig. 9 Fitting curve of burning rate of ECSP under different power and pres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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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效应对 ECSP的影响中，同时存在电解和电阻

热，通过对比功率指数和压力指数值，可知在 ECSP
可控燃烧范围内，燃速对功率的响应较压力更为

敏感。

4 结 论

通过本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在制备 ECSP过程中，利用真空搅拌和超声

震动能有效去除 ECSP药柱中的气泡，可以确保 ECSP
相关性能测试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2）随着电压和压力的增加，ECSP理论电化学分

解质量和实际燃烧质量增加，但电解质量占比降低。

ECSP存在燃熄可控的电解质量占比阈值，提高电压

不会使推进剂的燃熄可控的电解质量占比低于其阈

值；而提高压力会使推进剂的燃熄可控的电解质量

占比低于其阈值，造成推进剂的燃烧不可控。说明

热分解反应在 ECSP的燃烧过程中占主导地位。

（3）在 ECSP可控燃烧范围内，推进剂的燃速和

质量损失随着电压和压力的增加而增加。考虑电、

热效应对 ECSP耦合作用的影响，其燃速与功率（P）

和压力（p）之间关系可拟合为 r=0.0105P0.705p0.251，拟合

系数 R2可达 0.9845，则燃速对功率的响应较压力更为

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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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吸热型碳氢燃料在新型飞行器中的再生冷却性能，采用电加热方式，在热流密度

0.1~1.0MW/m2和质量流速500~1000kg/（m2·s）条件下，小通道圆管内（D=1.6mm）研究了超（近）临界压

力下（p=3MPa）航空煤油RP-3的拟沸腾流动传热特性。研究发现了超（近）临界压力航空煤油的拟过冷

沸腾传热现象。拟过冷沸腾壁温变化特征和传热恶化特征与亚临界压力下的相应特征存在差异。超临界

压力航空煤油传热区域划分为类液态强制对流传热区、拟过冷沸腾区和类气态强制对流传热区。拟过冷

沸腾壁温和传热系数随流体温度升高而缓慢增加，起到传热强化的作用；拟临界温度区域，存在传热系

数极小值点，燃料发生传热弱化；燃料温度高于拟临界温度，燃料处于超临界类气态，传热大幅强化。

关键词：再生冷却；航空煤油；超临界；拟沸腾；传热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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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eudo Subcooled Boiling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of
Aviation Kerosene RP-3 under Super- and

Near-Critical Pressure Conditions

LIU Zhao-hui，SONG Chen-yang，CHEN Qiang，ZHANG Zan-jian，BI Qin-che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ultiphase Flow in Power Engineering，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research the regenerative cooling performance of endothermic fuel in new vehicles，
the pseudo-boiling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of super- and near-critical（p=3MPa）aviation kerosene RP-3 in
an electrically heated small circular tube（Internal diameter D=1.6mm）were experimentally investigated at the
operating conditions with heat fluxes of 0.1~1.0MW/m2 and mass fluxes of 500~1000kg/（m2·s）. It found that a
phenomenon of pseudo subcooled cooling boiling heat transfer occurred at super- and near-critical pressure con⁃
ditions. But the wall temperature behaviors and heat transfer deterioration appearances in the process of pseudo-
boiling have some differences from those at the subcritical pressure boiling conditions. The heat transfer character⁃
istics of supercritical pressure aviation kerosen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regions，including the liquid-like
forced convection heat transfer，pseudo subcooled boiling heat transfer and gas-like forced convection heat trans⁃
fer. During pseudo-boiling the wall temperature and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slowly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fluid temperature，and the heat transfer enhancement occurred. In the pseudo-critical temperature region，a 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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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er reduction existed with a minimum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value in the heat transfer curve. While the fuel
temperature was above the pseudo-critical temperature，the fuel was at the supercritical gas-like condition and
the heat transfer was greatly strengthened.

Key words：Regenerative cooling；Aviation kerosene；Supercritical；Pseudo-boiling；Heat transfer de⁃
terioration

1 引 言

在空天高超声速飞行器中，部分设备所处热环

境常在极端热流条件下，合适的热防护是保证设备

安全运行的必要措施［1-2］。近年来，再生冷却技术得

到广泛关注和研究，包括推力室传热［3］、冷却通道内

传热恶化［4］、火箭发动机再生冷却［5］、冷却通道流量

分配特性［6］、冷却通道单侧加热传热特性［7］等。主动

冷却技术研究过程中常常面临极端热环境、多因素

耦合、多学科交叉等复杂问题。主动冷却工质常涉

及到多相、多组分、高温裂解条件下的流动与传热等

科学与技术难题［1-2］。

超临界流体存在特别的性质，如在拟临界温度

附近存在大比热区，流体热物性变化规律复杂，故导

致流体的流动传热也复杂多变，研究人员就超临界

流体传热机理尚未达成共识。近几年来，对超临界

流体的认识取得了重要成果。Simeoni等［8］于 2010年
通过 X射线散射和分子模拟方法证明了 Widom line
（WL）将超临界流体分成类液态和类气态两个区域，

而不是单相均质。Yoon等［9］于 2019年通过算法定义

了WL，超临界类气态和类液态的共存区。Ha等［10］于

2018年证明了超临界类气态和类液态在一定的温度

区间内共存，且温度区间包含了WL。Banuti［11］研究

表明当流体跨越WL从超临界类液态进入超临界类

气态区域，流体发生了拟沸腾；拟沸腾过程中，流体

吸收的能量不仅要用作克服气化潜热，还要用作流

体的温升。Maxim等［12］于 2019年在期刊《Nature com⁃
munication》上发表研究成果通过中子照相技术观察

到了水跨越 WL 发生的拟沸腾现象。 Kim 等［13］于

2019年研究了湍流通道内的超临界拟沸腾效应。以

上研究成果为本文航空煤油 RP-3的拟沸腾传热特

性研究奠定基础。

航空煤油 RP-3是由多种碳氢化合物组成的混

合物，且成分复杂。一般来说，由质量分数 53%的链

烷烃、39%的环烷烃、5%的苯类芳香烃和 3%的萘类

芳香烃组成［14］。Wang等［15］通过临界乳光法得到 RP-
3的临界压力为 2.3MPa，临界温度为 652K。不同于

纯净物，其汽化温度是一个温度区间，而不是一个温

度点。因此，其临界点附近区域的流动特性与传热

特性更加复杂多变［4，14-18］。

Liu等［19］发现在亚临界压力条件下高热流密度

通道内的碳氢燃料发生过冷沸腾传热，壁温与压力、

质量流速呈现函数关系，几乎不受流体温度和热流

密度的影响。充分发展过冷沸腾的典型特征：传热

系数受到热流密度和质量流速的显著影响［20］，随着

热流密度和质量流速的增加而增加。在超临界压力

（3MPa）下，碳氢燃料在拟临界温度点附近发生传热

恶化，具有传热系数极小值；随着压力增加，传热恶

化消失，传热系数极小值点消失［21］。

航空煤油 RP-3作为吸热型碳氢燃料的典型研

究对象，其传热特性在近年来得到关注和研究。

Zhong等［14］发现航空煤油 RP-3在超临界压力下的流

动传热分成两个区域：其中高雷诺数区域的传热系

数明显大于低雷诺数区域，高低雷诺数区域的努塞

尔数分别与雷诺数呈线性增加的关系，且温度大于

600K，高雷诺数区域的传热大幅强化。Zhang等［16］研

究了超临界压力（5MPa）航空煤油 RP-3的传热特性，

其内壁温沿轴向变化较小，但随热流密度显著增加；

热 流 密 度 从 300kW/m2 增 加 到 550kW/m2，壁 温 从

500℃增加到 620℃。Fu等［18］在吸气式高超声速飞行

器再生冷却剂工作参数范围内研究了不同管径通道

内航空煤油 RP-3的超临界压力传热特性，并拟合了

传热关联式。

本文以吸气式高超声速飞行器再生冷却为背

景，在工程应用参数范围内，以不锈钢圆管为试验

件，采用电加热方式模拟冷却通道热环境，试验研究

了航空煤油 RP-3在高热流密度条件下超（近）临界

压力下的流动传热特性。本文研究与已有研究存在

几点区别：（1）已有研究的拟沸腾现象多针对化合

物，而本文研究的航空煤油 RP-3是混合物；（2）本文

研究的拟沸腾发生在热流密度较高的条件下，拟沸

腾发生时流体温度低于拟临界温度，壁面温度高于

拟临界温度，类似于亚临界的过冷沸腾，故称之为拟

过冷沸腾。研究发现航空煤油 RP-3在流体温度低

于拟临界温度的超（近）临界压力下发生了拟过冷沸

腾传热现象，并获得了 RP-3的拟过冷沸腾区别于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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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压力过冷沸腾和其它碳氢燃料在超临界压力下

的传热特性。

2 实验装置与测量方法

实验在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吸热型

碳氢燃料流动换热小型试验台上完成。图 1为试验

系统简图。系统的主要参数指标如下：质量流量 0~
10g/s；压力为常压~10MPa；加热功率 0~28kW；流体

温度 20~800℃；外壁面温度不高于 1000℃。实验系

统 的 详 细 介 绍 和 数 据 处 理 方 法 见 参 考 文 献［7，
19，21］。

试验段为水平放置、均匀受热的小圆管，管道尺

寸为 Φ3×0.7mm，长 300mm，加热长度 240mm。管道

材料为世伟洛克 316不锈钢。沿试验段轴向均匀布

置 10个测温截面，间距为 25mm，每个截面点焊上下

两个 K型测温热电偶。试验段进出口布置流体温度

测量点和压力测点。采用世伟洛克管接头连接试验

段进行耐压耐温密封。试验段前安装预热段，以改

变试验段燃料的进口温度。试验段外表面加装保温

棉，以减小散热损失，并保证壁温测量的稳定性。

测量参数包括质量流量、压力、工质温度、试验

段外壁面温度、加热电流和加热电压。工质流量由

科 里 奥 利 力 质 量 流 量 计 测 量 ，精 度 0.05%。 采 用

Rosemount 3051压力表测量试验段的压力。压力变

送器精度 0.075%。采用 Φ1.5mm的 K型铠装热电偶

测量工质温度。管外壁温采用 Φ0.2mm的 K型热电

偶丝点焊壁面进行测量。加热电压和电流采用真有

效值电压变送器和电流互感器、真有效值电流变送

器测量，精确度 0.2%。数据采集系统由工控机和

IMP3595-1C数据采集系统构成。

试验前测量得到传热试验段的热损失和传热工

质的热沉-温度计算关系式。试验数据处理时，根据

传热试验段的热损失和加热功率，采用热平衡计算

得到传热试验段的内表面热流密度。根据传热工质

的热沉-温度关系式和加热功率，采用热平衡法计算

得到传热管内沿轴向主流流体温度。采用有源导热

法，根据外壁温计算得到内壁温。最后，根据牛顿冷

却公式计算得到管内沿轴向壁温测量截面处的传热

系数分布。

3 结果与讨论

航空煤油 RP-3在超（近）临界压力下的拟沸腾

流动换热特性研究，开展了以下两类试验：（1）变热

流试验：即压力、流量和燃料入口温度恒定，改变试

验段热流密度；热流密度 0.1~1.0MW/m2，流体温度为

常温~350℃。（2）恒热流试验：即压力、流量和试验段

热流密度恒定，改变试验段入口温度；热流密度

1.0MW/m2，流体温度为常温~650℃。

3.1 传热特性沿轴向的变化趋势

如图 2所示，为热流密度逐渐增加，燃料的传热

特性沿轴向的变化趋势，横坐标为沿轴向流体在试

验管内的主流温度，纵坐标为内壁温和传热系数。

总体上，随着热流密度增加，内壁温和传热系数都呈

现增加的趋势。

根据热流密度 q的大小，内壁温和传热系数的变

化 趋 势 可 以 分 成 三 个 区 域 ：（1）低 热 流 密 度 区 域

100kW/m2<q<300kW/m2，随着热流密度增加，内壁温

显著增加，换热系数几乎不变；（2）中热流密度区域

400kW/m2<q<700kW/m2，除第一个测温点外，其余内

壁温维持在 350℃~450℃，不随热流密度发生显著变

化，即热流密度对内壁温不产生影响，但换热系数显

著增加；（3）高热流密度 800kW/m2<q<1000kW/m2，随

热流密度增加，试验段入口部分的内壁温有所降低，

换热系数的增加幅度逐渐减小；试验段靠近出口处

的内壁温增加，超过 450℃，换热系数重叠在一起，甚

至开始减小。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ndothermic fuel test rig in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J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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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热流密度对传热特性的影响

如 图 3 所 示 ，为 沿 轴 向 布 置 的 所 有 热 电 偶

（TC1~TC10）处，内壁温和传热系数随热流密度变化

趋势。

低热流密度区域，内壁温随热流密度增加线性增

加到（350~450）℃温度区间。在热流密度 402kW/m2条

件下，除第一个热电偶外，其余热电偶处的壁面温度

都超过了 350℃。热流密度在 0~300kW/m2，热流密度

增加，传热系数变化较小。

中热流密度区域，热流密度继续增加，内壁温维

持在（350~450）℃区间，单个热电偶处的壁面温度基

本不随热流密度的增加而变化。在该热流密度区间

内，壁面温度受到流体温度的影响，大于热流密度的

影响。对比图 2和图 3内壁温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

流体温度升高（沿着轴向流体流动方向），壁温有缓

慢升高的趋势，从 350℃升高到 450℃；而热流密度增

加，在中热流密度区域，对壁温无显著影响，如 TC4所
示。该区域内，热流密度增加，传热系数迅速增加。

高 热 流 密 度 区 域 ，试 验 段 靠 近 出 口 部 分

（TC7~TC10）的内壁温开始脱离（350~450）℃温度区

间，继续缓慢上升。同时，该位置处的传热系数不再

沿着中热流密度区域的变化趋势继续增加。而此时

流体温度只有 300℃左右，低于拟临界温度，仍处于

过冷沸腾状态。因此，此处发生了拟过冷沸腾传热

恶化。热流密度在 700~1000kW/m2内，管内壁温为

450~650℃。随着热流密度增加，换热系数从增加逐

渐过渡到减小，发生传热恶化。

雷诺数计算结果显示：质量流速 500kg/m2s条件

下，热流密度 0.1~1.0MW/m2，入口常温，出口流体按

主 流 温 度 约 350℃，计 算 得 到 的 雷 诺 数 约 为 500~
13000。低热流密度区域管内流体雷诺数为 500~
2100，处于层流状态，是层流超临界压力下单相液态

强制对流换热。中热流密度区域雷诺数为 2800~
6200，处于层流转化成湍流的过渡区。中热流密度

区域壁面与主流的传热温差呈现下降趋势，管道近

壁面附近发生拟沸腾。管内壁温恒定，管内主流温

度上升，传热温差减小，同时热流密度增加，故换热

系数快速增加。该换热过程中，不仅包含超临界压

力下流体的对流换热过程，同时因管内壁温已达到

拟临界温度，所以传热过程还应包含超临界压力下

流体的拟过冷沸腾过程。

3.3 拟过冷沸腾与过冷沸腾的壁温特性对比

中热流密度区域发生的内壁温基本不受热流密

度影响的现象，与 Liu等［19］报道的碳氢燃料亚临界过

冷沸腾现象相似。该区域内流体温度不超过 250℃，

Fig. 3 Heat flux effects on the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Fig. 2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along the axial

direction of the test 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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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面温度接近或大于航空煤油 RP-3的临界温度

652K（379℃），可以判断该区域内发生了超临界压力

下的拟过冷沸腾。该传热区域内的拟过冷沸腾具有

如下传热特征：（1）内壁温几乎不受热流密度的影

响；（2）内壁温随流体温度升高而缓慢升高；（3）传热

系数随热流密度增加而线性增加。

本文的拟过冷沸腾与文献中亚临界过冷沸腾现

象的不同点：（1）沸腾壁温变化趋势不一样；Liu等［19］

的研究结果中，过冷沸腾内壁温沿着轴向基本不变，

且不随热流密度的变化而改变，而本文的拟沸腾内

壁温沿着轴向有缓慢增加的趋势；这导致了拟过冷

沸腾内壁温存在一个沸腾温度区间（350~450）℃，而

过冷沸腾壁温几乎恒定，如图 4（a）所示。（2）传热恶

化过程不一样；过冷沸腾易发生壁温飞升，而拟过冷

沸腾传热恶化有一个缓慢地恶化过程，而不是突然

发生，如图 4（b）所示。

根据超临界拟沸腾的最新研究成果［8-13］，拟沸腾

过程中，超临界流体从类液态向类气态转换，是一个

伴随着温度上升逐渐气化的过程。而众所周知，亚

临界压力下，化合物的沸腾过程中流体温度不变。

本文研究获得的拟沸腾过程中壁温缓慢增加的特

性，与超临界流体类液态向类气态转化流体温度升

高的特性相吻合。

综上所述，拟过冷沸腾传热在整个过冷沸腾传

热区间内具有更加平稳的传热特征，内壁温变化更

加平缓。

3.4 湍流与拟过冷沸腾换热的相互影响

如图5所示，质量流速增加到720kg/（m2·s），1000kg/
（m2·s），航空煤油在小通道内的内壁温经历了上文相

似的变化趋势：壁温先随热流密度增加，而后到一定

温度值后维持基本不变。但随着质量流速的增加，

拟沸腾壁温值与拟沸腾初始热流密度值发生了变

化。质量流速增加到 720kg/（m2·s），拟沸腾壁温增加

到（400~500）℃温度区间，发生拟沸腾的初始热流密

度增加到 600kW/m2，而质量流速 500kg/（m2·s）时对

应的拟沸腾初始热流密度只有约 300kW/m2。如图 5
（b）所示，质量流速增加到 1000kg/（m2·s），在热流密度

小于 1000kW/m2的条件下，湍流强化换热，使内壁温

低于 400℃，抑制了过冷沸腾的发生，拟沸腾区域不

再存在。

这是因为随着质量流速增加，航空煤油首先从

层流向湍流转变，湍流加强了换热，抑制了过冷沸腾

的发生，从而使过冷沸腾的壁温增加，同时过冷沸腾

所需的初始热流密度增加。根据雷诺数计算结果，

如图 5所示质量流速 720kg/（m2·s）条件下热流密度

Fig. 4 Comparison of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pseudo subcooled boiling in this study and the subcooled

boiling by Liu [19]

Fig. 5 Mass flux effects on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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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400kW/m2，以及质量流速 1000kg/（m2·s）条件下

热流密度 400~500kW/m2试验段出口流体雷诺数大于

2300，从层流向湍流过渡转化。

3.5 恒热流密度条件下的拟沸腾传热特性

试验段热流恒定，通过改变预热段的热流，改变试

验段的入口温度。图 6为恒定热流密度 1000kW/m2，燃

料入口温度从常温升高到 396℃时，试验段内燃料的

传热性能趋势图。在试验工况下，由于管子长度较

短，在入口燃料温度为常温的条件下，燃料的出口温

度小于 400℃。通过提升入口燃料温度，燃料的出口

温度最高达到了 650℃以上。

从图 5可以看出，热流密度达到 1000kW/m2，即

使入口燃料温度为常温，壁温也达到（400~500）℃区

间，发生拟沸腾。内壁温随着燃料温度升高有逐渐

升高的趋势。燃料温度约 380℃（拟临界温度点附

近），内壁温有一个峰值，正是在此峰值处，是燃料传

热系数的一个转折点（极小值点）。燃料温度低于

380℃，传热系数随燃料温度升高而缓慢增加；燃料温

度大于 380℃，换热系数增速加快。如图 6所示，随着

燃料温度升高，试验段内燃料经历了拟沸腾传热强

化，拟临界点附近的沸腾传热弱化，和拟临界温度点

后的传热强化过程。

4 结 论

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超（近）临界航空煤油 RP-3在壁温达到拟临

界温度后，会发生拟过冷沸腾传热现象，拟沸腾的起

始温度和沸腾壁温受到热流密度和质量流速的影

响，其本质是拟沸腾与湍流的相互作用。

（2）超临界 RP-3传热区域可划分为类液态强制

对流传热区、拟过冷沸腾传热区和类气态强制对流

传热区。

（3）在拟过冷沸腾区域，随着流体温度升高和

热流密度增加，沸腾传热系数增加；拟临界温度区

域会发生传热弱化；燃料温度大于拟临界温度，燃

料处于超临界类气态，发生传热强化，且换热系数

大幅增加。

本文采用不锈钢作为试验段，未能对拟沸腾传

热拍摄直观图像。下一步研究工作计划研制高温可

视化装置和技术，开展碳氢燃料拟沸腾可视化相关

研究。

致 谢：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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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船用6135型脱碳塔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船舶CO2排放，已成为当前船舶碳减排的研

究热点。以《MARPOL73/78公约》附则VI关于船舶CO2的排放要求为目标，采用NaOH溶液对船舶尾气

中的CO2进行捕集。在研究了NaOH溶液与CO2气液两相传质的基础上，通过数值模拟与实验相结合的

方法对船用脱碳塔性能进行优化。本文分别研究了脱碳塔的烟气进气入口形式、入口倾斜角度、喷嘴喷

雾锥角与喷嘴的布置方式改变对脱碳塔脱碳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烟气进气入口形式为切入式进

气、入口倾斜角度为15°、喷嘴喷雾锥角为90°、最上部的喷嘴向上喷射且高度与中部喷嘴位于同一水平

面时，脱碳塔的脱碳效率能够提高4.42%，数值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较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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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of Marine 6135 Decarbonization 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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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hip 6135 decarbonization tower based on quick and effective effect can reduce the ship
CO2 emissions，which becomes the current research focus of ship CO2 emission reduction. CO2 emission re⁃
quirements of ships in Annex VI of《MARPOL 73/78》Convention are taken as the target，the capture of CO2
from ship’s emission is studied by using NaOH solution. After the study of the gas-liquid two-phase mass
transfer of NaOH solution and CO2，the 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of the existing decarburization tower is re⁃
searched by the method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The effects of the entrance form
and the angle of exhaust gas intake，the spray cone angle and the layout of nozzle on decarburization efficiency
of decarburization tower are optimi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trance of the exhaust gas is in the form of
cut in intake，the entrance angle is 15°，the nozzle spray cone angle is 90°，and the top nozzle is rearranged
to spray upward，and the height is at the same level with the middle nozzle，the decarburization efficiency of
the decarburization tower is improved by 4.42%.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test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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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船舶在运输途中所产生的 CO2排放量在不断的

增加，对全球气候造成的影响越来越严重。国际海

事 组 织（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以 下 简

称：IMO）研究报告指出 2020年全球航运船舶所排放

的 CO2占据全球 CO2总排放量 6%左右，如果不加控

制，全球船舶 CO2 排放量在 21世纪中期有可能翻

倍［1］。国际海事组织（IMO）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

（MEPC）第 72届会议于 2018年 4月 9日至 13日在伦

敦召开，以第MEPC.304（72）号决议通过了《IMO船舶

温室气体减排初步战略》［2］。战略提出国际航运碳强

度下降的具体目标：到 2030年，国际航运每单位运输

活动的平均 CO2排放量与 2008年相比至少降低 40%，

并力争到 2050年降低 70%［3］。由于船舶用脱碳塔能

够有效的减少船舶 CO2排放，已成为当今研究的热

点，具有重要经济和社会效益。

目前，国内外常用的 CO2捕集方法有吸收法、吸

附法、膜分离法、低温蒸馏法、化学循环燃烧法、水合

物等［4］。江南大学沈鹤鸣等［5］采用氢氧化钙固碳，研

究了 CO2浓度和碳化时间对碳化速率以及碳化产物

强度的影响，得出不均匀碳化是导致高 CO2浓度下碳

化产物强度较低的主要因素；Du等［6］指出不同质量

分数对 CO2吸附率的影响顺序为：氢氧化钠>水>羧甲

基淀粉钠。Wang等［7］提出了使用碱性 NaOH溶液来

吸收船舶尾气中 CO2的方法，设计出了一套船舶脱碳

系统，研究表明 CaO固体颗粒的存在可以提高 NaOH
溶液吸收船舶尾气 CO2的脱碳效率。Zhang等［8］采用

CFX软件对鼓泡塔内 NaOH溶液吸收 CO2过程进行了

数值模拟，对 CO2在水中的物理吸收以及在 NaOH溶

液中的化学吸收进行了模拟。Chiang等［9］在氢氧化

钠水溶液中加入甘油，很容易使 CO2的总吸收效率提

高 到 90% 以 上 。 Park 等［10］利 用 CaO 的 溶 液 加 入

NaOH与 KOH吸收 CO2的饱和溶液中，以减少矿化固

定二氧化碳形成金属碳酸盐所需的额外能量。Johny
等［11］研制了一种简单实用的二氧化碳捕集装置，用

喷嘴喷洒 NaOH吸收 CO2生成 Na2CO3，发现在 NaOH
溶液摩尔浓度为 5mol/L时，CO2的吸收速率最大。Ti⁃
randazi等［12］利用黄原胶，NaOH溶液与 CO2，采用田口

方法实验考察了温度、液膜厚度、粘度、NaOH浓度等

主要操作参数对 CO2脱除率的影响。

从现有的文献分析，碱法脱碳的研究多集中在

碱性试剂吸收 CO2的表像及特性，并没有把传热传质

和化学反应过程考虑在内，鲜见有将碱法脱碳应用

于船舶尾气处理方向。基于此，本文以船用 6135型
脱碳塔为研究对象，选择高效的化学吸收法，利用工

程软件进行传热传质和化学反应过程的数值计算，

分析脱碳塔内的气液两相流场、组分中 CO2的浓度场

等，研究烟气进气入口形式、进气入口倾斜角度、喷

嘴喷雾锥角以及喷嘴的布置方式等因素对脱碳塔脱

碳效率的影响，通过数值模拟与实验相结合的方法，

提出脱碳塔脱碳效率的优化方案，为船用脱碳塔的

开发与应用提供理论与实验支撑。

2 方 法

2.1 实验系统与测量方法

2.1.1 实验系统

船用脱碳塔系统工作原理如图 1所示。船舶柴

油机按负荷特性运行，含有 CO2的柴油机尾气由经烟

气冷却器冷却后，再由鼓风机送至脱碳塔 7中；同时

药品循环泵把一定流量的 NaOH溶液从贫液柜 14中
送到脱碳塔内部的三个雾化喷嘴处；烟气从脱碳塔

底部进气口进入脱碳塔内，向上运动，与雾化喷嘴喷

出的碱性 NaOH溶液逆向接触，气液两相在液滴表面

发生强烈气液传质以及化学反应，进而把烟气中的

CO2脱除；被脱除 CO2后的混合气体通过除雾器后，从

脱碳塔顶部烟气出口排出；吸收 CO2气体后的 NaOH
溶液从脱碳塔底部出液口通过回流管进入再生池 9
中。通过加药漏斗 10加入 CaO固体颗粒与再生池中

的富液进行反应后产生 CaCO3沉淀物，然后利用固液

分离装置 12进行分离，分离出的固体沉淀物和 NaOH
贫液分别进入固体收集柜 13和贫液柜 14中，实现

NaOH溶液循环利用。

2.1.2 实验设备及药品

试验过程中主要用到的设备：6135G128ZCa型船

用四冲程柴油机、自行设计的 6135型船用脱碳塔、

KSD/LQQ/200KW型烟气冷却器、德图 Testo350烟气

分析仪、4-72-3.2A型风机、G30-2型单螺杆泵、德图

Testo425热敏风速仪和 MP512-02精密型 PH计等。

部分实验设备见图 2所示。

实验过程中用到的药品：船用轻质燃料油、工业

级 NaOH粉末和 CaO固体颗粒。

2.1.3 测量方法

对于气体流量与温度的测量使用的是德图 Tes⁃
to425热敏风速仪；对于液体流量的测量使用的是广

州康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LZS-32型液体转子

流量计；对于烟气中 CO2浓度的测量使用的是 Tes⁃
to350烟气分析仪；使用 MP512-02精密型 PH计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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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OH溶液的浓度与温度。

2.2 模型描述

2.2.1 物理模型

本文选用的是 6135型船用脱碳塔，塔参数如表 1
所示。

数值模拟的计算区域为脱碳塔底部到脱碳塔顶

部气体出口之间的全部区域，认为塔底部 NaOH溶液

对气相流场不会造成影响。为了准确高效地划分网

格以及数值模拟结果的收敛性，将脱碳塔的原型作

了简化，假设塔内 NaOH溶液管路附件对脱碳塔内部

气液两相流场没有影响，把喷嘴设置成射流源，脱碳

塔上部的除雾器只除去液体，对脱碳效率与脱碳过

程没有影响。

使用脱碳塔的三维结构物理模型示意图与网格

划分如图 3和图 4所示。

在进行数值模拟过程总，作了以下基本假设：

Table 1 Basic parameters of 6135 decarbonization tower

Parameters
Height of decarburization tower/m
Diameter of decarbonization tower/m

Exhaust gas inlet diameter/m
Exhaust gas intake mode

Exhaust gas outlet diameter/m
Number of nozzles
Nozzle type

Nozzle height/m

Value
3
0.3
0.125

Cut in intake
0.125
3

Solid cone
1.4，2.0，2.8

1-6135G128ZCa engine；2-Exhaust pipe；3-Bypass-valve；4-Exhaust export；5-Cooler；6-Draught Fan；7-Decarburization tower；8-
nozzle；9- Regeneration tank；10- Dosing funnel and cover plate；11-Settling tank；12-Separation equipment；13-Solid collection

tank；14-Poor fluid；15-Pump；16-Exhaust analyzer
Fig. 1 Recovery system of ship’s CO2

Fig. 2 Experimental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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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塔内烟气为不可压缩流动，当作理想气体处理。

（2）液滴为刚性球体，直径按照 Rosin-Rammber分布。

（3）因为液滴之间直径相差很小，它们之间的碰撞也

可以忽略［13］。因本文所用液滴的韦伯数很小，故忽

略液滴之间的破碎［14］。此外，依据参考文献［15］，忽

略液滴之间的聚并。（4）在数值模拟时不考虑因液滴

蒸发、变形与传质时所造成的烟气速度以及液滴曳

力系数的改变。（5）气液两相和塔壁间的热交换忽略

不计，当液滴碰撞到塔壁之后顺着塔壁面留下，对气

相不再有影响。

在进行三维建模与网格划分时，从多个因素衡

量，决定采用非结构化网格对脱碳塔几何模型进行

网格划分。气相以速度入口和压力出口为边界条

件，液相以逃逸为边界条件。采用二阶迎风格式作

为守恒方程的离散格式，采用 SIMPLEC算法计算压

力-速度耦合定常流。

2.2.2 动力学模型

脱碳塔内的流体动力学可以看作是由连续相的

烟气和离散相的液滴组成的两相流，由于离散相液

滴的分散体积率远小于 10%，本文采用 E-L模型对两

相流的流动和传热特性进行数值模拟。采用拉格朗

日坐标方法对离散相液滴的流动进行模拟，优点是

不仅可以对液滴粒径分布进行建模，而且还能够把

连续相和离散相的耦合结果所产生的影响考虑在

内。对于气相湍流，使用标准 k - ε模型和标准壁函

数，分别求解塔内完全湍流区和近壁湍流区。控制

方程有连续性方程、动量方程、能量方程、湍动能、耗

散率、浓度守恒方程。这些方程的通用方程可以表

示为［16-17］

∂( ρΦ )
∂t + ∂( ρuΦ )∂t + ∂( ρvΦ )∂t + ∂( ρwΦ )∂t =

∂
∂t (Γ

∂Φ
∂x ) +

∂
∂t (Γ

∂Φ
∂y ) +

∂
∂t (Γ

∂Φ
∂z ) + S （1）

式中 ρ为气相密度，kg/m3；t为时间，s；u，v，w分别

为气相在 x，y，z三个方向上的速度，m/s；Φ为通用因

变量；Γ为各方程变量的扩散系数；S为各守恒方程的

源项。Φ，Γ，S的具体内容如表 2所示。

采用颗粒轨道模型（DPM）对塔内液滴的运动进

行描述，采用随机漫步模型（Random Walk Model）描

述湍流对液滴运动的影响。因液体密度远远大于气

体密度，热应力、Saffman升力以及布朗力都忽略不

计，只考虑重力与曳力。

对于离散相颗粒轨道的求解是利用颗粒作用力

微分方程积分得到，离子作用力平衡方程为［18］

dup
dt = FD (u - up ) +

gx ( ρp - ρ )
ρp

+ Fx （2）

式中 FD = 18μρpd2
CDRed
24

式 中 Red = ρd|up - u|μ
，CD = a1 + a2

Re
+ a3
Re

；等 式

右边第一项为颗粒单位质量曳力，第二项为颗粒重

力，第三项为其它作用力。u为连续相速度，m/s；up为
颗粒相速度，m/s；μ为连续相粘度，Pa·s；ρ为连续相

密度，kg/m3；ρp 为颗粒密度，kg/m3；d为颗粒直径，m。

在考虑气液传质时，用不同守恒方程的源项（Sm，Su，

Se，Scon）来描述气体吸收对连续相的影响。

2.2.3 CO2吸收模型

CO2的吸收效率可以表示为［19］

dCCO2
dt = -NCO2α （3）

式中，CCO2 为液相中 CO2的摩尔浓度，mol/m3；t为

吸收时间，s；NCO2 为 CO2总传质通量，mol/（m2·s）；α为

单位体积中有效气液传质面积，m2/m3。

NaOH溶液吸收 CO2的过程为一个典型相际间传

质过程，因为液滴的粒径大小只有几百微米，不考虑

Fig. 3 Physical model of decarbonization tower

Fig. 4 M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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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滴在内部的扩散，因此按照双模理论来建立 CO2的
吸收传质理论模型，在气液相界面上总传质通量方

程为

NCO2 = KG ( pCO2,g - pCO2,i ) （4）
式中 KG为气相总传质系数，mol/（m2·s·Pa）；pCO2，g

为气相中 CO2的分压，Pa；pCO2，i为气液相界面上 CO2的
平衡分压，Pa。对于快速化学反应，pCO2，g 远远大于

pCO2，i，所以 pCO2，i 约等于零。气相总传质系数可以表

示为

1
KG
= 1
kG
+ HCO2
βkL

（5）
式中 kG 为气相中 CO2 的传质系数，mol/（m2·s·

Pa）；β为化学增强因子；HCO2 为 CO2亨利常数，Pa·m3/
mol；kL为液相中 CO2的传质系数，mol/（m2·s·Pa）。kG
可根据 Frossling方程得出［20］

Sh = kGd
DCO2,G

= 2 + 0.55Re0.5Sc0.333 （6）

式 中 ，Re = d | u - up | ρ/μ；Sc = μ
ρDCO2，G

；DCO2，G =

9.86 × 10-9T 1.75 [ 1
MN2

+ 1
MCO2

]0.5

1 × 10-6 p (VCO2 1/3 + VN2 1/3 )
；式中，Re是雷诺数；

Sh和 Sc分别是舍伍德数和传质施密特数；u和 up分别

为气体和液滴速度，m/s；ρ和 μ分别为气体密度和粘

度，kg/m3和 Pa·s；DCO2，G 为 CO2在气相中的扩散系数，

m2/s；MN2 和 MCO2 分别为 N2和 CO2的摩尔质量，g/mol；
VN2和 VCO2分别为 N2和 CO2的分子体积，cm3/mol。

液相传质系数 kL可由式（7）确定［21］

Sh = kLd
DCO2,L

= 0.75Red 0.5Sc1/3 （7）
式中 DCO2，L 为液相中 CO2的扩散系数，m/s；可根

据利用修正后的 Stokes-Einsteing方程估算

DL
CO2 = DH2OCO2 (

μH2O
μNaOH

)0.8 （8）

DH2OCO2 = 2.35 × 10-6 exp ( -2119TL
) （9）

式中 DH2OCO2 为 CO2在水中的扩散系数，m/s；μH2O 和
μNaOH 分别为水和 NaOH溶液的粘度，Pa·s；TL 为液相

温度，K。
对于低浓度的 NaOH溶液，NaOH溶液对亨利常

数的影响很小，因此常使用 CO2在水中的亨利常数代

表 CO2在 NaOH溶液中的亨利常数［22-23］

HCO2 = 2.8249 × 106 exp ( -2044TL
) （10）

虽然 NaOH溶液与 CO2之间会发生复杂的化学反

应，有研究发现可以把它们之间的反应当作假一级

反应。当反应为假一级反应时（3 < Ha ≤ β t），化学传

质增强因子与八田数相等［24］

β = Ha = k ovDCO2,L

kL
（11）

式中 β 为瞬时化学传质增强因子；Ha为八田数；

kov为假一级反应速率［24］。

液滴在吸收段的停留时间可以通过索特平均直

径 d0 的定义和其在流场中的受力情况推算出，进而

可以计算出单位体积有效的气液传质面积 α

Table 2 Parameters listed in universal equation

Conservative equation
Mass

Momentum-x

Momentum-y

Momentum-z

Turbulence kinetic energy

Dissipation rate

Energy

Concentration

Φ

1
u

v

w

κ

ε

E

C

Γ

0
μeff = μ + μ t
μeff = μ + μ t
μeff = μ + μ t

μ + μ t
σκ

μ + μ t
σε

μ
PE
+ μ t
σE

ρ (D + D t
σ c
)

S

Sm

- ∂P∂x +
∂
∂x ( μ eff

∂u
∂x ) +

∂
∂y ( μ eff

∂u
∂x ) +

∂
∂z ( μ eff

∂u
∂x ) + Su

- ∂P∂y +
∂
∂x ( μ eff

∂u
∂y ) +

∂
∂y ( μ eff

∂u
∂y ) +

∂
∂z ( μ eff

∂u
∂y ) + Sv

- ∂P∂z +
∂
∂x ( μ eff

∂u
∂z ) +

∂
∂y ( μ eff

∂u
∂z ) +

∂
∂z ( μ eff

∂u
∂z ) + Sw

Gκ + ρε
ε
κ
(C1εGκ - C2ε ρε )

Se

S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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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 6Qτ
Hd0

（12）
式中，d0为液滴索特平均直径，m；Q为塔截面上

喷淋密度，m3/（m2·s）。

因此，CO2的吸收速率为

dCCO2
dt = -NCO2αc = -KGαpCO2 （13）

式中 KGα为体积总传质系数，mol·Pa/（m3·s）。

因此，质量守恒方程的源项为

Sm = -NCO2αMCO2 = -KGαpCO2M CO2 （14）
组分 CO2浓度守恒方程源项为

S con = -NCO2αMCO2 = -KGαpCO2M CO2 （15）
根据上述传质机理，通过 FLUENT18.0软件中的

用户自定义程序（UDF），利用相应的宏定义，编写

CO2吸收模型，加载到 FLUENT软件中，完成脱碳塔对

CO2吸收过程的数值模拟。

2.2.4 CO2脱除效率

吸收效率 η在化工实验过程中经常用来表示混

合气体通过塔吸收设备吸收之后的吸收程度，其可

表达成

η = X 1 - X 2
X 1

× 100% （16）
在实验过程中测量得到的是 CO2体积浓度，也就

是摩尔分数，它们之间的关系为

X = c
1 - c （17）

因此，CO2的脱除效率可以表达为

η = c1 - c2
c1 (1 - c2 ) × 100% （18）

式中 c1为脱碳塔进口 CO2的体积浓度，mol/m3；c2
为脱碳塔出口 CO2的体积浓度，mol/m3。

2.2.5 CO2吸收模型验证

在数学模型中输入实验参数，即：进气方式为水

平切入进入脱碳塔；NaOH溶液浓度、温度、流率分别

为 2mol/L，25℃，4m3/h；喷嘴设为喷雾锥角为 90°的空

心锥喷嘴；柴油机为负荷特性工况，即怠速、25%负

荷、50%负荷、75%负荷、100%负荷；烟气温度冷却到

30℃。脱碳塔内 CO2浓度分布云图见图 5所示。烟气

从脱碳塔进口进入，在塔内与喷嘴喷射出的雾化液

滴逆流接触，不断地进行气液传质与化学反应，烟气

中的 CO2不断地被 NaOH溶液吸收，从而使得塔内

CO2浓度逐渐降低。CO2浓度随着塔内高度的增加呈

逐渐减小。

为了验证 CO2吸收模型的有效性，开展船舶 6135
型脱碳塔脱碳实验，实验条件与数值模拟条件相同，

测得脱碳塔出口 CO2浓度如表 3所示。

在得到数值模拟和实验脱碳塔出口的 CO2浓度

Fig. 5 CO2 concentration on longitudinal sections and horizontal sections under different loads

Table 3 Exhaust gas parameters under different loads

Load
Gas velocity/（m/s）
CO2 concentration/%

Idling
11.8
1.78

25%
13.8
2.85

50%
16.5
4.58

75%
18.6
6.02

100%
18.9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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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根据式（18）计算出 6135型脱碳塔的模拟与实验

脱碳效率，如表 4所示。

当柴油机负荷增加时，烟气进气速度增大，这会

显著地减少烟气在脱碳塔内的停留时间，从而大大

减少 CO2气体与 NaOH溶液的接触传质和化学反应时

间，故脱碳塔的脱碳效率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船

舶柴油机在不同负荷下工作，6135型船舶脱碳塔模

拟时的平均脱碳效率为 28.48%，实验时的平均脱碳

效率为 27.25%，实验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基本吻合。

平均脱碳效率数值模拟结果比实验结果大 1.23%，误

差在 5%以内，由此可以说明 CO2吸收模型具有良好

的有效性。模拟值比实验值偏大，其主要原因是数

值模拟是在理想的状态下进行的，而真实实验时，喷

嘴喷射出的 NaOH小液滴没有完全与气体接触，传质

效率下降，造成吸收率降低。

3 性能优化

3.1 烟气进入脱碳塔入口形式优化

不同的烟气进气入口形式对脱碳塔的内部流场有

影响，从而影响气液传质的效果，影响脱碳效率。对水

平直入式，见图 6（a）所示，与水平切入式，见图 6（b）所

示，这两种进气入口形式进行了研究，分别对这两种

烟气进气入口形式的脱碳塔进行数值模拟与实验研

究，其结果见图 7所示。

从图 7中数据可以看出，当烟气进气入口形式为

水平直入式时，脱碳塔的脱碳效率平均平均模拟值

为 26.31%，平均实验值为 25.16%；当烟气进气入口形

式为水平切入式时，脱碳塔的脱碳效率平均模拟值

为 28.48%，平均实验值为 27.25%。水平切入式的模

拟值比水平直入式大 2.17%，实验值大 2.09%。

原因是因为当烟气进气方式为切入式进气时，

气体在塔内螺旋上升，有利于塔内气流场较为均匀

分布，从而有利于烟气与液滴充分接触。而当烟气

进气方式为直入式时，大部分气体沿着对面塔壁上

升，塔内流场分布严重不均，气液难以充分混合，影

响气液接触传质效果，因此吸收效率低。由此可见

烟气进气入口形式为水平切入式时，脱碳塔的脱碳

效率高。

随着柴油机负荷的增加，不管烟气进气入口形

式是水平直入式还是水平切入式，6135型脱碳塔的

脱碳效率都逐渐降低。但是在相同负荷下，水平切

入式的脱碳效率大于水平直入式的脱碳效率。

3.2 烟气进气入口倾斜角度优化

有研究发现［25］，当烟气进气入口向下倾斜一定

的角度，可以有效地减少气体贴壁流动，并改善气体

在塔内分布不均匀的现象，从而提高脱碳塔的吸收

效果。分别通过数值模拟和实验的方法研究了烟气

切向进气入口倾斜角度对脱碳塔脱碳效率的影响。

其它实验条件不变，柴油机在怠速下，分别对切向入

口向下倾斜 0°，5°，10°，15°，20°的脱碳塔进行研究，

其模拟与实验结果对比，见图 8所示。

由图 8可知，当烟气进气入口从水平（0°）切向入

口增大到烟气进气入口倾斜角度为 15°时，脱碳塔的

Fig. 8 Comparison between simulation results and test

results of inclined inlet angle

Fig. 7 Comparison between simulation results and test

results of gas inlet form

Table 4 CO2 absorption rate under different loads

Load
Absorption rate1
Absorption rate2

Idling
31.33%
30.15%

25%
29.93%
28.66%

50%
28.42%
27.12%

75%
26.83%
25.58%

100%
25.87%
24.73%

Average
28.48%
27.25%

Note：1 means simulation result, 2 means experimental result.

Fig. 6 Exhaust gas inlet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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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碳效率在逐渐的增大，实验值脱碳效率从 30.15%
增大到 31.17%。而当烟气进气入口倾斜角度从 15°
增大到 20°时，脱碳塔的脱碳效率下降到了 30.94%。

实验结果与模拟结果变化趋势一致。当烟气进气入

口倾斜角度为 20°时，脱碳效率的模拟值为 32.48%，

进一步模拟了当烟气进气入口倾斜角度进一步增大

为 25°时，脱碳效率为 31.86%，可见脱碳效率呈持续

降低趋势。因此，当烟气进气入口倾斜角度为 15°
时，是脱碳塔入口优化的最佳入口倾斜角度，此时脱

碳塔具有较高的脱碳效率，模拟值为 32.79%，实验值

为 31.17%。原因是当烟气进气入口向下倾斜时有利

于烟气流动的均匀，降低了塔入口区的阻力，更利于

气液传质，从而提高了脱碳效率。但是当烟气进气

入口倾斜角度过大时，如 20°及以上时，烟气在表面

张力的作用下，集中在上壁面，使得下部分烟气十分

稀疏，造成烟气脱碳效率反而降低，故入口倾斜角度

不宜过大。

3.3 喷嘴喷雾锥角优化

喷嘴喷雾锥角会影响喷淋液的覆盖角度和覆盖

面积，从而会对脱碳塔的脱碳效率造成影响，故对喷

嘴喷雾锥角大小进行优化。为了研究喷雾锥角对脱

碳塔脱碳效率的影响，分别选取 60°，90°，120°这三种

喷雾锥角的实心锥喷嘴，烟气选为切向进气入口并

向下倾斜 15°，对脱碳塔的脱碳效率进行数值模拟与

实验，柴油机在怠速下运转，其它条件不变。脱碳塔

的脱碳效率见图 9所示。

由图 9可知，实验发现：当喷嘴喷雾锥角大小从

60°增大到 90°时，脱碳塔的脱碳效率也随之增大，脱

碳效率从 28.45%增大到 31.17%。而当喷嘴喷雾锥

角从 90°增大到 120°时，脱碳塔的脱碳效率却在降

低，脱碳效率从 31.17%降低到了 29.02%。主要是因

为喷雾锥角较小时，喷嘴喷射出的液滴群覆盖面积

小于脱碳塔的截面，一部分烟气绕过液滴贴近壁面

溜走了，未能与液滴充分接触进行传质和化学反应，

从而导致总体的烟气中 CO2浓度偏高，脱碳效率低。

当喷嘴喷雾锥角过大时，喷嘴喷射出的液滴群覆盖面

积大于脱碳塔的截面，一部分液滴直接喷射到壁面上

顺着壁面留下来，这部分液滴未能充分利用，这也会

影响脱碳效率。实验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变化趋势

一致。由此可见，脱碳塔的最佳喷嘴喷雾锥角大小为

90°为宜，此时，模拟值为 32.79%，实验值为 31.17%。

3.4 喷嘴的布置方式优化

有研究发现［26］，当位于最上部的那个喷嘴的喷

射方向调为向上喷射，并且所在的位置高度不低于

中部向下喷射的喷嘴时，能够提高脱碳塔的吸收效

果。本研究将最上部的喷嘴重新布置为向上喷射，

高度与中部喷嘴位于同一水平面，其数值模拟与实

验结果见图 10所示。

由图 10可知，喷嘴布置方式改变后，脱碳塔的脱

碳效率都比未优化前有所提高，数值模拟值比实验

值稍微大一些，但变化趋势一致。实验测得脱碳塔

的脱碳效率从 30.15%提高到了 30.49%；当柴油机在

25% 负 荷 运 行 时 ，脱 碳 效 率 从 28.66% 提 高 到 了

29.01%；当柴油机在 50%负荷运行时，脱碳效率从

27.12%提高到了 27.56%；当柴油机在 75%负荷运行

时，脱碳效率从 25.58%提高到了 26.10%；当柴油机

在 100%负荷运行时，脱碳效率从 24.73%提高到了

25.02%。结果表明：对最上部的喷嘴重新布置为向

上喷射，高度与中部喷嘴位于同一水平面时，脱碳塔

的脱碳效率会有所提高。其原因是当最上部的喷嘴

向上喷射时，烟气能够与喷嘴喷出的处于上升过程

Fig. 9 Comparison between simulation results and test

results of nozzle cone angle

Fig. 10 Comparison between simulation results and test

results of nozzle arr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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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吸收液同向接触，因为是同向运行，所以气液接

触时间更长。此外，上部喷嘴喷射出的吸收液在下

落的过程中也能够与烟气逆向接触，进行强化气液

传质，相对传质时间延长，提高了船用脱碳塔的脱碳

效率。

3.5 优化前后脱碳塔脱碳效率对比

优化前的脱碳塔的进气方式为水平直入式进

气，喷嘴布置方式为常规布置。优化后的脱碳塔的

进气入口形式改为切入式进气、入口向下倾斜角度

15°，喷嘴喷雾锥角大小为 90°，且把最上部的喷嘴布

置为向上喷射，高度与中部喷嘴位于同一水平面。

其数值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见图 11所示。

从图 11可以看出，脱碳塔的脱碳效率数值模拟

值提高了 4.64%，实验值提高了 4.42%。

4 结 论

本文对船舶 6135型脱碳塔性能进行了优化研

究，可以得到以下一些结论：

（1）当烟气进口形式从水平进入优化成垂直进

入后，烟气能够在脱碳塔内形成环形流动，有利于气

液接触；且进气向下倾斜 15°时，脱碳效率最优，达到

31.17%。

（2）喷嘴喷雾锥角大小为 90°且最上面的喷嘴向

上喷射，能够有效地增加气液传质效率，继而提高脱

碳效率。

（3）优化后的脱碳效率能够提高 4.42%左右，可

为今后船用脱碳塔的设计及性能优化提供参考。

致 谢：感谢上海市科委基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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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 5kW离子推力器功率宽范围工作能力，采用试验的方法得到阳极电流和屏栅电

压与其性能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离子束流随阳极电流增大呈线性增大。当屏栅电压增加时，推

力器离子束流先增大然后趋于稳定，加速栅电流单调减小。推力随功率增大呈线性增长，比冲随功率的

增大呈非线性增长，在功率 308~4813W下实现了推力 12~184mN，比冲 1817~3538s，效率 34%~67%的

宽范围调节。同时推力器效率随功率增大逐渐增大，并在 2902W时存在明显拐点，在实际在轨应用中

要根据任务需求确定最佳工作区间，提高推力器性能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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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5kW ion thruster over a wide range of input power，
the effects of anode current and screen grid voltage on performance of 5kW ion thruster are presented by experi⁃
mental method.The results show that ion beam current increases linearly with anode current.When the screen grid
voltage increases，ion beam current tends to be stable after a corresponding increase，and the acceleration grid
current decreases monotonically. Thrust increases linearly and specific impulse increases nonlinearly with input
power，the ion thruster can operate steadily over an input power envelope of 308~4813W，thrust range of 12~
184mN，specific impulse variation of 1817~3538s，and efficiency range of 0.34~0.67. The efficiency increases
with increasing input power，there is an adjusted turning at the input power 2902W，the best adjustment interval
should b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task in the practice application. Controlling these parameters reasonably can
improve the stability of characteristics and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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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电推力器主要用于航天器姿态控制、轨道转移、

深空探测推进、无拖曳控制等任务。离子电推进因

其比冲高、寿命长等优点受到各国的重视，为了适应

空间环境多样性，变推力离子推力器成为各国研究

的热点［1-3］。

在深空探测领域，离子电推进因其显著优势得

到广泛应用，美国相继研制和发射了“深空 1号（DS-
1）”探测器和“黎明号（DAWN）”探测器，其配备的离

子电推进系统 NSTAR主要承担航天器巡航阶段的

主推进任务，同时承担部分时期的俯仰和偏航控制

任 务 ，其 离 子 推 力 器 功 率 0.5~2.3kW，比 冲 1951~
3083s，推力 19.5~92mN，效率 38%~59%［4-6］。为了火

星采样返回、木星探测等任务，NASA开发的大功率

离 子 推 力 器 NEXT，功 率 0.5~6.9kW，比 冲 1400~
4190s，推力 25.5~236mN，效率 32%~71%，地面验证

寿命已超过 51184h［7-8］。针对深空探测任务 NASA
对 XIPS-25 离子推力器开展了功率为 0.3~4.5kW的

宽范围调节实验，研究表明：功率在 0.3~4.5kW下可

实 现 推 力 14.4~173.7mN、比 冲 1610~3664s、效 率

35%~66%的宽范围调节［9-10］。俄罗斯研制的 IT-500
离 子 推 力 器 束 流 直 径 为 50cm，能 够 实 现 推 力

375mN、585mN 和 750mN 三种模式可调，最大比冲

7142s［11］。 2018年欧空局（ESA）和日本宇宙航空研

究 开 发 机 构（JAXA）联 合 发 射 的 贝 皮 科 伦 布 号

（BepiColombo）配备了英国研制的 T6离子推力器执

行水星探测相关任务［12-14］。

通过调节阳极电流、屏栅电压来实现推力大范

围连续调节的离子推力器在国外已完成在轨飞行验

证和工程应用，但对其详细调节试验控制策略及各

调节参数对推力器性能的影响公开资料较少。Her⁃
man等［15］指出屏栅电压影响束流的正常聚焦引出，同

时栅间距的一致性对束流正常聚焦屏栅电压的选择

也存在较大影响。

近期我国已启动小行星探测相关任务，论证选

择 5kW级电推进系统作为主推进为小行星探测器从

地球向主带彗星转移段提供推力，为小行星交汇和

主带彗星交汇提供制动力［16-17］。深空探测器不断飞

行使之与太阳距离不断改变，太阳能帆板输出功率

不同，离子推力器需要与太阳能帆板输出功率进行

匹配，我国深空探测离子电推进研究才刚刚起步，急

需开展小行星探测 5kW级离子推力器研制及宽范围

调节相关放电参数匹配试验研究。

在国内调节阳极电流、屏栅电压来实现离子推

力器多模式化及其对推力器性能影响的研究刚刚起

步，部分高校仿真开展了多模式化下离子推力器栅

极引出特性研究［18］。王雨玮等［19］通过试验和数值模

拟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小型离子推力器放电电压和

屏栅电压的变化对其工作性能的影响，赵以德等［20］针

对 10kW级离子推力器开展了功率宽范围调节研究，

依据功率调节方法确定了 40cm离子推力器 1~10kW
多模式工作点电参数，郑茂繁等［21］开展了 1kW级离子

推力器 40~60mN双模式的性能扩展研究，针对 5kW级

离子推力器，通过试验的方法开展阳极电流和屏栅电

压对推力器性能研究的公开资料较少。

本文以 5kW离子推力器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分

析的基础上完成离子推力器的设计和测试平台的搭

建，研究离子推力器放电与引出特性，分析讨论离子

束流与阳极电流、屏栅电压，屏栅电压与加速栅电

流，功率与推力、比冲、效率之间的关系。

2 实验设备和方法

实验所采用的离子推力器为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

究所针对小行星探测任务研制的 5kW离子推力器原理

样机。5kW离子推力器采用四极环型会切场放电室，

石墨顶触持极六硼化镧空心阴极，变孔径凸面三栅极

离子光学系统，石墨顶触持极六硼化镧中和器。

离子推力器变推力调节实验是在兰州空间技术

物理研究所 TS-7B电推进真空实验系统上开展的，

TS-7B电推进真空实验系统包括主舱和副舱，其中

主舱长度 10m，直径 4.5m，副舱长度 1.5m，直径 2m，

真空系统配备有束流特性测试诊断设备，推力器推

力测量系统，供气及控制系统。激光干涉推力测量

系统基本原理是采用激光干涉仪测量弹性杆垂吊

安 装 的 离 子 推 力 器 在 点 火 工 作 前 后 的 微 小 位 移

量，然后利用实验前采用砝码标定得到的力与位

移间的函数关系计算得到推力。束流特性测试诊

断设备中屏栅电源输出能力为 0~2kV，0~5A，阳极

电源输出能力为 0~50A/0~100V，输出控制精度为±
0.05。真空室的抽气由 6台外置式低温泵和 20台内

置式低温泵来完成，当真空系统本底真空度为 5.0×
10-5Pa，离子推力器通入氙气工质 8.5mg/s，工作真空

度≤1.0×10-3 Pa。
用于小行星探测的 5kW离子推力器变推力阳

极电流调节实验方法是在保持供气不变条件下，通

过调节阳极电流从而改变推力器离子束流进而调

节推力，以 1A步长调节阳极电流，直到放电电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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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36V或推力器离子束流不能稳定引出。用于小

行星探测的 5kW多模式离子推力器推力、比冲调节

范围大，工况多。为了方便研究说明，在屏栅电压

调节试验时，根据推力器宽范围调节参数匹配，将离

子推力器供气供电定义为小推力和大推力两种典型

工况模式，以 3kW功率为临界点，3kW以下定义为小

推力模式，3kW以上定义为大推力模式。屏栅电压

调节实验方法是分别保持各模式下供气，阳极电流

不变，以 50V步长调节屏栅电压直到加速或减速电流

超过 20mA，在调节过程中同时研究屏栅电压与加速

电流的关系，通过推力测量装置完成推力测量，通过

离子推力器工作参数和性能计算公式确定了推力器

的各性能指标，图 1为推力器现场工作图。

3 结果和讨论

3.1 阳极电流与离子束流

离子束电流定义为到达栅极总的离子电流乘以

栅极的离子透明度 Ts，即

Ib = 12 n i eva A sT s （1）
假设离子轰击加速或减速栅极产生的电流损失

很小，可以忽略，式中 n i为放电室到达屏栅的离子密

度，e为电子电荷，va是离子声速，As是离子损失区域的

总面积，在这里假定是栅极的面积。阳极电流大小影

响离子电荷密度，屏栅电压影响栅极的离子透明度。

阳极电流对离子推力器放电有很大影响，在屏

栅电压 1420V、加速电压-200V条件下，离子束流随

阳极电流呈线性增大，在阳极电流 5~27.72A条件下

束流实现了 0.55~3.99A的宽范围调节，如图 2所示。

这是由于离子推力器工作时，提高阳极电流使得电

场强度增加，电磁场对电子的约束效果增强。与此

同时，电场强度增加也提高了电子、离子的运动速

度，增加了原子的电离率，更多的原子电离增加了放

电室中氙气电离的氙离子浓度，进而增大了等离子

体密度，使得引出束流增加。

3.2 屏栅电压与离子束流

从图 3可以看出，屏栅电压对离子推力器性能有

很大影响。图 3（a）为小推力模式下推力器离子束流

随屏栅电压的变化曲线，当其它参数（供气参数、栅

极结构、放电室等离子体密度、加速栅极电压等）一

定时，在屏栅电压 520~1420V条件下，束流实现了

1.27~1.68A的宽范围调节。图 3（b）为大推力模式下

推力器离子束流随屏栅电压的变化曲线，当其它参

数一定时，在屏栅电压 770~1170V条件下，束流实现

了 3.22~3.68A的宽范围调节。

两种模式下，离子推力器离子束流随屏栅电压

的变化拟合曲线不同，因为单一供气流率不能满足

用于小行星探测的 5kW离子推力器宽范围调节的需

要，为了实现电、气输入参数匹配，且降低离子电推

进系统工质供给流量器研制难度，上述研究选择 2种

Fig. 3 Beam current as a function of screen voltage for

different thrust mode

Fig. 2 Beam current as a function of anode current

Fig. 1 Discharge of the ion thr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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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工况流率值开展试验。

离子推力器大、小推力模式分别对应的工质流

率值为 5.831mg/s和 2.551mg/s，一定屏栅电压下，大

推力模式离子束流高于小推力模式离子束流，主要

是因为工质流量的增加将增大放电室工作气压，随

着气压的增加降低了电子碰撞的平均自由程，在相

同运动距离内电子与周围粒子的碰撞次数会显著增

加，进而提高碰撞概率，使得等离子密度增大引起离

子束流的增大。

离子推力器大、小推力模式下，随着屏栅电压

的不断增大，离子束流不断增大，到达一定值后离子

束流达到饱和值。这是因为根据离子电离密度的连

续性和能量守恒，到达屏栅的电流与总加速电压成

正比，当不断增大屏栅电压使得电流不断增大，最终

达到了 Child-Langmuir空间饱和电荷的最大值。

3.3 屏栅电压与加速栅电流

图 4（a）为小推力模式下推力器加速栅电流随屏

栅电压的变化曲线，当其它参数一定时，屏栅电压从

1420V不断减小直到 620V，加速电流趋于稳定，在

3.4mA以下，当屏栅电压减小到 520V时，加速栅电流

突然增大到 113.9mA。
图 4（b）为大推力模式下推力器加速栅电流随屏

栅电压的变化曲线，当其他参数一定时，屏栅电压从

1170V不断减小直到 820V，加速栅电流趋于稳定，在

20mA以下，当减小到 720V时加速栅电流迅速增加到

96mA。
上述实验测试结果与 Soulas等［22］在 NEXT离子

推力器上测试结果趋势一致。当放电电压一定时，

由于空间电荷效应，由 Child-Langmuir方程可知，离

子推力器栅极能够引出并聚焦的离子束流是有限

的，定义导流系数（Perveance limit）［23］为

p = Ib
U

3 2 （2）
式中 U为总加速电压，单位为 V；Ib为束电流，单

位为 A。
屏栅电压减小，加速栅电流增大主要是由于加

速栅上下游附近的电荷交换碰撞到加速栅上的离子

增多，这会造成连续溅射刻蚀并导致机械失效。在

一定栅极几何参数下，受导流系数限制（Perveance
limit），对一定束流存在可正常聚焦引出总加速电压范

围，总加速电压是屏栅电压和加速电压绝对值之和，

当固定加速电压为-200V时，总加速电压主要取决于

屏栅电压。束流正常聚焦引出的限制其实为束流与

屏栅电压之间的限制关系。在一定束流条件下，当屏

栅电压高于某值时，束流出现过聚焦，当小于某值时

出现欠聚焦，即每个束流存在其正常引出的屏栅电压

范围。通过调节屏栅电压，把加速栅电流<20mA时屏

栅电压和束流对应的导流系数定义为最佳导流系

数［23］。从图 4可知，在小推力模式下，推力器最佳导流

系数下对应的最小屏栅电压为 520V，大推力模式下，

推力器最佳导流系数下对应的最小屏栅电压为 720V，
最大屏栅电压主要取决于栅极几何参数。

由于导流系数的限制，当工作在最佳导流系数

附近，离子能够正常聚焦通过栅极小孔被加速，从而

形成离子束，离子基本不和栅极发生碰撞，避免栅极

对离子的拦截；当屏栅电压超过极限范围后，由于栅

极间空间电荷的饱和效应造成离子发射角度增大，

并引起“交叉”轨迹，增加了加速栅极对离子的拦截

导致加速栅电流的增大。

另外，加速栅电流随束电流和屏栅电压增加而

减小，因为屏栅电压或束电流的增大均会造成在加

速栅孔中心鞍点电势绝对值的减小［24］。为了提高栅

极组件阻止电子返流能力，小行星探测多模式离子

推力器在执行大推力需求任务时，需要提高加速电

压绝对值，以阻止电子返流发生。

3.4 功率与推力、比冲、效率

直流放电离子推力器输入功率为离子推力器工

作时所输入的所有电功率之和，有

P in = U b Ib + U d Id + | U a | Ia + U k Ik + U n In （3）Fig. 4 Accel grid current as a function of screen voltage for

different thrust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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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Ub，Ud，Ua，Uk，Un分别为束电压、放电电压、

加速电压、阴极触持电压和中和器触持电压，单位为

V；Ib，Id，Ia，Ik，In分别为束电流、放电电流、加速电流、

阴极触持电流和中和器触持电流，单位为 A。
离子推力器推力、比冲、效率是衡量推力器性能

的关键指标。采用激光干涉推力测量系统对 5kW多

模式离子推力器在不同工作点下推力进行了实测。

实测推力与理论推力计算式（4）对比，根据前期

大量试验结果，推力修正系数 γ分布在 0.90~0.97内。

F = γ 2M
e
Ib U b （4）

式中 F为推力，N；γ为推力修正系数；M是氙离

子的质量，取 2.18×10-25kg；e是电子的电量，取 1.6×
10-19C，U b为净加速电压，V；Ib为束流，A。

比冲定义为

I sp = F/ ( ṁg ) （5）
式中 ṁ为推进剂总流量，为阳极、阴极和中和器

流量的总和，kg/s；g是地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取

9.8m/s2。效率表达式为

η = FISP / (2P in ) （6）
根据上述开展的束流调节试验，选择离子推力

器调节阳极电流、屏栅电压，正交组合得到推力器最

佳工作区间。如图 5（a）、（b）所示。推力器推力随着

功率增大呈线性增大，比冲随功率的增大阶梯增大，

功率 308~4813W条件下，实现了推力 12~184mN，比
冲 1817~3538s的宽范围调节。

从图 5（c）离子推力器效率随功率变化的曲线可

以看出，当功率从 308W 增加到 1902W 时，效率从

34%近线性增长到 63%。当功率超过这个功率点后，

推力器效率随功率的增加上升趋势变缓，功率在

2902W时趋于饱和，推力器最高效率达到 67%。效率

随着功率的增加逐渐增大，这是由于功率增大提升

了推力器放电室电离率和工质利用率，降低了推力

器的放电损耗。

4 结 论

针对小行星探测任务对 5kW离子推力器的应用

需求，开展了阳极电流及屏栅电压对离子推力器性能

的影响研究。通过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果和结论：

（1）阳极电流对离子推力器放电程度有很大影

响，屏栅电压 1420V，加速电压-200V条件下，离子束

流随阳极电流增大呈线性增大，在阳极电流 5~27.72A
条件下，束流实现了 0.55~3.99A的宽范围调节。

（2）屏栅电压对离子推力器性能有很大影响，推

力器小推力模式，屏栅电压 520~1420V条件下，束流

实现了 1.27~1.68A的宽范围调节，二者呈非线性关

系；推力器大推力模式下，离子束流随屏栅电压呈线

性增长，770~1170V条件下，束流实现了 3.22~3.68A
的宽范围调节。

（3）屏栅电压减小，加速电流缓慢增加，大、小推

力模式下屏栅电压分别对应减小到 720，520V时，加

速电流迅速增加，两种模式下可以分别选择对应的

最小屏栅电压值作为调节的起点，离子推力器在轨

工作时要选择合理的电压调节区间，在执行大推力

需求任务时，可以提高加速电压绝对值以阻止电子

返流发生，减少对加速栅的刻蚀。

（4）通过调节阳极电流和屏栅电压可以实现束

流、推力、比冲的调节。推力随功率增大呈线性增

大，比冲随功率的增大呈阶梯上升增大，在功率 308~
4813W下实现了推力 12~184mN，比冲 1817~3538s，
效率 34%~67%的宽范围调节。同时推力器效率随功

率增大逐渐增大，并在 2902W时存在明显拐点，拐点

对离子推力器设计和性能评价有关键意义，在实际

在轨应用中要根据任务需求确定最佳工作区间，提

高推力器性能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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