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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燃推进剂模型燃烧室高频纵向燃烧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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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振动时滞法的非零叶间相位角叶片颤振 杜云祥，徐自力，焦玉雪，李康迪 （１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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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ａ，ＷＡＮＢｉｎ，ＷＡＮＧＸｉｎｚｈｕ，Ｚ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ｋａｉ，ＹＵＴｉｎｇｔｉｎｇ （１５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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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ＮＧＣｈｅｎｓｈｅｎｇ，ＺＨＡＯＦｅｎｇｑｉ，ＷＡＮＧＹａｎｙａｎ （１６０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ｏｌｅｓｈａｐｅｓｏｎｈｙｐｅｒｓｏｎｉｃｃｏｕｎｔｅｒｊｅｔｆｉｌｍｃｏｏｌｉｎｇ Ｓ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ｆｅｉ，　　　!!!!

ＸＩＡＮＧＳｈｕ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Ｌｉ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Ｙａｎｊｉｎｇ，ＳＵＮＪｉｐｅｎｇ （１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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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声速叶栅通道中叶片压力面簸箕孔型

气膜冷却特性

李　杰１，骆剑霞１，朱惠人２

（１．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研发中心，上海２０１１０８；

２．西北工业大学 动力与能源学院，西安７１００７２）

摘　　　要：在跨声速叶栅通道内，试验研究了叶片压力面气膜冷却特性，详细地对比分析了在不同主流进

口雷诺数（犚犲＝１．７×１０５，３．７×１０５，５．７×１０５）、出口马赫数（犕犪＝０．８１，０．９１，１．０１）及多个气膜吹风比（犕＝

０．５～３．０）条件下的压力面簸箕孔型气膜冷却效率。试验结果表明：主流出口马赫数变化对气膜孔下游冷却

效率的分布与具体数值均无影响；而主流进口雷诺数的影响较大。增大主流进口雷诺数使得气膜分离再贴附

对应的吹风比相应增大，犚犲＝１．７×１０５ 时在吹风比犕＝１．０时出现气膜分离与再贴附现象，而犚犲＝３．７×１０５

和犚犲＝５．７×１０５ 对应的临界吹风比则分别为２．０和２．５；主流进口雷诺数越大，小吹风比下近孔区域的冷却

效率越高，而在孔下游区域则相反；大吹风比下，则主流进口雷诺数越大冷却效率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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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ｌｍｃｏｏｌ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目前航空发动机高压涡轮叶片多设计为复合

冷却结构形式，包括内部对流冷却与外部气膜冷

却。外部气膜冷却是在叶片外表面布置气膜孔使

得气膜孔射流在叶片表面形成一层冷气膜，有效

地隔开高温燃气与叶片表面，以保护叶片表面。

针对圆柱型气膜孔，前人进行了大量的基础研

究［１３］，详细描述了气膜孔射流结构，对比分析了

气膜孔角度、吹风比等对气膜冷却效率的影响。

如何有效地设计气膜孔布局以获得更好的气膜覆

盖冷却效果，一直是涡轮叶片冷却结构设计研究

的一个重要分支。文献［４］首次提出异形孔型气

膜孔，文中作者明确其研究表明扇形孔的冷却效

率要明显高于圆柱孔。此后许多研究工作围绕异

型孔型展开［５８］。但是上述大多数研究都是在平

板上进行分析。对于真实叶片，由于叶栅通道内

流动极为复杂［９］，与平板流动有较大区别。在叶

栅通道中，叶型表面的压力沿着主流的流动方向

发生显著变化，形成顺压力梯度（沿着流动方向压

力降低）和逆压力梯度（沿着流动方向压力升高）

图１　试验系统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ｔｅｓｔｓｙｓｔｅｍ

流动，文献［１０］试验模拟了顺压力梯度、零压力梯

度、逆压力梯度下圆柱孔的气膜冷却效率以分析

压力梯度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顺压力梯度和

零压力梯度下的冷却效率差别不大，而逆压力梯

度下的冷却效率在气膜孔附近较高。动量比越

大，逆压力梯度的高冷却效率区越大。文献［１１］

和文献［１２］分别研究凹面和凸面上单排气膜射流

的气膜冷却特性，试验结果表明壁面曲率对气膜冷

却效率的影响显著。因此很有必要在真实叶栅通

道内对气膜进行研究分析。文献［１３１４］数值模拟

分析了压力面的气膜冷却特性。文献［１５１６］则对

压力面气膜冷却效率特性进行了试验研究，由于

受试验设备限制，现有大量叶栅通道内气膜冷却

研究多是在低主流进口雷诺数或低出口马赫数条

件下进行，未能模拟真实发动机工况。本文在短

周期瞬态跨声速叶栅风洞中，开展了带簸箕孔型

的涡轮导叶模型的叶身气膜冷却效率试验，试验

工况接近真实发动机工况，试验获得了压力面簸

箕孔型在多个主流进口雷诺数、出口马赫数及吹

风比条件下的气膜冷却效率。

１　试验研究方法

１１　试验系统与试验件

图１给出了试验系统图，试验风洞是西北工

业大学的短周期瞬态跨声速叶栅风洞。高压气罐

提供的主流气体通过大开角扩散段和稳压舱进入

主流试验段（保证主流的均匀性）。试验叶栅下游

装有手动蝶阀和引射器，与上游的电动调压阀、手

动节流阀同时调节，从而实现既定的主流进口雷

０７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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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数和出口马赫数。

试验中，主流不加热，二次流加热，从而形成

气膜试验所需的温差。

二次流系统由空气压缩机提供，通过空气过

滤器、流量控制器、电加热器、电磁阀以及连接管

路等流入叶片。二次流被电加热器加热，但是电

加热器的热惯性比较大，要获得温度稳定的二次

流需要较长时间，当二次流温度未稳定时需要将

其排入大气，试验过程中二次流的切换由一对常

开／常闭电磁阀来实现。

试验叶栅包含５个导叶，如图２所示。中间

为试验叶片，两侧各两片陪衬叶片。试验叶片是

对中截面的二维叶型沿高度方向进行拉伸后的直

叶片，试验研究的是叶片中截面气膜的流动和换

热特性，试验测量均是在叶片中截面进行。试验

段进口宽为４３７．５ｍｍ，高为１２０ｍｍ。本文研究

仅针对导叶叶身压力面的一排簸箕孔型气膜孔，

具体的气膜孔位置为图３中孔８位置处。图４给

出了试验叶片照片。本文研究的叶身气膜孔为簸

箕孔型，图５给出了具体的气膜孔结构示意图。

具体的尺寸如表１所示。

冷却效率试验叶片由低导热系数的树脂材料

ＰＥＥＫ制成，试验中通过热电偶测量气膜孔下游

叶片温度，如图３所示，在试验气膜孔下游共布置

有１６个Ｋ型热电偶测点。

静压试验中采用两个叶片模型分别测量压力

面和吸力面的静压分布。整体叶片表面的静压测

孔位置及编号如图６所示。

图２　试验叶栅通道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Ｔｅｓｔｃａｓｃａｄ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图３　气膜孔及下游热电偶测量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ｆｉｌｍｃｏｏｌｉｎｇｈｏｌｅａｎｄ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ｔｈｅｒｍｏｃｏｕｐｌｅｓ
图４　试验叶片照片

Ｆｉｇ．４　Ｐｈｏｔｏｏｆｔｅｓｔｂｌａ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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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簸箕孔型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ｎｓｈａｐｅｄｆｉｌｍｈｏｌｅ

表１　簸箕孔结构尺寸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狊狅犳犳犪狀狊犺犪狆犲犱犳犻犾犿犺狅犾犲

参数 数值

簸箕孔圆柱段直径犱／ｍｍ ０．９５

孔长度犔／ｍｍ ３．０

扩张段１长度犔１／ｍｍ １．９

扩张段２长度犔２／ｍｍ １．２

孔出口最大长度犔３／犱 ２．３

孔间距犘／犱 ４

出口扩张角β／（°） １５

出口后倾角δ／（°） ３７．６

出口扩张面与叶片表面夹角γ／（°） ３０．１

１２　试验工况

试验中分别研究了主流进口雷诺数犚犲、出口

马赫数犕犪对气膜冷却特性的影响。在各主流进

口雷诺数犚犲和出口马赫数犕犪工况下分别测量

了多个气膜孔吹风比犕，各试验参数范围见表２。

各试验参数计算公式如下：

主流进口雷诺数

犚犲＝ρｇ狌ｇ犆／μｇ （１）

　　主流出口马赫数

犕犪＝
２

犽－１
狆

ｇ

狆（ ）
２

（κ－１）／κ

－［ ］槡 １ ＝

５
狆

ｇ

狆（ ）
２

２／

［ ］
７

－槡 １ （２）

图６　叶身静压测点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ｔａｔ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吹风比

犕 ＝ρｃ狌ｃ／ρｇ狌ｇ （３）

式中ρｇ为叶栅入口气流密度，狌ｇ 为主流速度，μｇ

为主流动力黏度，犆为特征尺寸取叶栅弦长，狆ｇ

表为叶栅进口总压，狆２ 表为叶栅出口静压，κ为等

熵指数，狌ｃ为单个气膜孔内二次流速度，ρｃ为二次

流密度。

表２　试验参数变化范围（孔８）

犜犪犫犾犲２　犚犪狀犵犲狅犳狋犲狊狋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犺狅犾犲犖狅．８）

犚犲／１０５ 犕犪 犕

３．７

１．７

５．７

０．８１

０．９１

１．０１

０．９１

０．９１

０．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３．０

０．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３．０

０．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３．０

０．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３．０

０．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３．０

１３　试验数据处理及误差分析

试验采集得到叶身静压数据后，根据下式处

理为无量纲压力系数。表面压力系数定义如下：

犆ｐ＝
狆－狆


ｇ

ρｇ狌
２
ｇ／２

＝
狆－狆


ｇ

狆

ｇ －狆０

（４）

式中狆是叶片表面当地静压，狆０ 为叶栅进口静压。

冷却效率试验时间很短，认为叶片表面的热

传导满足一维半无限大条件，采用瞬态测试方

法［１７］，从而获得叶片的气膜冷却效率。气膜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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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８期 李　杰等：跨声速叶栅通道中叶片压力面簸箕孔型气膜冷却特性

效率定义如下：

η＝ （犜ｇｒ－犜ａｗ）／（犜ｇｒ－犜ｃ） （５）

式中犜ｇｒ是叶栅通道主流恢复温度，犜ａｗ为绝热壁

温，犜ｃ为气膜孔二次流温度。

本试验过程中，各测点压力的平均误差小于

１％，通过误差传递分析
［１８］可以计算得到，叶片表

面压力系数的平均误差为５．５％。试验中Ｋ型热

电偶在测试温度范围内测量误差为±１．５Ｋ，

Δ犜ｇ＝Δ犜ｃ＝Δ犜ａｗ＝±１．５Ｋ。通过误差传递分

析［１８］与线性回归算法［１９］可以计算得到，气膜冷却

效率平均相对误差约为８％。需要说明的是不同

位置的气膜冷却效率值不同，相应的相对误差也略

有不同，另外，由于曲率的影响及孔内换热的影响，

在气膜孔出口附近的气膜冷却效率不确定性较大。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跨声速叶栅通道中叶片表面压力系数分布

图７给出了试验叶片中截面的表面压力系数

分布，试验工况为犚犲＝３．７×１０５、犕犪＝０．９１。图

中横坐标犛表示相对弧长，定义是叶片表面某一

位置距驻点的弧面距离与其所在侧的总弧面长度

的比值，犛＝０代表前缘驻点位置，压力面为左侧

－１＜犛＜０区域，吸力面为右侧０＜犛＜１区域。

图７　叶片中截面表面压力系数分布

（犚犲＝３．７×１０５，犕犪＝０．９１）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ｌｏｎｇｔｈｅ

ｂｌａｄｅｍｉｄｄｌｅｓｕｒｆａｃｅ（犚犲＝３．７×１０５，犕犪＝０．９１）

从图７中可以看到，在叶片压力面，从前缘到

尾缘压力逐渐下降，此为顺压力梯度。图中所标

出的气膜孔排８位于犛＝－０．１处，该孔射流向下

游流动过程中完全处于顺压力梯度下。

２２　主流出口马赫数对气膜冷却效率的影响

不同主流出口马赫数条件下气膜孔下游冷却

效率分布曲线如图８所示，图８（ａ）、图８（ｂ）、图

８（ｃ）的试验工况为主流进口雷诺数犚犲＝３．７×

１０５，出口马赫数 犕犪＝０．８１，０．９１，１．０１。每张图

片中显示了气膜吹风比为０．５、１．０、１．５、２．０、

２．５、３．０对应的冷却效率试验结果。图中横坐标

狊／犱表示气膜孔下游具体位置到前缘驻点的弧面

距离（狊）与气膜孔直径（犱）之比。

从图８（ｂ）中可以看到，气膜孔后的气膜冷却

效率随吹风比的变化规律可分为两个部分，即

犕＜１．０和犕＞１．０两个范围。吹风比从０．５增

大到１．０时，吹风比为１．０条件下气膜孔后的冷

却效率在各位置均高于吹风比为０．５条件。而当

犕＞１．０时，吹风比对冷却效率的影响规律大致

可以以狊／犱＝２５为界分为两个区域。当吹风比从

１．０增大到３．０时，在狊／犱＝２５上游区域内气膜

冷却效率逐渐降低，而在狊／犱＝２５下游区域内冷

却效率又逐渐上升，这是气膜出流后射离壁面和

再贴附造成的。气膜的分离与在贴附可从 犕＝

２．０～３．０工况下的冷却效率曲线明显看出，当冷

气从气膜孔流出后脱离壁面，气膜孔出口附近的

冷却效率很低，而向下游发展过程中，二次流贴附

壁面，冷却效率逐渐回升，狊／犱＝３０处达到峰值，

后逐渐回落。

从图８（ａ）与图８（ｃ）中可以看出，主流出口马

赫数犕犪为０．８１和１．０１工况下，不同吹风比下

冷却效率曲线分布规律与图８（ｂ）一致。由此表

明主流出口马赫数变化不会改变冷却效率分布随

吹风比的变化规律。

为了更清晰地分析主流出口马赫数的影响，

图９给出了在相同吹风比下不同主流出口马赫

３７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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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不同主流出口马赫数工况下的气膜冷却效率分布

曲线（犚犲＝３．７×１０５）

Ｆｉｇ．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ｌｍｃｏｏｌ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ｅｘｉｔＭａｃｈｎｕｍｂｅｒｓ

（犚犲＝３．７×１０５）

数对应的气膜冷却效率分布曲线。从图中可以

看出，进口雷诺数和吹风比一定，改变主流出口

马赫数，冷却效率分布规律完全一致，即主流出

口马赫数对气膜孔下游冷却效率流向分布无影

响。从量值上来看，相同吹风比条件下主流出

口马赫数不同得到的冷却效率曲线有微小差

别，但是综合考虑试验误差，该微小差别可以忽

略不计，因而可以认为主流出口马赫数对气膜

冷却效率无影响。

２３　主流进口雷诺数对气膜冷却效率的影响

图１０给出了试验工况为主流进口雷诺数

犚犲＝１．７×１０５，５．７×１０５，出口马赫数 犕犪＝

０．９１，气膜吹风比为０．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３．０

对应的气膜孔下游冷却效率分布。图８（ｂ）为

犚犲＝３．７×１０５ 工况。将８（ｂ）与图１０（ａ）、图

图９　不同试验工况下出口马赫数对气膜冷却效率的

影响（犚犲＝３．７×１０５）

Ｆｉｇ．９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ａｃｈｎｕｍｂｅｒｏｎｆｉｌｍｃｏｏｌ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ｃａｓｅｓ

（犚犲＝３．７×１０５）

１０（ｂ）结合分析，可以得到主流进口雷诺数对气

膜冷却效率的影响规律。

以图８（ｂ）为参考工况，当主流进口雷诺数减

小时（图１０（ａ）），在小吹风比下（犕＝０．５），气膜

４７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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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不同主流进口雷诺数工况下气膜冷却效率分布

（犕犪＝０．９１）

Ｆｉｇ．１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ｌｍｃｏｏｌ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ｌｅｔ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ｎｕｍｂｅｒｓ

（犕犪＝０．９１）

孔下游冷却效率随流向增大逐渐减小；增大吹风

比（犕＞０．５），气膜孔下游冷却效率均出现先增大

后减小的趋势，说明均有气膜脱离壁面后贴附的

现象出现。在气膜孔下游狊／犱＜１０范围内，由于

气膜孔射流脱离壁面，随着吹风比的增大冷却效

率逐渐降低；在气膜孔下游狊／犱＞２０范围内，由于

气膜已经再贴附至壁面，随着吹风比的增大，冷却

效率逐渐增大。

以图８（ｂ）为参考工况，当主流进口雷诺数增

大时（图１０（ｂ）），冷却效率分布随吹风比的变化

规律与图８（ｂ）基本一致。按吹风比分为两个范

围：犕＜１．０时，冷却效率随着吹风比的增加而单

调增加；犕＞１．０时，在狊／犱＜２５区域冷却效率随

着吹风比增大再降低，而在狊／犱＞２５区域，冷却效

率随着吹风比增大而在上升。

上文分析了在不同主流进口雷诺数下吹风比

对冷却效率分布的不同影响。图１１则详细了给

出了各吹风比一定时，主流进口雷诺数这一单一

因素对冷却效率的影响。

图１１则详细了给出了各吹风比一定时，主流

进口雷诺数这一单一因素对冷却效率的影响。

犕＝０．５时，不同主流进口雷诺数条件下气

膜孔冷却效率曲线均随沿着流向逐渐降低，在近

气膜孔区域，主流进口雷诺数增大冷却效率增加，

但是在孔下游，主流进口雷诺数增大冷却效率降

低。犕＝１．０，１．５时，在小主流进口雷诺数条件

下冷却效率曲线首先出现先增大后降低的趋势

（说明气膜出现分离与再附着），而其他两个主流

进口雷诺数下，冷却效率曲线仍表现为沿流向逐

渐降低，同时，在近气膜孔区域，均表现为主流进

口雷诺数增大冷却效率增加，在气膜孔下游，主流

进口雷诺数增大冷却效率降低，与小吹风比下规

律一致。继续增大吹风比，低主流进口雷诺数下

冷却效率曲线一直表现为先增大后减低，且其冷

却效率均高于其他两个主流进口雷诺数条件；其

他两个主流进口雷诺数条件下逐渐出现冷却效率

５７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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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不同试验工况下主流进口雷诺数对气膜冷却

效率的影响（犕犪＝０．９１）

Ｆｉｇ．１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ｎｕｍｂｅｒｏｎｆｉｌｍｃｏｏｌ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ｃａｓｅｓ

（犕犪＝０．９１）

先上升后下降趋势，犚犲＝３．７×１０５ 条件下在犕＝

２．０工况下出现，犚犲＝５．７×１０５ 条件下在 犕＝

２．５工况下出现。

３　结　论

本文试验研究了跨声速叶栅通道中导叶压力

面单排簸箕孔的气膜冷却特性，试验获得了多个

主流进口雷诺数、出口马赫数及吹风比条件下的

气膜冷却效率，试验结果分析可以总结出如下

结论：

１）主流进口雷诺数和吹风比一定，改变主流

出口马赫数对气膜孔下游冷却效率的分布与具体

数值均无影响。

２）增大主流进口雷诺数使得气膜分离再贴

附对应的吹风比相应增大，犚犲＝１．７×１０５ 条件下

在吹风比犕＝１．０时出现气膜分离与再贴附现

象，而犚犲＝３．７×１０５ 和犚犲＝５．７×１０５ 条件下分

别对应的吹风比为２．０和２．５。

３）当气膜孔出口射流未脱离壁面时，相同吹

风比下近孔区域的冷却效率在高主流进口雷诺数

下较大，而在孔下游区域是主流进口雷诺数越低

冷却效率越高；当气膜出现分离与再贴附现象时，

在相同吹风比下均是主流进口雷诺数越小冷却效

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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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燃推进剂模型燃烧室高频纵向

燃烧不稳定性

汪广旭１，谭永华２，庄逢辰３，陈宏玉１，杨宝娥１，洪　流１，陈建华１

（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

液体火箭发动机技术重点实验室，西安７１０１００；

２．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西安７１０１００；

３．航天工程大学 宇航与科学技术系，北京１０１４１６）

摘　　　要：采用集总燃烧模型对某自燃推进剂模型燃烧室的高频纵向燃烧不稳定性进行了分析，计算了液

滴蒸发速率沿轴向分布，忽略化学反应时间，近似采用蒸发速率峰值位置代替集中燃烧锋面位置，采用

ＮＡＳＡ经验公式给出了相应的敏感时滞和相互作用指数，建立了考虑自燃推进剂液滴蒸发过程的高频纵向

燃烧不稳定性量化分析模型。基于系统振荡增益变化曲线，分析了不同液滴初始速度条件下稳定性趋势。研

究表明：集中燃烧锋面位置对于高频纵向燃烧振荡具有重要影响，液滴平均粒径和液滴初始速度的增加都会

导致其向下游移动，相应振荡增益会减小，稳定性提高。当平均粒径超过１５０μｍ时，模型燃烧室振荡增益幅

值降低至１．０以下，达到了理论上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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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某型号常温自燃推进剂液体火箭发

动机在地面试车过程中出现纵向振动异常偏大的

问题，严重威胁发动机可靠性，以此为背景，需要

针对自燃推进剂液体火箭发动机高频纵向燃烧不

稳定性开展深入的研究。

现有的工程分析方法中，敏感时滞理论仍然

是被广泛采用的一种建模思想。该理论被Ｃｒｏｃ

ｃｏ等于１９５６年左右提出
［１２］，其中引入相互作用

指数狀来表征各子过程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引时滞τ来表征燃料从喷注到生成燃气所经历的

特征时间。敏感时滞理论最初仅是为了深刻理解

高频燃烧不稳定性现象的基本特征而建立的。然

而，根据该理论所做的分析在很多情况下能够对

燃烧系统的稳定性进行定量分析，实际工程应用已

经远远超出了理论分析所预期的范围［３］。

在敏感时滞理论的基础上，Ｃｒｏｃｃｏ等进一步

提出了针对高频纵向燃烧不稳定问题的集总燃烧

模型，该模型假设燃烧集中发生在燃烧室某个特

定的轴向位置狓＝ψ对应的横截面上（ψ称为集中

燃烧位置，相应的横截面也称为集中燃烧锋面），

并用波动方程描述燃烧锋面后扰动的传播过程

（见图１），通过在锋面前后建立统一的匹配边界

图１　集总燃烧模型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条件，最终获得描述燃烧过程的（系统）控制方程。

一直以来，许多学者仍然致力于完善和扩展

该理论模型的应用范围，目的是能够为实际发动

机的稳定性提供更为准确的预测。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ＮＡＳＡ就开展了大量实验
［２］，给出了以上模

型所需的两个关键参数（敏感时滞τｓ和相互作用

指数狀）的经验关系式。Ｍａｔｔｈｅｗ等
［４］利用自动

控制原理，通过将控制方程写成由燃烧响应、燃烧

室响应及喷注响应组成的开环传递函数，建立了

开环传递函数形式的集总燃烧模型，并进一步引

入了喷注导纳、喷管阻抗以及系统耗散效应等。汪

广旭等［５］采用改进后的集总燃烧模型对某型发动

机燃气发生器缩尺件高频纵向燃烧不稳定性进行

了分析，验证了系统耗散对模型预测精度的影响。

经过多年的发展，集总燃烧模型已成为工程上评估

和分析液体火箭发动机高频纵向燃烧不稳性的重

要方法，并被ＲＯＣＣＩＤ等预测工具所采纳
［６７］。

近年来，与集总燃烧模型类似的其他低阶模

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例如，Ｄｏｗｌｉｎｇ、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ｏ

等［８９］在频域波动方程中引入了更为复杂的边界条

件；Ｙｕ等
［１０］引入了更为复杂的线化欧拉方程来考

虑均匀流效应。其中Ｔａｍａｎａｍｐｕｄｉ等
［１１］的工作最

具代表性，其主要思路是采用敏感时滞燃烧响应对

多喷嘴燃烧室的一阶切向不稳定性进行了分析，通

过非定常湍流燃烧仿真计算得到了各个喷嘴对应

的τｓ和狀，采用燃烧释热区中心位置作为各喷嘴对

应的集中燃烧位置，最终采用多喷嘴分布燃烧响应

成功反演了与实验吻合的相对振幅分布。

对τｓ和狀的讨论一直是上述研究工作的主

要关注点，两者取决于不同的喷注形式、室压、混

合比和推进剂类型。针对集中燃烧位置ψ的讨论

９７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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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少，主要原因在于大部分情况下很难通过

仿真或实验定量获得这一参数，也很难建立实际

发动机稳定性与喷注参数之间的联系。然而，对

于某型号常温自燃推进剂液体火箭发动机来说，

室压均远低于燃料或氧化剂的临界压力，液滴蒸

发是实际的燃烧速率控制过程［１２１４］，决定了集中

燃烧位置以及燃烧稳定性。多次试车结果也表

明，液滴初始状态（初始温度、平均粒径、初始速度

等）对该型号发动机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因此，

出于简化考虑［４５］，可以采用液滴蒸发速率峰值位

置近似代替集中燃烧位置ψ，研究液滴初始状态

对高频纵向燃烧不稳定性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采用庄逢辰［１５］提出的自燃推进

剂高压液滴蒸发模型，以实际的模型燃烧室为研

究对象，引入适当的假设后，计算确定了液滴蒸发

的速率峰值位置，并以此作为集中燃烧位置ψ，对

该模型燃烧室的高频纵向燃烧不稳定性进行分析。

１　总体思路

本文以某常温自 燃 推 进 剂 为 偏 二 甲 肼

（Ｃ２Ｈ８Ｎ２，ｕｎｓｙｍ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ｈｙｄｒａｚｉｎｅ，ＵＤＭＨ）和

四氧化二氮（Ｎ２Ｏ４，ｄｉ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ｔｅｔｒｏｘｉｄｅ，ＮＴＯ）的

模型燃烧室为研究对象，该模型燃烧室在实验过

程中多次出现了１５２４Ｈｚ左右的高频纵向燃烧不

稳定现象。其中，燃烧室压力狆ｃ＝４．４ＭＰａ，燃气

平均温度犜ｃ＝３３３４Ｋ，混合比 犕ｒ＝２．３，采用直

流自击喷注方式。模型燃烧室直径犇ｃ＝０．１５ｍ，

长度犔＝０．３４ｍ。由于喷注盘沿径向各圈喷嘴的

孔径是不同的，选取由喷孔个数加权平均得到平

均喷注孔径犇ｉｎｊ＝０．８８ｍｍ。液滴初始速度犞０ 近

似等效为平均喷注孔径下的喷注速度，燃气初始

速度犝ｇａｓ随着燃料蒸发量的增加而增加，其他燃

气物性参数（燃气热导率λ、比热比γ、黏度μ等）

由化学热力学平衡软件（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ＥＡ）确定。考虑撞击高度后的

液滴初始轴向位置犡０＝２５ｍｍ，并认为撞击点处

燃料完全雾化，初始雾化平均粒径为给定值。

此外，对该模型燃烧室高频纵向燃烧不稳定

性的分析还需引入了以下假设：

１）由于室压低于推进剂的临界压力（分别为

５．３ＭＰａ和１０ＭＰａ），可以认为推进剂蒸发过程

为其整个燃烧过程的速率控制过程，忽略推进剂

化学反应时间，可近似认为液滴蒸发速率峰值位

置即为燃烧释热的速率峰值位置，后者近似等效

为集中燃烧位置ψ。

２）假定为稀薄喷雾燃烧，同类组元和不同组

元液滴之间均没有碰撞，也没有液相反应［１６］，并

认为推进剂沿轴向按照混合比燃烧，从而认为燃

烧室温度沿轴向分布均匀。考虑到Ｎ２Ｏ４ 开始离

解的温度极低（不同压力（狆）下离解度随温度的

变化见图２），体系可迅速达到平衡状态，且Ｎ２Ｏ４

非平衡蒸发段很短，而平衡温度下的离解度很高，

故在上述室压和温度下，忽略Ｎ２Ｏ４ 的蒸发时间。

图２　Ｎ２Ｏ 幑幐４ ＮＯ２ 体系中ＮＯ２ 的摩尔分数

Ｆｉｇ．２　Ｍｏ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２ｉｎＮ２Ｏ 幑幐４ ＮＯ２ｓｙｓｔｅｍ

３）忽略二次雾化效应
［１５］。

燃烧响应参数，特别是敏感时滞τｓ和相互作

用指数狀，其经验值可通过对稳定性实验数据与

不稳定性区域的计算结果相比较而求得［２］。

Ｒｅａｒｄｏｎ等对常温自燃推进剂的上述参数进行了

归纳和总结，得出了以下经验关系式［１７］：

τｓ犕犪
１
３
ｅ狆

１
３
ｃ ＝犮犱

犫
犻 （１）

其中犕犪ｅ为喷管入口马赫数，犫为常数，τｓ为敏感

时滞。Ｒｅａｒｄｏｎ等给出了喷注孔径犱犻与犮犱
犫
犻 以及

相互作用指数狀之间的经验关系曲线。由平均喷

注孔径犇ｉｎｊ可以得到敏感时滞τｓ和相互作用指数

狀分别为１．６ｍｓ和０．８。

图３　计算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图３给出了计算流程图，在以上假设的基础

０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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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认为液滴蒸发沿轴向推进，近似取初始喷注

时间（狓０／犞０）和蒸发总时间的和作为非敏感时

滞τｉ。暂不考虑喷注阻抗、喷管导纳、系统耗散

等因 素，仅 采 用 原 始 的 集 总 燃 烧 模 型 进 行

分析。

２　计算模型

２１　自燃推进剂液滴蒸发模型

高压液滴蒸发方面，庄逢辰［１５］提出的高压

液滴蒸发模型具有明确的物理概念，计算量相

对较小且准确度高，方便应用于工程实际。与

非自燃推进剂不同，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下，

ＵＤＭＨ液滴存在自分解放热反应，生成热的分

解燃烧产物反过来又会加速液滴的蒸发。因

此，ＵＤＭＨ液滴蒸发模型中需要考虑液滴表面

的分解反应。

图４给出了ＵＤＭＨ液滴蒸发计算的物理模

型，图中狉为径向坐标，犜为温度（Ｋ），犜ｓ、犜ｆ、犜∞

分别为液滴温度、分解火焰峰温度、环境温度。在

此基础上，聂万胜、庄逢辰等［１８１９］根据层流火焰传

播理论，通过液滴表面蒸发出来的蒸汽向火焰峰

流动的速度等于层流火焰传播速度这一主要条

件，建立了绝热和非绝热条件下分解火焰峰处的

层流火焰传播速度，从而建立了 ＵＤＭＨ 液滴的

高压蒸发模型。实际计算中忽略了气体溶解性，

但考虑了高压的影响，采用实际气体状态方程及

Ｃｈｕｎｇ法则计算混合气体的物性
［２０］。

图４　ＵＤＭＨ液滴蒸发计算模型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ＵＤＭＨ

ｄｒｏｐｌｅｔ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以下是对该模型的简单描述：

组分守恒方程

犿
·

ｖ，ｓ＝４πρξ

　

ｌｎ
１

１－犅狑ｖ，（ ）［ ］
ｓ

１

狉ｓ
－
１

狉（ ）
ｆ

　

犃犅
（２）

犃＝１＋
４π狉

２
ｓρｖ，ｓ

犿
·

ｖ，ｓ

·ｄ狉ｓ
ｄ狋

犅＝１＋
ρｅ，ｓ

ρｖ，ｓ
１－

１（ ）犃
其中狉ｓ为液滴半径（ｃｍ），狉ｆ 为分解火焰峰半径

（ｃｍ），ξ为液滴表面二元扩散系数，犿
·

ｖ，ｓ为液滴表

面蒸发速率（ｇ／ｓ），狑ｖ，ｓ为液滴表面的蒸汽质量分

数，狋为时间（ｓ），ρ 为液滴表面混合气的密度

（ｇ／ｃｍ
３），ρｖ，ｓ和ρｅ，ｓ分别为液滴表面蒸汽密度和

环境气体密度。由于液滴表面有内移速度，所以

在同一时刻流向分解反应峰的液滴蒸汽流量应为

犿
·

ｖ＝犿
·

ｖ，ｓ＋４π狉
２
ｓρｖ，ｓ

ｄ狉ｓ
ｄ狋
＝犃犿

·

ｖ，ｓ＝
犆狉ｓ

１－
狉ｓ
狉ｆ

（３）

式中

犆＝

４πρξｌｎ
１

１－犅狑ｖ，（ ）［ ］
ｓ

犅

　　在分解反应峰处，犿
·

ｖ也可以由层流火焰质量

传播速度犿
·
″ｆ表达，即

犿
·

ｖ＝４π狉
２
ｆ犿
·
″ｆ＝犃ｎ狉

２
ｆ

　　非绝热条件下犃ｎ 的推导过程及具体形式见

参考文献［１８］，最终得到非绝热分解反应峰处的

温度犜ｆ和半径狉ｆ的表达式如下：

犜ｆ＝犜ｆ，ａ＋ 犜∞ －犜ｆ，（ ）ａ ·

ｅｘｐ
－

犿
·

ｖ犮狆，Ⅱ
１

狉ｆ
－
１

狉∞（ ）
４πλ

熿

燀

燄

燅Ⅱ

狉ｆ＝

狉ｓ １＋ １＋
４犆
犃ｎ狉槡（ ）

ｓ

２

犮狆，Ⅰ ＝犃犮狆，ｖ＋ 犃－（ ）１犮狆，ｅ
ρｅ，ｓ

ρｖ，ｓ
（４）

其中狉∞为折算薄膜半径（ｃｍ），犜ｆ，ａ为绝热分解反

应峰温度（Ｋ），犮狆，ｖ、犮狆，ｅ分别为液滴表面蒸汽和环

境气体比定压热容（Ｊ／（ｇ·Ｋ）），犮狆，Ⅰ、犮狆，Ⅱ分别为

Ⅰ和Ⅱ区比定压热容，λⅡ 为Ⅱ区燃气热导率

（Ｗ／（ｍ·Ｋ）），近似认为Ⅱ区的比定压热容犮狆，Ⅱ

和热导率λⅡ与环境气体相同，由燃烧室ＣＥＡ计

算结果给出。

能量守恒方程

１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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狇＝４πλⅠ狕
犜ｆ－犜（ ）ｓ

ｅ狕－（ ）１
１

狉ｓ
－
１

狉（ ）［ ］
ｆ

（５）

狕＝犿
·

ｖ，ｓ 犃犮狆，ｖ＋
犃－（ ）１ρｅ，ｓ犮狆，ｅ

ρｖ，
［ ］

ｓ

１

狉ｓ
－
１

狉（ ）
ｆ

４πλＩ

（６）

其中狇为传热液滴的热量（Ｊ），假定液滴内部温度

均匀且等于液滴表面温度犜ｓ，由热平衡方程可以

得到

ｄ犜ｓ
ｄ狋
＝
狇－犿

·

ｖ，ｓΔ犎ｖ

４

３
π狉

２
ｓρｌ犮狆，ｌ

（７）

其中Δ犎ｖ 为偏摩尔相变热，ρｌ和犮狆，ｌ分别为液滴

的密度和比定压热容。以上方程进行迭代，即可以

得到液滴温度犜ｓ、液滴半径狉ｓ以及液滴蒸发速率

犿
·

ｖ，ｓ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液滴沿轴向方向上的运动

液滴轴向速度的变化是由气动阻力作用的结

果，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可以写出

犞狓
ｄ犞狓
ｄ狓

＝

３

８
犆ｄ
ρｇ

ρｌ
· 犝ｇａｓ，狓－犞（ ）狓 犝ｇａｓ，狓－犞狓

狉ｓ

（８）

式中犆ｄ为阻力系数，犞狓 为液滴轴向速度，狓为轴

向位置，由于液滴有变形，所以阻力系数不符合斯

托克斯定律，其值可按下列公式选取：

犚犲＝０～１ 犆ｄ＝
２４

犚犲

犚犲＝１～８０ 犆ｄ＝２７犚犲
－０．８４

犚犲＝８～１０
４ 犆ｄ＝０．２７１犚犲

０．２１７

犚犲＞１０
４ 犆ｄ＝２．０

　　已知犚犲后，可以用来更新式（９）中的对流努

塞尔数（犖狌ｍ），具体表达式如下：

犖狌０ｍ ＝２＋０．５５６犚犲
０．５犘狉１

／３·

（１＋１．２３７犚犲－
１犘狉－４

／３）－０．５ （９）

　　在此基础上，可以更新液滴蒸发过程中的折

算薄膜半径狉∞，具体形式如下：

狉∞ ＝
狉ｓ犖狌

０
ｍ

犖狌０ｍ－（ ）２
（１０）

　　这样可以评估液滴与燃气之间的对流对自燃

推进剂液滴蒸发过程的影响。

２２　开环传递函数形式的集总燃烧模型

燃烧室中的波动过程采用波动方程描述，具

体形式如下［２１］：

ｄ２狆′

ｄ狓２
－
１

珋犮２
·Ｄ

２
狆′

Ｄ狋２
＝０ （１１）

其中珋犮为声速，狆′为压力扰动，其解的形式可以

写成

狆′（狓）＝
珋犮２ 犆ｒｅ

狊犮
１－犆ｓｅ

狊犮（ ）２ ｅ狊狋

犵ｃ

ρ′（狓）＝ 犆ｒｅ
狊犮
１－犆ｓｅ

狊犮（ ）２ ｅ狊狋

狌′（狓）＝
珋犮犆ｒｅ

狊犮
１＋犆ｓｅ

狊犮（ ）２ ｅ狊狋

珋ρ

其中

狊犮１ ＝－
狊狓

珋犮１＋（ ）犕犪
　　狊犮２ ＝－

狊狓

珋犮１－（ ）犕犪

式中狆′、ρ′、狌′分别为压力、密度和速度扰动，珋ρ为

燃气平均密度，犕犪为马赫数，狊为复变量，犮１、犮２

为常数，犵ｃ为重力系数，犆ｒ和犆ｓ的具体含义见参

考文献［４］。对于长度为犔的燃烧室，定义轴向

相对位置狓的取值范围为（０，１）。考虑喷注面处

（狓＝０）的闭合边界条件：

狌′ｉｎｊ（０）＝０

其中下标“ｉｎｊ”表示喷注面。可得

犆ｒＩ＝－犆ｓＩ

其中下标中的“Ⅰ”表示喷注面到集中燃烧锋面之

间的区域。在喷管出口处（狓＝１）考虑速度密度

比定义的声导纳边界，代入式（１１）可得

犆ｒⅡ
犆ｓⅡ

＝－珚犅ｅｘｐ
２狊犕犪

１－犕犪
２　　珚犅＝

１＋α犕犪
１－α犕犪

其中α＝（γ－１）／２，γ为比热比，下标Ⅱ表示集中

燃烧锋面到喷管出口之间的区域。为了得到最终

的控制方程，还需要考虑集中燃烧锋面处的匹配

边界条件，其中包括：①在任何瞬时，锋面两侧压

力与密度的稳态值及其微扰动均为连续的，只有

速度是间断的；②锋面两侧质量流量的相对增量

等于锋面处燃烧速率的相对增量。对于燃烧锋面

前后质量流量的相对增量可以写成

ηｄ＝
犿ｄ－犿

犿
＝
狌′２－狌′１

珔狌
＋
ρ′

珋
（ ）

ρ 狓＝ψ

（１２）

式中犿ｄ 为锋面前后平均燃气质量流量增量

（ｇ／ｓ），犿为锋面前燃气质量流量增量（ｇ／ｓ）。

为了简化，原始的集总燃烧模型忽略了供应

系统的影响，没有考虑喷注耦合效应，其锋面处的

燃烧速率相对增量可以写成

ηｂ＝
犿ｂ－犿

犿
＝
狀

珚狆
狆′（ψ，狋）－狆′（ψ，狋－珋τｓ［ ］）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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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珋τｓ＝τ－τ′，代表了敏感时滞的平均量，珚狆为

平均压力，犿ｂ 为集中燃烧锋面前后燃烧速率增

量。进一步，由ηｂ＝ηｄ即可获得基本的集总燃烧

时滞模型开环传递函数，具体形式如下：

犆（狊）＝－
狀１－ｅ

－狊珋τ（ ）ｓ

珚狆犵ｃ

珔狌珋ρ
珋犮
犅ｃ－犇（ ）１ ＋

犵ｃ珚狆

珋ρ
珋犮２

（１４）

其中

犅ｃ＝
珚犅珚犆＋１

珚犅珚犆－（ ）１ 　　犇１ ＝
珡犇－１

珡犇＋（ ）１
珚犆＝ｅｘｐ

２狊（ψ－犔）

（犕犪２－１）珋犮
　　珡犇＝ｅｘｐ

２狊ψ

（犕犪２－１）珋犮

其中珔狌为平均速度（ｍ／ｓ）。以上传递函数可以描述

燃烧室稳定性，其Ｂｏｄｅ图中横坐标为频率，纵坐标

分别为增益（实部）和相位（虚部）。根据自动控制

原理，当某一频率信号对应的相位出现－π～π之

间突变，且相应增益大于１时，该系统会出现该频

率对应信号的不稳定，相同情况下，增益大小代表

了系统稳定性，增益越大稳定性越差，反之则反。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模型燃烧室稳定性分析

按照计算模型和图３所示计算流程，本文首

先对模型燃烧室的高频纵向燃烧不稳定性进行了

分析，液滴初始雾化平均粒径暂取为１００μｍ，该

值为模型燃烧室理论液滴平均粒径的下限，并由

上述自燃推进剂液滴蒸发模型集中燃烧位置ψ和

非敏感时间τｉ，由Ｒｅａｒｄｏｎ的自燃推进剂敏感时

滞经验公式计算敏感时滞τｓ，并认为当液滴直径

小于６μｍ时即认为蒸发完毕。

图５给出了ＵＤＭＨ液滴沿轴向的温度及液

滴半径变化规律。可以看出，液滴在距离喷注点

约８ｃｍ后进入平衡蒸发段，此时液滴温度变化不

大，基本维持在４６０Ｋ左右，并在距离喷注点下游

２２ｃｍ处蒸发完毕。图６给出了液滴蒸发时间沿

轴向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液滴总的蒸发时

间大约为５ｍｓ，考虑到额外的初始喷注时间为

０．６ｍｓ，总的非敏感时滞τｉ为５．６ｍｓ，故敏感时滞

τｓ占非敏感时滞τｉ之间的比值为

τｓ

τｉ
＝
１．６

５．６
×１００％ ＝２８．６％

　　 这一结果介于 Ｆ１ 发动机
［２］的 ２０％ 与

ＮＡＳＡＳＰ１９４中给出的５０％经验值之间。

此外，图６还给出了 ＵＤＭＨ 液滴蒸发速率

图５　液滴温度沿轴向的变化

Ｆｉｇ．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ｌｏｎｇａｘｉｓ

图６　液滴蒸发速率和蒸发时间

Ｆｉｇ．６　Ｄｒｏｐｌｅｔ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ｔｉｍｅ

沿轴向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液滴蒸发速率在

距离喷注点５ｃｍ处出现了峰值，考虑到喷注点距

离喷注面２．５ｃｍ，该峰值位置相对燃烧室长度为

２２．０５％，该值即为集中燃烧位置ψ 的模型输

入值。

图７　模型燃烧室稳定性曲线

Ｆｉｇ．７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ｆｏｒｍｏｄｅｌｅｄ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

在以上计算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图７给出了

最终的燃烧室稳定性曲线，横坐标为振荡频率，纵

坐标为响应的增益和相位。可以看到在在１５９３

Ｈｚ处系统开环传递函数的相位达到了－１８０°，对

３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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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系统增益为１．５３１＞１，预示着模型燃烧室在

该频率信号处容易出现高频纵向不稳定现象，与

实际试车结果基本一致，后者在１５２４Ｈｚ处的纵

向振荡量级较大。考虑到计算过程中用到的假设

以及相关物性计算等带来的误差，以及所采用集

总燃烧模型本身的不足，实际稳定性的边界并不

完全严格按照图中１．０的标准来衡量。因此，本

文认为在一定范围内（图中灰色渐变区域），依据

上述过程计算得到的增益都需要更为详细的讨论

误差的影响。但即使如此，本文所讨论模型燃烧

室在１５９３Ｈｚ处的相对增益达到了（１．５３１－

１．１）／１．１×１００％＝４０％，出现高频纵向不稳定现

象的概率依然很大。

３２　集中释热位置为稳定性影响的参数化分析

根据宏观的Ｒａｙｌｅｉｇｈ准则，燃烧释热与燃烧

室声学振型之间的空间相位关系和时间相位关系

共同决定两者之间的耦合效果。显然，液滴初始

粒径狉０ 和初始速度犞０ 的大小都会对下游燃烧释

热位置有明显的影响。为此，本文在上述研究的

基础上，对以上两个问题进行了参数化分析。

图８给出了不同液滴初始平均粒径下，液滴

蒸发速率沿轴向位置的变化曲线。从中可以看

出，随着液滴初始粒径的不断增加，液滴蒸发速率

峰值位置距离喷注面的距离越远，相应的集中燃

烧位置ψ也从２２．０５％增加到了３５．８％。

图８　不同液滴初始直径下的蒸发速率轴向分布

Ｆｉｇ．８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ｌｏｎｇａｘｉ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ｌｄｒｏｐｌｅｔｒａｄｉｕｓ

图９给出了相应的燃烧室系统增益随液滴初

始平均粒径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到，即随着液滴

初始粒径的增加，系统增益不断降低，并在液滴初

始粒径达到０．０１５～０．０１６ｃｍ之间（集中燃烧锋

值位置位于燃烧室长度３３％左右）时，燃烧室由

理论上的不稳定转变为稳定。这说明，集中燃烧

图９　稳定性随初始平均液滴粒径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９　Ｃｕｒｖｅｆｏｒ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ｂｙｉｎｉｔｉ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ｄｒｏｐｌｅｔｒａｄｉｕｓ

锋面位置的变化对高频燃烧不稳定性的影响是十

分明显的，当集中燃烧锋面或集中燃烧区靠近喷

注面时，实际燃烧室的稳定性会降低。

图１０给出了集中燃烧锋面位置和燃烧室系

统增益随不同喷注速度的变化规律，其中液滴初

始速度为４１ｍ／ｓ是根据燃烧室平均喷注孔径犇ｉｎｊ

计算得出的。可以看出，随着液滴初始速度的增

加，集中燃烧锋面位置在不断增加，而燃烧室系统

增益在不断减小。这说明单纯提高喷注速度对于

改善燃烧室稳定性是有益的。需要指出的是，当

喷注速度在小于５０ｍ／ｓ范围内时，增益幅值的变

化速率较小。这说明对于所讨论燃烧室，在该范

围内单纯提高喷注速度以提高稳定性的做法效果

并不十分有效。

图１０　液滴初始速度对稳定性的影响

Ｆｉｇ．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ｄｒｏｐｌｅ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４　结　论

本文通过自燃推进剂液滴高压蒸发模型确定

了蒸发速率峰值位置和液滴蒸发总时间，给出了

稳定性分析所需的集中燃烧锋面位置以及相应的

非敏感时滞的大小，并结合集总燃烧模型，初步建

４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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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针对某自燃推进剂模型燃烧室高频纵向燃烧

不稳定性的线性分析框架，并参数化讨论了液滴

初始直径和喷注速度对稳定性的影响规律，为后

续该发动机稳定性的定量化分析打好了基础。

研究结果证明：集中燃烧锋面位置ψ对于模

型燃烧室稳定性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当ψ达到

３３％左右时，模型燃烧室在１５００Ｈｚ附近存在高

频纵向燃烧不稳定的可能，液滴初始平均粒径与

稳定性之间存在量变到质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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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ｄｅｃａｙ；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ｖａｌｖ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ｏｆ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ｉｎｗｉｎｄｍｉｌｌｉｎｇ；ａｉｒｉｄｌｅ

　　某飞行学院的某型活塞式教练机在使用

ＲＨ１００标号含铅航空汽油条件下发生了较严重

的发动机气缸压缩性衰减故障，典型单机从新发

动机开始运行约２００飞行小时，实测气缸压缩量

可由新发动机状态的５５１ｋＰａ（８０ＰＳＩ）衰减至合格

阈值３１０ｋＰａ（４５ＰＳＩ）以下，气缸压缩性衰减后引

起发动机实际输出功率减小、起动困难等系列问

题，对该型教练机的运行造成较大影响。

对故障气缸进行内窥检查可发现在排气门／

座间密封面上存在有大量的白色沉积物，压缩性

测试发现故障气缸排气管中有明显的气流逸出现

象，表明沉积物在排气门／座间密封面上形成局部

凸起使密封面由面接触转向点接触，造成密封面

密封不严，是气缸压缩性衰减的直接原因。

研究显示气门密封面沉积物的主要元素为

Ｐｂ（铅）
［１］，显然Ｐｂ元素应来自于所使用的含铅

汽油。资料显示ＲＨ１００标号航空汽油中铅的质

量分数为１００ＬＬ标号的２倍
［２］，将用于该型教练

机的航空汽油更换为１００ＬＬ标号后，气缸压缩性

阈值前寿命可提高１０００～１５００飞行小时，但与

该型发动机２０００飞行小时的翻修周期仍有差

距［３］。而该飞行学院在其多型活塞式教练机上使

用ＲＨ１００标号航空汽油已有数十年历史均未出

现这种严重的群体性气缸压缩性衰减现象，表明

该型发动机的排气门积铅与其发动机构型设计

有关。

相关领域内关于活塞发动机在含铅汽油条件

下的铅沉积机理研究较少，特别是针对航空活塞

发动机排气门积铅机理的研究鲜有报道。如文献

［４５］综述了航空活塞发动机在过贫油或过富油

情况下会产生大量铅化物和含铅汽油对发动机性

能的影响，但未涉及对铅化物的形成机理和抑制

方案研究。文献［６］研究了汽油中芳烃含量对发

动机进气门及燃烧室沉积物的影响。文献［７８］

认为润滑油是形成发动机进气门、活塞顶等不同

部位沉积物主要原因，均与本研究方向有所偏离。

本文通过对该型发动机气门密封面沉积物的

元素组成及微观形貌分析，从沉积物的形成与排

除角度讨论这种含铅沉积物的沉积机理，并结合

该型发动机的结构设计和运行环境提出测试方

案，经实践验证可靠后为最终提出有效的可推广

解决方案提供理论支撑。

１　检测及验证方法

在该型教练机机队中选取实测压缩量已衰减

至合格阈值附近的气缸，用 ＯｌｙｍｐｕｓＩＶ８０００２

型内窥镜检查气缸内部，选取积铅严重且未经烧

蚀破坏的排气门作为样本，用 Ｚｅｉｓｓ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Ｖ２０型体视显微镜观察样本沉积物的宏观形貌，

用ＴｅｓｃａｎＶＥＧＡＴＳ５１３６ＸＭ 型扫描电镜观察

样本沉积物的显微形貌，用ＥＤＡＸ能谱仪分析样

本沉积物的主要元素成分。基于沉积物的形貌和

成分分析结果讨论其形成与沉积机理。

选取与该型教练机（以下称所指机型）同样装

备有飞行数据记录器（ｆｌｉｇｈｔｄａｔａｒｅｃｏｒｄｅｒ，ＦＤＲ，

能够实时将飞行中的相关参数记录在其数据文件

中［９］，为事后重现飞机运行数据提供了便利）、使

用相同航空汽油、采用不同类型发动机且未出现

明显气门积铅的其他机型飞机作为对比例（以下

称对比例），使用专用分析软件ＥＧＶｉｅｗ解读两

种机型的ＦＤＲ数据
［１０］，通过对比两种机型的运

行参数差异查找能够对发动机气门积铅产生影响

的运行因素，结合所指机型发动机的自身结构设

计特点提出沉积物抑制方案并在实践中进行测试

验证。

２　检测结果与讨论验证

图１　排气门头上沉积物形貌

Ｆｉｇ．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ｎｅｘｈａｕｓｔｖａｌｖｅｈｅａｄ

２１　排气门沉积物形貌及元素组成

选取的样本气门上的沉积物在 ＯｌｙｍｐｕｓⅣ

８０００２型内窥镜下形貌如图１。依沉积物的颜

色、形貌和实践经验来看，这些沉积物较好地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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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形成之初的状态，对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较为

有利。

图１显示沉积物集中出现在整个排气门头

部，出现在排气门座外缘及燃烧室穹顶壁面上的

沉积物较少。而且排气门头上的沉积物表面存在

有较多凹坑，在排气门边缘位置沉积物呈现出较

为明显的糊状物流淌迹象，表明沉积物在排气门

头上沉积的过程中呈现黏流态，具有一定的黏稠

度和流动性。

显微镜下排气门沉积物宏观形貌如图２，显

示沉积物固化后呈玻璃态，表面光滑但不平整，含

有大量颗粒物，颗粒物直径不等且以黑色居多，混

合黏接在玻璃态沉积物中。

颗粒物聚集区能谱曲线如图３。能谱曲线显

示颗粒物聚集区域的主要组成元素为铅（Ｐｂ）、溴

（Ｂｒ）、碳（Ｃ）。显然Ｃ元素应来自于未完全燃烧

的燃料，其大量充斥表明沉积物生成于偏富油的

缸内混合气条件下。

起黏合作用的玻璃态物质区能谱曲线如

图４，显示玻璃态区域的主要组成元素以Ｐｂ、Ｂｒ

图２　排气门头上沉积物的宏观形貌

Ｆｉｇ．２　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ｎ

ｅｘｈａｕｓｔｖａｌｖｅｈｅａｄ

图３　排气门头颗粒态沉积物的微观形貌和能谱曲线

Ｆｉｇ．３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ｃｕｒｖｅ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ｎｅｘｈａｕｓｔｖａｌｖｅｈｅａｄ

图４　排气门头玻璃态沉积物的微观形貌和能谱曲线

Ｆｉｇ．４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ｃｕｒｖｅ

ｏｆｇｌａｓｓｙ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ｎｅｘｈａｕｓｔｖａｌｖｅｈｅａｄ

为主，Ｃ元素谱峰较颗粒物区域弱。

综上可知对沉积物的形成机理的分析当以

Ｐｂ、Ｂｒ化合物为主。联系航空汽油中的添加剂成

分［２，１１］，可推测这些沉积物是ＰｂＢｒ２（溴化铅），是所

使用的航空汽油中添加的抗爆剂（ＣＨ３ＣＨ２）４Ｐｂ

（四乙基铅）和铅引出剂Ｃ２Ｈ５Ｂｒ（溴乙烷）的作用

产物。

２２　排气门上犘犫、犅狉化合物沉积机理

文献［１１］指出采用（ＣＨ３ＣＨ２）４Ｐｂ作为抗爆

剂的航空汽油的抗爆机理为（ＣＨ３ＣＨ２）４Ｐｂ燃烧

后生成烟雾状的ＰｂＯ（氧化铅）和Ｐｂ颗粒参与焰

前反应，降低气缸内混合气中过氧化物摩尔分数，

延长着火诱导期。反应式为

ＣＨ３ＣＨ（ ）２ ４Ｐｂ＋１３Ｏ２ →８ＣＯ２＋１０Ｈ２Ｏ＋Ｐｂ

２Ｐｂ＋Ｏ２ →
｛ ２ＰｂＯ

（１）

　　并指出生成的ＰｂＯ熔点高达８８８℃，呈固态

黏附在燃烧室壁、火花塞及排气门等处，使发动机

不能正常工作。为消除这些不利影响，通常在航

空汽油中又按比例加入铅引出剂Ｃ２Ｈ５Ｂｒ与ＰｂＯ

或Ｐｂ反应生成熔点和沸点都很低的ＰｂＢｒ２ 随废

气排出，反应式为

２Ｃ２Ｈ５Ｂｒ
４８０～

→
５２５℃

２Ｃ２Ｈ４＋２ＨＢｒ

ＰｂＯ＋ＨＢｒ→ＰｂＢｒ２＋Ｈ２Ｏ

Ｐｂ＋ＨＢｒ→ＰｂＢｒ２＋Ｈ

烅

烄

烆 ２

（２）

　　可知以上式（１）和式（２）发生的分别是抗爆反

应和排铅反应，因此在发生时机上应该是式（１）在

前式 （２）在 后。文 献 ［１１］指 出 式 （１）的

（ＣＨ３ＣＨ２）４Ｐｂ在２００℃开始分解，在接近３００℃

时，（ＣＨ３ＣＨ２）４Ｐｂ分解产物充分参与焰前反应

发挥抗爆作用，５００～６００℃时，（ＣＨ３ＣＨ２）４Ｐｂ分

解趋于完全。式（２）的Ｃ２Ｈ５Ｂｒ在４８０～５２５℃开

８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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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分解，生成的 ＨＢｒ开始快速清除抗爆活性物。

显然对式（１）和式（２）反应时机的控制在于缸内混

合气温度。

对点燃式活塞发动机而言，吸气行程进入气

缸的新鲜空气或油气混合气温度较低，在压缩行

程随气缸内混合气温度的上升才对燃料提出抗爆

需求［１１１２］；之后在做功行程缸内燃气温度很高，资

料显示燃烧室中燃气温度可达２５００℃
［１３１４］，因此

正常情况下，在点燃式活塞发动机的一个工作循

环中，缸内最高温度完全能够覆盖４８０～５２５℃的

温度区间，使式（２）的排铅反应得以正常发生。同

时，资料显示ＰｂＢｒ２ 的熔点为３７３℃，沸点为９１６

℃
［１１］，式（２）的反应正常发生后生成的ＰｂＢｒ２ 以

何种物态存在，则取决于做功行程末期排气门早

开时刻缸内燃气膨胀之末的废气初温。

活塞发动机缸内燃气膨胀做功后温度降

低［１２］，因此燃气最高温度高于废气初温；燃气作

为对排气门加热的热源，燃气最高温度高于排气

门运行温度［１２，１４１５］。所以随缸内燃气最高温度

（以下称燃气温度）和废气初温的不同，ＰｂＢｒ２ 的

物态也不同。

１）燃气温度低于２００℃

此情况下式（１）和式（２）的反应均不会发生，

不存在积铅和排铅问题。

２）燃气温度在２００～４８０℃之间

此情况下式（２）反应不会发生，气缸内无

ＰｂＢｒ２，只有式（１）反应生成的烟雾状ＰｂＯ和Ｐｂ

颗粒；ＰｂＯ 熔点为８８８℃
［１１］，Ｐｂ熔点为３２７．５

℃
［１６］，废气初温和排气门温度均低于４８０℃，视

两者与Ｐｂ熔点对比关系，存在液态Ｐｂ在较冷的

排气门上以固态形式黏结附着的可能，但这种情

况下沉积物中不会有Ｂｒ元素存在，且Ｐｂ熔点较

低，在缸内温度提升后很容易呈液态被排气流带

走（资料显示排气速度可达７０～８０ｍ／ｓ
［１３］），亦或

被燃烧成为ＰｂＯ，但能谱曲线显示沉积物中Ｏ元

素谱峰不明显，表明没有ＰｂＯ生成，故沉积物中

Ｐｂ元素以单质形式存在的可能性较小。

３）燃气温度大于４８０℃，废气初温小于３７３℃

此情况下式（１）和式（２）均发生，ＰｂＢｒ２ 在熔

点３７３℃以下以固态存在；ＰｂＢｒ２ 颗粒在高速排

气流冲刷下不易在排气门／座密封面上黏接沉积。

４）燃气温度大于４８０℃，废气初温在３７３～

９１６℃之间

此情况下式（１）和式（２）均发生，ＰｂＢｒ２ 在沸

点９１６℃以下以液态存在；如排气门和排气门座

温度高于ＰｂＢｒ２ 熔点３７３℃，则液态ＰｂＢｒ２ 在高

速排气流冲刷下难以在气门／座密封面上黏接沉

积；反之当排气门／座温度低于３７３℃时，液态的

ＰｂＢｒ２ 遇到较冷的排气门／座时能够以固态形式

附着沉积。

５）废气初温大于９１６℃

此情况下式（１）和式（２）均发生，ＰｂＢｒ２ 在沸

点以上以气态存在，较难在排气门／座上附着。

可见以Ｐｂ、Ｂｒ元素为主的沉积物能够在排

气门上沉积附着的原因在于废气初温使ＰｂＢｒ２

以液态存在，且排气门运行温度处于ＰｂＢｒ２ 的熔

点附近，使液态ＰｂＢｒ２ 以半液半固的黏流态在气

门／座密封面上黏接附着，此分析与图２中沉积物

在排气门边缘的糊状流淌痕迹相吻合，且图２中

沉积物表面的凹坑应形成于排气流中较大的沉积

物液滴对排气门头上黏流态沉积物柔软表面的

冲击。

２３　所指机型发动机气门积铅的环境因素

工程实践中采用排气温度（ｅｘｈａｕｓｔｇａｓｔｅｍ

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ＥＧＴ）对活塞发动机气缸内混合气燃烧

情况进行监控［１２］。文献［１４］指出从排气门打开

的时刻开始，气体从气缸中以近似于等温节流过

程流出。所以ＥＧＴ与排气门打开前气缸中膨胀

之末的燃气温度（即废气初温）有关，可通过ＥＧＴ

研究气缸内废气初温的可能极低值。航空活塞发

动机的ＥＧＴ与发动机功率状态有关，一般在地

面运转情况下慢车时ＥＧＴ最低。空、地慢车时

发动机功率杆位置相同，所指机型教练机采用活

塞螺旋桨式动力装置，空中慢车时发动机在处于

风车状态的螺旋桨的带动下以大于地面慢车的转

速旋 转，发 动 机 出 现 大 转 速 小 进 气 压 力 状

态［１２，１７］，缸内混合气比地面慢车更偏富油，ＥＧＴ

低于地面慢车。

用ＥＧＶｉｅｗ软件解析该型教练机空中慢车

时的ＦＤＲ数据，典型数据曲线如图５。

图５中示出各缸ＥＧＴ（量参数记为狋ｅｇ，图示

多色线簇，每色代表一个单缸）、发动机转速 犖

（图示蓝色单线）、飞行高度犎ｐ．ａｌｔ（图示青色单线）

和进气压力狆ｍａ（图示灰色单线）以及燃油体积流

量狇犞，ｆｆ（图示红色单线）等参数的变化过程。图中

犃１、犅１ 为两个特征取值点，灰色竖线为取值点参

考标记，分别取连续两个起落航段中收油门至慢

车、飞机由平飞改下降至落地过程中各缸ＥＧＴ

持续降低达到的极低值点。图中横坐标以“时分

秒”独立计时示出了本次机载数据记录系统启动

９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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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持续时间，纵坐标已按量单位对ＥＧＶｉｅｗ软

件原始界面图进行了数据转换。作为对比，同样

示出使用相同航空汽油但未出现明显气门积铅的

对比例发动机空中慢车时的ＦＤＲ数据曲线（图６）。

图６中特征取值点犃２、犅２、犆２ 为３个连续起落

航段中收油门至慢车且飞机由平飞改下降至落地

过程中各缸ＥＧＴ持续降低达到的极低值。将各特

征取值对应的单缸ＥＧＴ数据汇总如表１。

图５　所指发动机空中慢车状态数据曲线图

Ｆｉｇ．５　Ｄａｔａ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ｉ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ｉｎａｉｒｉｄｌｅｓｔａｔｅ

图６　对比例发动机空中慢车状态数据曲线图

Ｆｉｇ．６　Ｄａｔａ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ｉｎａｉｒｉｄｌｅｓｔａｔｅ

表１　各特征点对应的发动机各缸犈犌犜统计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犈犌犜狊犪狋犲犪犮犺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狆狅犻狀狋狅犳犲狀犵犻狀犲

特征点
犖／

（ｒ／ｍｉｎ）

狋ｅｇ／℃

１缸 ２缸 ３缸 ４缸 ５缸 ６缸

犃１ １５４４ ３２８ ２０８ ２５６ ２１７ ２４７ ２００

犅１ １５３７ ３１８ ２０６ ２４２ ２１６ ２３９ １９８

犃２ ７９９ ４９２ ５２３ ４６６ ５２６

犅２ １００２ ５４３ ５２３ ５４９ ５２６

犆２ ９６７ ５０９ ５５２ ４４８ ５８２

注：所指机型为６缸发动机，对比例机型为４缸发动机。

０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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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上用ＥＧＴ传感器（热电偶）在排气管中

测量发动机排出的废气的温度，热电偶测出的是

废气温度随时间的平均值。文献［１４］指出在排气

过程中每一瞬时废气的流量和温度都是在不断变

化的，废气的温度应取排气过程中总的排气量的

平均温度，并指出在单缸发动机上该温度必大于

废气温度随时间的均值（即热电偶示出温度）。表

１所列 ＥＧＴ 均为单缸数据，对比各特征点的

ＥＧＴ实测数据与ＰｂＢｒ２ 熔点３７３℃的差值，显然

对比例发动机气门运行温度大于ＰｂＢｒ２ 熔点的

概率更大。

对航空器而言，空中慢车总是存在的。但表

１数据显示同为活塞螺旋桨式动力装置的对比例

机型在空中慢车时ＥＧＴ明显高于所指机型。分

别在图５和图６对应的ＦＤＲ数据文件中查找对

应飞机的地面慢车取值点犇１（所指机型）、犇２（对

比例机型），并与各自的空中慢车数据汇总如表

２。因真空速影响螺旋桨负荷并最终影响螺旋桨

风车转速［１７］，表２最后列给出了对应飞机在空中

慢车取值点时的实际真空速（量符号记为狏ｔａｓ）。

表２　两种机型的空地慢车参数统计

犜犪犫犾犲２　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犪犻狉犪狀犱犵狉狅狌狀犱犻犱犾犲犪狋狋狑狅犪犻狉犮狉犪犳狋犿狅犱犲犾狊

取值点 犖／（ｒ／ｍｉｎ） 狆ｍａ／ｋＰａ 狇犞，ｆｆ／１０
－６（ｍ３／ｓ） 狋ｅｇ／℃ 狏ｔａｓ／（ｋｍ／ｈ）

犅１ １５３７ ２８ ２．５２ ２１６ １４３

犇１ ８０２ ５６ １．５８ ５０３ ０

犅２ １００３ １．５８ ５２７ １０５

犇２ ７３６ １．４７ ５４６ ０

　　表２数据显示空中慢车时所指机型发动机的

“大转速、小进气压力”状态更明显，特别是其发动

机燃油系统设计特性造成空中慢车时供油量增加

较多［３］，进一步加剧了缸内混合气的偏富油程度。

文献［１４］指出随空燃比降低，排气门温度直线降

低，故所指机型发动机出现严重的气门积铅表明

其空中慢车时排气门运行温度低于ＰｂＢｒ２ 熔点

３７３℃。

２４　缓解所指机型发动机气门积铅的方法及验证

由以上讨论可知所指机型发动机气门积铅的

直接原因在于空中慢车状态下排气门运行温度过

低，根本原因在于气缸内混合气过富油。

工程实践中控制和改善气缸内混合气偏富油

倾向的方法较多，如可依具体工况改变供油量的

ＥＣＵ（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ｕｎｉｔ）控制模式
［１８］以及相

关的优化控制方法［１９２０］，但这些在持续适航阶段

因涉及对航空器的加改装而受到航空适航法规的

限制，故需要在法规框架内结合飞机的原有设计

研究优化方法。

螺旋桨风车状态导致飞行阻力变大［１７，２１］，且

螺旋桨转速越高发动机热状态越低［２２］。再结合

所指机型发动机的供油特性，故降低螺旋桨风车

转速有助于降低空中慢车时缸内混合气的偏富油

程度，也有助于减小飞行阻力提高燃油经济性。

所指机型采用恒速变距螺旋桨，空中慢车时

螺旋桨工作在最低距的定距状态［２３］，随最低距设

置及飞机真空速不同螺旋桨风车转速也不同［１７］。

将螺旋桨设置在恒速变距状态可使风车转速成为

定值。参照实践中真空速１００ｋｍ／ｈ时空中慢车

转速典型值１５５０ｒ／ｍｉｎ，将风车转速降低２００

ｒ／ｍｉｎ，ＥＧＴ控制在４２７℃以上（必要时调贫），运

行２００飞行小时对比测试效果如图７。

图７　新发动机运行２００飞行小时的气门／座间密封

面形貌

Ｆｉｇ．７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ｖａｌｖｅ／ｓｅａｔｓｅａｌ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ｉｔｈ

２００ｆｌｉｇｈｔｈｏｕｒｓｆｒｏｍｎｅｗｅｎｇｉｎｅ

ＥＧＴ升高预示着废气初温和缸内燃气温度

的升高，而凡使ＥＧＴ升高的因素均能提高气门

工作温度［２４］。图７显示测试方案有效，表明对所

１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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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机型发动机排气门积铅机理的分析正确，可在

此方向上继续完善，最终获取一个便于运行实践

中操作的以ＥＧＴ为参考量的气门积铅阈值来正

确控制所指机型发动机的运行。

３　结　论

１）含铅汽油条件下，航空汽油类航空活塞发

动机排气门积铅与其在小功率状态下排气门运行

温度过低有关。

２）含铅汽油条件下，航空汽油类航空活塞发

动机空中慢车时的大转速小进气压力状态增加了

缸内混合气的偏富油倾向，是气门积铅的主要运

行阶段，提高空中慢车 ＥＧＴ 有助于减少气门

积铅。

３）所指机型发动机出现排气门积铅的原因

在于其自身燃油系统设计特性和空中螺旋桨风

车转速偏高双重因素所致的空中慢车过富油，

降低螺旋桨风车转速和小功率调贫提高 ＥＧＴ

是解决所指机型发动机排气门积铅的有效

途径。

４）应考虑一个便于工程实践中操作的以

ＥＧＴ为参考量的气门积铅阈值来正确控制所指

机型发动机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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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旋流燃烧室点火阶段燃烧性能

莫　妲，万　斌，王新竹，张成凯，于婷婷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１１００１５）

摘　　　要：为研究三旋流燃烧室的点火熄火性能，对单头部燃烧室进行了地面和高空的点、熄火试验研究，

测取了负温条件下的高空点火性能，借助高速摄像法录取了地面点火过程，采用燃气分析法对地面点火燃烧

效率进行了测量，获得了单头部燃烧室的点、熄火性能和点火燃烧性能参数，以及火焰传播过程。结果表明：三

旋流燃烧组织方式可在宽广的主燃区气流速度范围内，具有良好的点熄火性能，地面点火边界的燃烧充分性较

高，燃烧效率约为８０％，负温条件增加了点火难度，与常温点火边界相比，进气压力７０ｋＰａ时的负温点火的边界

变窄了１．８８％～３７．５％，高空贫油熄火边界与点火边界接近，所获结果可为三旋流燃烧室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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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军机要求发动机具有更高的推质比，燃

烧室具有更高的温升能力［１］。三旋流燃烧室作为

高温升燃烧室可以满足这一需求，但高温升燃烧

室需要在宽广的油气比范围内稳定而高效工

作［２３］，即大状态时不冒烟、小状态时高效稳定燃

烧。不冒烟又需要头部进气量增加，但这会给点

火稳定性带来困难。解决方案之一是在双旋流头

部基础上，增加了第三股头部旋流空气。但三旋

流燃烧室的点熄火性能具体怎么样，有必要进行

试验研究。

军用的航空发动机首先要求其具有可靠的点

火性能，在地面起动过程中，在被带至点火转速时

能够轻松的实现点火起动［４］，而当出现高空熄火

时，要尽快再点火，恢复动力［５］。目前对三旋流高

温升燃烧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场、喷雾场、温度

场和燃烧性能方面。例如，国外 Ｍａｎｓｏｕｒ等
［６］试

验研究了三旋流燃烧室的油雾场，数值模拟了冷

态流场。Ｌｉ等
［７］常压下测量了三旋流燃烧室的

冷态流场，研究了旋流器几何结构、进口空气流

量、燃油与空气的混合管长度、排气喷管直径对燃

烧室流场的影响。Ｌｉ等
［８］试验研究了在有、无火

焰筒时不同的旋流器组合方案对三旋流燃烧室的

冷态流场的影响，并进行了数值模拟。Ｇｒｉｎｓｔｅｉｎ

等［９］分别采用雷诺平均和大涡模拟对三旋流燃烧

室进行了数值模拟和试验研究。国内，吴振宇

等［１０］研究了头部旋流器流量分配对冷态流场的

影响。袁怡祥等［１１］数值模拟了两种头部燃烧室

的冷态流场，试验研究了速度场和喷雾场。彭云

晖等［１２］对三头部矩形燃烧室的旋流器旋向和头

部当量比对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的影响进行了试

验研究。作者［１３１４］结合了数值模拟和试验对三旋

流单头部矩形燃烧室的流场、喷雾场、温度场等进

行了研究。对于其他型燃烧室的点火和熄火性能

方面也有较多研究，如 ＳｕｂｂａＲａｏ、Ｒａｏ、Ｂａｌｌａｌ

等［１５１８］研究了电火花持续时间和其他相关参数对

点火所需最小能量的影响，还研究了空气速度对

点火极限的影响。Ｂａｌｌａｌ等
［１９］研究了供给均匀的

气体丙烷和空气混合物时，进气温度、压力、速度

及湍流度对火焰稳定器贫油吹熄性能的影响。徐

丽等［２０２１］对中心分级贫预混燃烧室点火熄火性能

进行了试验研究，针对不同的旋流角组合方式，研

究了不同进气量下的贫油点火和熄火极限。

本文以三旋流单头部矩形燃烧室为研究对

象，利用高速摄像观测了点火过程，重点研究来流

温度和压力对点火和熄火性能的影响，并测取了

地面点火状态时的燃烧效率，获得的结果对于三

旋流高温升燃烧室研发的分析至关重要，也为后

续设计及优化提供参考。

１　研究方案

图１为三旋流单头部矩形燃烧室的流动原理

示意图，其头部有三股旋流空气和两级油路，可实

现小状态的稳定和大状态的高效燃烧且无可见排

气冒烟。值班级由第一、二级旋流器的空气组成，

因这两级空气量低，故在头部形成局部富油区，有

助于拓宽点熄火边界。主燃级为第三级头部旋流

空气，贴壁流动，在偏后位置进入主燃曲，使燃烧

区保持相对贫油的状态，有助于降低排气冒烟。

图１　三旋流燃烧室流动原理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ｒｉｐｌｅｓｗｉｒｌｅｒ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

２　试验设备

点火和熄火试验在三旋流单头部矩形燃烧室

进行。图２为单头部燃烧室试验系统图，主要由

前测量段、单头部试验件、后测量段组成，点火能量

不小于３．８Ｊ，火花频率１．８～２．７５Ｈｚ。试验台进口

来流可为常温常压、常温低压或低温低压气体。

图２　单头部燃烧室试验台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ｒａｗｉｎｇ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ｈｅａｄ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

ｔｅｓｔｓｙｓｔｅｍ

试验件侧壁设计有玻璃观察窗，可通过高速

摄像观察点火过程，另采用燃气分析法对常温常

压点火燃烧效率进行了测量，燃烧效率通过安装

在出口测量段上的１５点燃气取样耙获得。图３

５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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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燃气分析测试系统

Ｆｉｇ．３　Ｇａ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为燃气分析测试系统［２２］，测量误差不超过０．２％。

图中４３３Ｋ和３３８Ｋ分别为进入总碳氢分析仪的

样气温度和进入化学发光分析的样气温度。

３　试验及结果分析

３１　点火试验

３．１．１　常温点火试验

常温地面点火试验条件如表１所示，犜３ 为进

口空气总温，狆３ 为进口空气总压，犞３ 为点火器位

置处气流的平均流速，即主燃区空气量与火焰筒

的横截面积比，点火器靠近主燃孔。

表１　地面点火试验状态

犜犪犫犾犲１　犌狉狅狌狀犱犻犵狀犻狋犻狅狀狋犲狊狋

序号 犜３／Ｋ 狆３／ｋＰａ 犞３／（ｍ／ｓ）

１ ３００ １００ ３

２ ３００ １００ ４

３ ３００ １００ ５

４ ３００ １００ ６

５ ３００ １００ ７

　　图４为三旋流单头部燃烧室的二维简图，示

意了头部旋流器或喷嘴与观察窗的相对位置。

试验时点火过程为供油１ｓ后点火器工作，点

图４　单头部燃烧室二维结构

Ｆｉｇ．４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ｍｏｄｅ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ｈｅａｄ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

火时间为５ｓ，火焰筒出口至少有一点的温升大于

３５３Ｋ，火焰稳定时间超过２０ｓ。

图５给出了进气压力为１００ｋＰａ，犞３ 为７

ｍ／ｓ，油气比为０．０１３时在时间狋的点火过程，高

速影像相机设置的参数２０００帧／ｓ，图中虚线框为

观察窗的边缘，头部旋流器在虚线框的右边缘，为

了拍摄全面，摄像机镜头方向未垂直于观察窗平

面，因此虚线框呈平行四边形。由图５可见，点火

器工作后，有了瞬时点火源，产生了电火花，在点

火器处形成了具有一定尺寸和温度的火核，高温

核心从点火器分离向头部方向传播，并进入回流

区，不断加热未燃混气并燃烧持续产生热量，从而

使火焰核心传播至整个主燃区。火核能够得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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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高速摄像点火过程

Ｆｉｇ．５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ｃａｍｅｒａ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存和自持，说明电火花为可燃混合物提供足够的

能量，火核的释热速率超过了通过辐射和湍流耗

散向周围环境损失热量的速率。

另外，在犜３ 为３００Ｋ，狆３ 为７０ｋＰａ时，开展高

空点火试验。

图６为三旋流燃烧室和文献中某燃烧室改

型［２］的地面和高空点火试验结果，横坐标为点火

器位置处气流的平均流速，纵坐标为点火油气比。

可见，在点火器气流的平均流速为３～１１ｍ／ｓ时，

与文献中某改型燃烧室相比，在相同的压力和速

度条件下，三旋流燃烧室的点火油气比更低，说明

三旋流燃烧室的地面和高空点火边界更宽，最低

油气比为０．０１２５，说明在点火器速度较高时，三

旋流燃烧室仍然具有良好的点火性能。另外，狆３

降低使点火边界变窄，因点火能量相同时，进气压

力低，需提高油气比，从而提高喷嘴供油压力，改

善雾化粒度，才可使点火更容易。

相同点火油气比时，随着进气压力降低，点火

器位置平均速度增大，湍流度增大，当气流平均速

度大于火焰传播速度时，电火花核心在主燃区扩

散传播的时间缩短，甚至会被带往下游，火焰不易

稳定。但点火器平均速度增大的不利影响可以通

过改善油气混合特性、燃油雾化性能得到一部分

抵消。同时，速度的增加，导致燃油需要穿透的距

离增加，电火花散热增加，给点火带来了不利影

响。另外，在７０ｋＰａ时三旋流燃烧室的点火油气

比随着速度增加，先减小后增大，点火器处速度为

７．７ｍ／ｓ时，油气比最低。说明速度低于７．７ｍ／ｓ

图６　地面和高空点火试验结果

Ｆｉｇ．６　Ｇｒｏｕｎｄａｎｄｈｉｇｈ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时，提高速度有利于改善雾化，也可增大电火花释

放的能量，当速度继续增加时，火焰稳定性变差。

３．１．２　负温下高空点火试验

在犜３＝２５３Ｋ，狆３＝７０ｋＰａ时，在地面模拟负

温进气状态的高空点火情况。

图７为常温和负温点火试验结果，可见，当平

均速度相同时，降低进气温度至２５３Ｋ，点火油气

比升高了６０％，说明低温极其不利于点火。因为

进气温度低时，燃油蒸发速率较低，致使大粒径的

液滴多，需要更多地点火能量，而且最小点火能量

与雾化粒径的３次方成正比
［１］。

图７　７０ｋＰａ常温和负温点火试验结果

Ｆｉｇ．７　Ｎｏｒｍａｌ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ｔ７０ｋＰａ

图８为不同温度下的头部油气比与高空点火

负荷因子（λ）的关系，横坐标为高空点火负荷因

子，可通过式（１）
［２］计算得到，纵坐标为主燃区油

气比。

式（１）包含了影响点火性能的主要因素：进气

流量、空气密度、来流温度和压力、燃油喷嘴压降、

主燃区横截面积。

λ＝
３．１×狇

０．５
ｍａ，ｐｒｉ

ρａ犃ｌΔ狆
０．７
ｆ ×狆ｂｉ×犜

０．５
ｂｉ ×１０

０．００１４５（犜
ｂｉ－３４０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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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主燃区油气比与负荷因子关系

Ｆｉｇ．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ｆｕｅｌａｉｒｒａｔｉｏｏｆ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ｚｏ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ａｄｆａｃｔｏｒ

式中狇ｍａ，ｐｒｉ为主燃区空气量（ｋｇ／ｓ），ρａ为空气密度

（ｋｇ／ｍ
３），犃ｌ 为火焰筒头部横截面积（ｍ

２），Δ狆ｆ

为点火时的喷嘴压力降（Ｐａ），狆ｂｉ为进气压力

（Ｐａ），犜ｂｉ为进气温度（Ｋ）。

由图８可以发现，三旋流单头部燃烧室研究

的负荷因子在０．１３～０．５１范围内，可点着的主燃

区油气比在０．０２５～０．０４５，且负温的点火负荷因

子分布范围未超出常温的，说明稳定进气压力后，

进气温度对负荷因子的影响较小。另外，当负荷

因子一定时，降低进气温度，可点燃的头部油气比

增加，这是因为进气温度降低，燃油蒸发变慢，为

此需要提高供油压力，来改善雾化效果，这就导致

燃油流量增加，油气比增大的幅度为２２．５％～

３４．５％。当进气温度和压力相同时，如 犜３ ＝

２５３Ｋ，狆３＝７０ｋＰａ，随负荷因子的增加，主燃区油

气比先减小后增加，该趋势与图６基本相同，因为

式（１）中，在进气压力、温度一定时，负荷因子与主

燃区空气量有关，即与点火器位置的平均速度

有关。

３２　熄火试验

在进气压力７０ｋＰａ，进气温度３００Ｋ时，测取

了三旋流单头部燃烧室的在点火过程中的熄火

性能。

图９为燃烧室的点火和熄火试验结果，横坐

标为点火器位置真实平均速度，纵坐标为燃烧室

总油气比，同点火油气比算法相同，均为燃烧室总

进油量与总进气量之比，可见７０ｋＰａ时的熄火油

气比低至０．０１，并与点火边界较接近，表明点火

器的位置设置合理，因其对熄火性能无影响，而对

点火性能影响很大，当两个边界相距较远时，需要

足够多的燃油才能点着火，说明点火器未靠近喷

雾锥外边缘，因此未发挥最大作用。另外，适当增

图９　点火和熄火试验结果

Ｆｉｇ．９　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ｌａｍｅｏｕｔ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加气流速度，可使熄火油气比降低。

３３　燃烧效率试验

对三旋流单头部燃烧室地面点火过程中的燃

烧效率进行了测量。表２为试验状态，表中犚ｆａ为

燃烧室总油气比。

表２　地面点火燃烧效率试验状态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犿犫狌狊狋犻狅狀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狅犳犵狉狅狌狀犱犻犵狀犻狋犻狅狀

狋犲狊狋狊狋犪狋狌狊

试验状态点 犜３／Ｋ 狆３／ｋＰａ 犞３／（ｍ／ｓ） 犚ｆａ

１ ３００ １００ ４ ０．０１３５

２ ３００ １００ ６ ０．０１３５

３ ３００ １００ ７ ０．０１３５

４ ３００ １００ ６ ０．０１６

５ ３００ １００ ６ ０．０１８

　　表２中５个试验状态点与点火边界的位置关

系如图１０所示，点１～３位于或临近点火边界，点

４和点５在点火边界之上。

图１０的横坐标为点火器位置真实平均速度，

左纵坐标为燃烧效率，右纵坐标为点火油气比。

从该图可以看到在临近点火边界进行点火时，其

燃烧效率的变化趋势。在犞３ 为４～７ｍ／ｓ时，燃

烧效率为７６％～８０％，说明燃烧较为充分。随气

流速度增加，燃烧效率先增加后减小，当速度为６

ｍ／ｓ时，效率最高。说明在气流速度低于６ｍ／ｓ

时，增加气流速度，可改善雾化，液滴蒸发速率加

快，燃烧更加充分，当气流速度继续增加时，将有

较多未经燃烧的液滴被气流带出主燃区，使燃烧

效率降低。

图１１是犞３＝６ｍ／ｓ时燃烧效率随总油气比

的变化趋势，横坐标为燃烧室总油气比，纵坐标为

燃烧效率。可见，在犞３＝６ｍ／ｓ时，总油气比从

８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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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点火边界和点火燃烧效率

Ｆｉｇ．１０　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ａｎｄ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图１１　犞３＝６ｍ／ｓ的燃烧效率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ｓ犞３ｉｓ６ｍ／ｓ

０．０１３５增加到０．０１８时，燃烧效率提高２％。因

为进气速度一定时，增加总油气比意味着燃油流

量增加，喷嘴压降升高，离心喷嘴的初始雾化效果

得到改善，雾化粒度更细小，燃烧更充分。

４　结　论

本文研究了三旋流单头部燃烧室的点火和熄

火性能，高速摄像了地面点火过程，测取了地面点

火燃烧效率，得到以下结论：

１）在较宽的点火器气流速度范围内，三旋流

燃烧组织方式具有良好的点熄火性能，并可将初

始核心火团稳定传播到主燃区。

２）三旋流燃烧室地面点火边界的燃烧比较

充分，效率约为８０％，最佳点火燃烧效率对应的

点火器气流速度和油气比分别为 ６ｍ／ｓ和

０．０１３５。

３）进气压力相同时，负温条件会增加点火难

度，与常温相比，点火油气比将升高６０％，但对高

空点火负荷因子影响较小。

４）高空点、熄火边界较为接近，点火器位置

布置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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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室轴向和周向长度对气液两相旋转

爆轰特性的影响

李宝星１，许桂阳１，舒慧明１，翁春生２，赵凤起１，王研艳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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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旋转爆轰发动机燃烧室轴向和周向长度对气液两相旋转爆轰特性的影响，采用守恒元

和求解元（ＣＥ／ＳＥ）方法对带化学反应的汽油／富氧空气两相旋转爆轰理论模型进行求解，获得了气液两相旋

转爆轰流场结构，并分析了燃烧室轴向和周向长度对燃烧室流场、爆轰波传播特性以及发动机推力性能的影

响。计算结果表明：轴向长度对燃烧室上游流场影响甚小，却对下游流场参数影响较显著。随着轴向长度增

加，燃烧室出口压力、温度、密度以及周向速度均降低，轴向速度则逐渐增大，同时发动机平均推力密度和燃料

比冲先增大后减小。当周向长度过短，燃烧室内难以形成自持传播的爆轰波，随着周向长度增加，上游爆轰波

强度增加，对应的流场参数均有所增大，但发动机推力性能略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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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ｅａｍ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ａｘｉａｌｌｅｎｇｔｈ，ｔｈｅｏｕｔｌｅ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ｅｍ

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ｃｈａｍｂｅｒ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ａｘｉ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ｈｒｕｓｔ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ｆｕｅ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ｍｐｕｌｓｅ

ｏｆｔｈｅｅｎｇｉｎ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ｆｉ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ｎ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ｈｅｎ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ｅｎｇｔｈｗａｓｔｏｏ

ｓｈｏｒｔ，ｉｔｗａｓ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ｆｏｒｍａｓｅｌｆ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ｎｇｄｅｔｏｎａｔｉｏｎｗａｖ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ｂｕｓ

ｔｉｏｎｃｈａｍｂｅｒ．Ａｓ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ｅｎｇｔ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ｄｅ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ｗａｖ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ｔｈｒｕｓ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ｄｅｔｏｎ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ａｘｉａｌａｎｄ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ｅｎｇｔｈｓ；

ｇａｓｌｉｑｕｉｄｔｗｏｐｈａｓｅ；ｄｅｔｏｎ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对航空航天事业

的热情日益高涨，迫切需要发展一种基于全新热

力循环方式、高热循环效率、高性能的动力装置，

而爆轰燃烧理论上具有比等压燃烧更高的热循环

效率［１］。旋转爆轰发动机（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ｄｅ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ＲＤＥ）是利用爆轰波在环形燃烧室内旋转

传播来实现高效的爆轰燃烧，爆轰产物从出口高

速排出从而产生推力的发动机。ＲＤＥ是极具吸

引力的推进系统，仅需单次点火，即可形成高速旋

转传播的爆轰波，具有热力循环效率高、结构紧

凑、推质比大等优点。基于 ＲＤＥ的诸多优点，

ＲＤＥ成为了国内外的研究热点。

俄罗斯的Ｂｙｋｏｖｓｋｉｉ等
［２４］利用不同燃料（如

氢气、煤油、丙酮等），在不同尺寸和形状的燃烧室

内开展实验，发现爆轰波的起爆与自持受到喷注

压力、燃烧室尺寸等因素的影响；气体燃料与氧气

或空气都能实现连续爆轰，但是液体燃料和空气

组合无法成功起爆，需加入氧气提高活性后才实

现起爆。北京大学［５］、清华大学［６］、国防科技大

学［７］以及南京理工大学［８１０］等单位对旋转爆轰波

的起爆、传播模态与稳定性以及燃烧室尺寸等方

面开展了大量的实验研究。

数值计算方面Ｓｃｈｗｅｒ等
［１１］采用氢气／空气

为燃料，发现燃烧室直径增大，爆轰波高度逐渐增

大，燃料比冲变化较小；燃烧室长度增大，在低压

喷注条件下，爆轰波高度呈现增大趋势，而燃料比

冲呈现减小趋势，在高压喷注条件下，爆轰波高度

呈相反趋势变化，对燃料比冲却影响甚小。周蕊

等［１２］针对不同燃烧室进气端几何构型进行数值

模拟，随着燃烧室厚度越大，爆轰波在内外壁面差

异增大，推力呈线性增加，爆轰波高度和燃料比冲

基本不变。刘世杰等［１３］对氢气／空气旋转爆轰开

展了二维数值模拟，发现发动机存在临界尺寸，小

于该尺寸，爆轰波将无法成功起爆。陈洁和孙健

等［１４１５］相继研究了燃烧室轴向长度对发动机性能

的影响，发现轴向长度对燃烧室流场影响较大。

刘倩等［１６］分析爆轰燃烧室几何尺寸对增压特性

的影响，发现减少轴向尺寸或增加周向尺寸可增

强其增压特性。国内外学者针对ＲＤＥ燃烧室尺

寸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气态燃料，但与气态燃料

相比，液态燃料具有便于存储、密度比冲高的优

点，在工程应用方面具有更广阔的前景。关于气

液两相旋转爆轰过程中，燃烧室尺寸扮演着什么

角色尚不清晰。燃烧室周向长度和轴向长度的变

化可能会影响气液两相旋转爆轰产物的侧向膨胀

及排放过程，还会影响两相预混燃料的填充情况，

从而对燃烧室上下游流场参数及推力性能造成一

定的影响。

因此，本文开展燃烧室尺寸对气液两相旋转

爆轰特性影响的数值模拟研究。液态汽油为燃

料，富氧空气为氧化剂，采用守恒元和求解元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ｅｌｅｍｅｎｔ，ＣＥ／

ＳＥ）方法对不同燃烧室尺寸下的旋转爆轰流场进

行求解，获得了旋转爆轰波稳定传播时的流场结

构，分析了燃烧室轴向长度和周向长度对旋转爆

轰流场、爆轰波传播特性以及发动机推力性能的

影响，为今后气液两相ＲＤＥ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

指导。

１　模型建立

ＲＤＥ燃烧室通常采用环形空腔结构，属于三

维爆轰过程，由于燃烧室宽度远小于燃烧室的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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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和周向长度，为了问题的简化，忽略流场在径向

上的变化，将环形燃烧室沿任意一条母线展开所

获得的二维矩形计算域如图１所示。其中，在周

向方向上，下端面为入口边界，上端面为出口边

界，长度为犔；轴向上的左右边界（犪０犫０ 和犪１犫１）为

周期边界（两边物理参数相同），长度为犎。

气液两相连续旋转爆轰过程十分复杂，为了

简化计算，在流场计算过程中，提出以下假设：

①将液态燃料视为球形液滴，液滴群视为均有连

续介质特性的拟流体，液滴与氧化剂充分预混合；

②忽略黏性以及与壁面的热传导；③液滴在蒸发、

剥离过程中仍保持为球状，液滴间互不影响，且温

度分布均匀；④液滴在激波扫过后仍保持球状，在

气流作用下发生剥离；⑤液滴蒸发剥离的气体与

氧化剂直接混合。

根据上述假设，气液两相旋转爆轰的控制方

程为［１７１８］

图１　二维计算模型

Ｆｉｇ．１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

犝

狋
＋
犉

狓
＋
犌

狔
＝犚 （１）

犝 ＝

φｇρｇ

φｇρｇ狑犽

φｇρｇ狌ｇ

φｇρｇ狏ｇ

φｇρｇ犈ｇ

φｌρｌ

φｌρｌ狌ｌ

φｌρｌ狏ｌ

φｌρｌ犈

熿

燀

燄

燅ｌ

，　犉＝

φｇρｇ狌ｇ

φｇρｇ狌ｇ狑犽

φｇρｇ狌
２
ｇ＋（ ）狆

φｇρｇ狌ｇ狏ｇ

φｇ狌ｇρｇ犈ｇ＋（ ）狆

φｌρｌ狌ｌ

φｌρｌ狌
２
ｌ＋（ ）狆

φｌρｌ狌ｌ狏ｌ

φｌ狌ｌρｌ犈ｌ＋（ ）

熿

燀

燄

燅狆

，　犌＝

φｇρｇ狏ｇ

φｇρｇ狏ｇ狑犽

φｇρｇ狌ｇ狏ｇ

φｇρｇ狏
２
ｇ＋（ ）狆

φｇ狏ｇρｇ犈ｇ＋（ ）狆

φｌρｌ狏ｌ

φｌρｌ狌ｌ狏ｌ

φｌρｌ狏
２
ｌ＋（ ）狆

φｌ狏ｌρｌ犈ｌ＋（ ）

熿

燀

燄

燅狆

，

犚＝

犿ｄ

ω犽

犿ｄ狌ｌ－犉狓

犿ｄ狏ｌ－犉狔

犙ｃｏｍｂ－犙ｃｏｎｖ－犉狓狌ｌ－犉狔狏ｌ＋犿ｄ 犈ｌ＋狆／ρ（ ）ｌ

－犿ｄ

－犿ｄ狌ｌ＋犉狓

－犿ｄ狏ｌ＋犉狔

犙ｃｏｎｖ＋犉狓狌ｌ＋犉狔狏ｌ－犿ｄ 犈ｌ＋狆／ρ（ ）

熿

燀

燄

燅ｌ

式中犝为守恒项矢量，犉和犌为对流项矢量，犚为

源项矢量。狓、狔分别表示燃烧室的周向和轴向坐

标。下标ｇ表示气体相，ｌ表示液滴相；变量ρ、狌、狏、

犈和狆分别为密度、周向速度、轴向速度、总能和

压力，变量φ为体积分数，并满足φｇ＋φｌ ＝１；

狑犽（犽＝１，２，３，４）依次为气相中氧气、汽油蒸气、

二氧化碳及水蒸气的质量分数，将不参加反应的

氮气质量分数归一化处理；犿ｄ是液滴转化为气相

的质量贡献率；ω犽为各组分质量变化率；犉狓、犉狔分

别为气相与液滴群间的周向作用力和轴向作用

力；犙ｃｏｍｂ为化学反应释放的热量；犙ｃｏｎｖ 为气相与

液滴群间的对流传热。

总能犈ｇ、犈ｌ分别为

犈ｇ＝∑
５

犽＝１

犮犞，ｇ，犽狑犽犜ｇ＋０．５狌
２
ｇ＋狏

２（ ）ｇ

犈ｌ＝犮犞，ｌ犜ｌ＋０．５狌
２
ｌ＋狏

２（ ）ｌ （２）

式中犮犞，ｇ，犽（犽＝１，２，３，４，５）分别为氧气、汽油蒸

气、二氧化碳、水蒸气和氮气的比定容热容，狑犽 为

相应组分的质量分数；犮犞，ｌ为汽油液滴的比定容热

容，犜ｇ、犜ｌ分别为气相和液相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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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爆轰过程中，液滴通过剥离和蒸发对气相

质量的贡献率犿ｄ为
［１９］

犿ｄ＝犖ρｌ４π狉
２
０

ｄ狉０
ｄ狋

（３）

式中狉０ 为燃料液滴半径，犖 为单位体积内液滴

个数。液滴半径变化率由剥离和蒸发两部分

组成［１９］

ｄ狉０
ｄ狋
＝－
３λ犖狌 犜ｇ－犜（ ）ｌ

π狉ρｌ犔ｌ
－

０．５３槡πρ
ｇμｇ

ρｌμ
（ ）

ｌ

１／６
μｌ

ρ
（ ）
ｌ

１／２

·

（狌ｇ－狌ｌ）
２
＋（狏ｇ－狏ｌ）［ ］２ １／４狉０

－１／２ （４）

式中μｇ、μｌ为气体黏度和液滴黏度，λ为气体热导

率，犖狌为努塞尔（Ｎｕｓｓｅｌｔ）数；犔ｌ为液滴的蒸发

潜热。

犖狌＝２＋０．６犚犲
１／２犘狉１

／３ （５）

犚犲＝
２ρｇ 犞ｇ－犞ｌ狉０

μｇ
（６）

其中犘狉为普朗特数，犞 为速度矢量，犞ｇ－犞ｌ ＝

［（狌ｇ－狌ｌ）
２＋（狏ｇ－狏ｌ）

２］１／２。

气相与液滴群之间的周向和轴向作用力犉狓、

犉狔 分别为
［１９］

犉狓 ＝０．５π狉
２
０犆ｄρｇ 犞ｇ－犞ｌ 狌ｇ－狌（ ）ｌ 犖 （７）

犉狔 ＝０．５π狉
２
０犆ｄρｇ 犞ｇ－犞ｌ 狏ｇ－狏（ ）ｌ 犖 （８）

式中犆ｄ为阻力系数，表达式为

犆ｄ＝

２７犚犲－０．８４ 犚犲＜８０

０．２７犚犲０．２１ ８０≤犚犲＜１０
４

２ 犚犲≥１０

烅

烄

烆 ４

（９）

　　假设汽油为辛烷单一组分，辛烷的一步化学

反应方程式为［２０］

犪Ｃ８Ｈ１８＋１２．５犪Ｏ２＋犫Ｎ２ →

８犪ＣＯ２＋９犪Ｈ２Ｏ＋犫Ｎ２ （１０）

　　化学反应燃料质量变化率ω为
［２０］

ω＝犃 Ｃ８Ｈ［ ］１８
犿 Ｏ［ ］２

狀ｅ犈ａ
／（犚

ｕ
犜） （１１）

式中犃为化学反应指前因子；犜 为温度；犿、狀为

反应级数；犈ａ为活化能；犚ｕ为普适气体常数。

气相组分中汽油蒸气总的质量变化率为ω２，

是由液滴剥离、蒸发产生的汽油蒸气质量变化率

与化学反应的消耗速率之差；氧气、二氧化碳和水

蒸气的质量变化率则通过方程式（１０）中当量系数

犪、犫进行求解。

根据式（１１）求得汽油蒸气质量变化率，相应

的化学反应释热量犙ｃｏｍｂ为

犙ｃｏｍｂ＝ω狇ｆ （１２）

其中狇ｆ＝４．６×１０
７Ｊ／ｋｇ。

气相与液滴群之间的对流传热犙ｃｏｎｖ为
［１９］

犙ｃｏｎｖ＝４π狉
２
０
λ犖狌 犜ｇ－犜（ ）ｌ

２狉０
犖 （１３）

２　计算方法

本文采用的ＣＥ／ＳＥ方法
［１７，２１］是求解强间断

问题的一种计算方法。其计算格式简单、精度高、

捕捉爆轰波等强间断能力强，在求解爆轰等强断

面物理问题方面已有很多成功算例［１７１８，２１］。ＲＤＥ

内爆轰波为强间断，利用ＣＥ／ＳＥ方法计算有独特

的优势，其详细计算格式见文献［１７］。

２１　初始条件与边界条件

初始条件：如图１所示，初始温度和压力分别

２８８．１５Ｋ和０．１ＭＰａ，区域１为点火区域，将高温

高压及高速周向气流作为点火条件；区域２为新

鲜预混燃料；其他区域为富氧空气。

边界条件：下端填充边界，填充压力为狆０，温

度犜０＝２８８．１５Ｋ。假设气相与液相以相同填充

速度进入燃烧室，边界临近处的计算压力为狆，填

充边界分３种情况
［１８］：①当狆≥狆０ 时，此时预混

燃料不能进入燃烧室，按固壁边界处理；②当

狆ｃｒ＜狆＜狆０ 时，此时按亚声速条件填充；③当狆＜

狆ｃｒ时，预混的燃料按声速条件填充，其中狆ｃｒ为喷

注速度达到声速时的临界压力。

计算域的上端为排气边界，使用无反射自由

边界条件，分为两种：当出口为超声速时，出口边

界状态根据二阶外推得到；当出口为亚声速时，出

口压力等于环境压力（０．１ＭＰａ）。左右边界即为

周期边界（左右两边物理参数相同）。

２２　源项的处理

在爆轰过程中，根据式（４）和式（１１）计算出化

学反应特征时间狋ｃｈｅｍ≈１×１０
－７ｓ，液滴剥离蒸发

的物理特征时间狋ｐｈｙｓ≈５×１０
－５ｓ（１×１０

－７ｓ），

表明在两相爆轰系统中，液滴剥离蒸发的特征时

间决定了能量的释放速率，即使化学反应瞬间完

成，得到的爆轰波阵面仍然具有较长的化学反应

区。由于化学反应特征时间远小于物理特征时

间，其源项具有刚性，采用四阶龙格库塔法对源项

进行处理［１７］。

２３　计算方法验证

首先对计算方法进行验证，在周向长度犔为

３００ｍｍ、轴向长度犎 为１００ｍｍ的矩形域内进行

流场计算。于是分别采用２４０×８０、３００×１００、

４５０×１５０以及６００×２００的网格数进行计算，比

４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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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四种网格对爆轰波间断面的捕捉情况，计算结

果如图２所示。

图２　不同网格条件下入口处压力分布曲线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ｔｉｎｌｅｔ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ｉｄｎｕｍｂｅｒｓ

结果表明采用３００×１００网格能捕捉到爆轰

波间断面，进一步增加网格数对计算结果影响不

大，可认为３００×１００网格满足计算精度要求。在

３００×１００网格条件下，出入口质量流率随时间变

化情况如图３所示。在爆轰波没有达到稳定传播

之前，出入口质量流率存在较大的波动；达到稳定

之后，出入口质量流率保持一致。

图３　出入口质量流率随时间变化曲线

Ｆｉｇ．３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ｍａｓｓ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ａｔｉｎｌｅｔａｎｄｅｘｉｔ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传播过程与流场分析

在燃烧室周向长度犔和轴向长度犎 分别为

３００ｍｍ和１００ｍｍ，汽油／富氧空气为燃料（氧气

质量分数为３０％），在等化学当量比，填充压力

狆０＝０．３ＭＰａ，温度犜０＝２８８．１５Ｋ，液滴半径为

２５μｍ的条件下，研究燃烧室内爆轰波的传播过程

与流场结构。

图４为燃烧室内狓＝２００ｍｍ，狔＝４ｍｍ处压

力和温度时程曲线。由图可知，点火之后一共循

环了１２个周期，该点处压力和温度随着爆轰波传

播呈周期性变化，并且爆轰波波阵面处高压、高温

间断面相互耦合，凸显了爆轰波的基本特征。但

前３个周期爆轰压力峰值和温度峰值存在明显波

动，尚未形成稳定爆轰。从７３０μｓ到２２４４μｓ，爆

轰压力峰值和温度峰值较为平稳，表明燃烧室内

已达到相对稳定的爆轰状态。该时段内，爆轰波

一共经历了８个周期，通过每个周期内的峰值和

达到时间，计算得到爆轰波压力峰值、温度峰值以

及传播速度平均值分别为４．１ＭＰａ、３０５２．０Ｋ、

１５８５．１ｍ／ｓ，对应的爆轰波平均传播频率为５２８４

Ｈｚ。基于波前燃料层的温度（２７７Ｋ）和压力

（０．２４ＭＰａ），通 过 ＣＥＡ 计 算 得 到 汽 油 蒸 气

（Ｃ８Ｈ１８）与富氧空气（质量分数组成为３０％Ｏ２ 和

７０％Ｎ２）的爆轰 ＣｈａｐｍａｎＪｏｕｇｕｅｔ（ＣＪ）理论压

力、温度和速度分别为５．５ＭＰａ、３１２３Ｋ 以及

１９０４．４ｍ／ｓ，数值计算结果与ＣＥＡ结果对比，相

对误差分别为－２５．４％、－２．３％、－１６．７％。可

见，数值计算得到的压力、温度和速度相对于理论

值偏低，在两相爆轰过程中，当爆轰波扫过液滴

时，液滴要经历剥离和蒸发过程，液滴吸热；同时

气相速度与液滴速度存在较大差异，两者之间存

在相互作用力（如式（７）和式（８）所示），液滴对气

相造成一定的阻力，从而导致爆轰波参数与理论

值相比偏低［２２］。

图４　燃烧室内处压力和温度时程曲线

（狓＝２５０ｍｍ，狔＝４ｍｍ）

Ｆｉｇ．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ｉｍ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ｕｒｖｅｓｉｎ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ｃｈａｍｂｅｒ（狓＝２５０ｍｍ，狔＝４ｍｍ）

当爆轰波稳定传播时，燃烧室内流场的结构

基本没有变化。图５为狋＝１６７３μｓ时刻，燃烧室

内压力、温度、氧气质量分数、液滴半径流场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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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图５（ａ）为压力流场分布云图，此时爆轰波传

播至入口狓＝２５０ｍｍ处，爆轰波波阵面处压力峰

值高达４．０ＭＰａ；而斜激波出口处的前端压力值

最低，仅０．１４ＭＰａ，由于爆轰产物通过斜激波向

出口膨胀，距离斜激波越远爆轰产物膨胀越充分，

且斜激波是引起燃烧室出口参数出现波动的主要

因素。波阵面前新鲜燃料层的压力分布在０．２４

ＭＰａ左右。图５（ｂ）为温度云图，其中１是爆轰

波，２是斜激波，３是斜激波和爆轰产物接触间断

面，４是爆轰产物，５是新鲜预混燃料，６是爆轰产

物与预混燃料的接触面；其流场结构与文献［３］中

的爆轰实验所获得的流场基本一致。燃烧室内最

高温度达３０５０Ｋ，出现在爆轰波波阵面处；波阵

面前已经形成“三角形”新鲜燃料层，温度约为

２７５Ｋ。结合图５（ｃ）和图５（ｄ）可以看出，爆轰波

后填充的新鲜预混燃料与高温爆轰产物接触后，

在接触界面处燃料的液滴半径和氧化剂中氧质量

分数出现降低现象，主要是在高温爆轰产物作用

下液滴发生蒸发变成汽油蒸气与氧气发生化学反

应，导致在新鲜燃料层与爆轰产物的接触面处发

生了缓燃，从而降低了燃料的利用率，对气液两相

ＲＤＥ爆轰性能会造成一定的损失。

图５　狋＝１６７３μｓ时燃烧室内流场分布情况

Ｆｉｇ．５　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ｃｈａｍｂｅｒ

ａｔ狋＝１６７３μｓ

３２　轴向长度对爆轰参数的影响

为了研究燃烧室轴向长度对旋转爆轰流场特

性的影响，在上述相同的喷注条件下，保持周向长

度３００ｍｍ不变，分别对轴向长度为５０、１００、１５０、

２００ｍｍ 以及２５０ｍｍ 的燃烧室进行流场计算。

为了便于对比，选取爆轰波传播至入口狓＝２５０

ｍｍ处时的流场进行分析。

图６为不同燃烧室轴向长度下燃烧室内温度

分布云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流场结构基本一致，

均包括上游的爆轰波和下游的斜激波，爆轰波高

度均在４０ｍｍ左右。当燃烧室轴向长度为５０ｍｍ

时，斜激波十分短，随着轴向长度增加，膨胀空间

增大，斜激波长度增加，同时斜激波在出口的位置

不断向后偏移（相对于入口爆轰波的位置）。此

外，可以看出，燃烧室轴向长度对上游爆轰波附近

的 温度影响较小，爆轰温度均保持在３０５０Ｋ左

６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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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不同燃烧室轴向长度下燃烧室内温度分布情况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ｘｉａｌｌｅｎｇｔｈｓ

右，而波前的新鲜预混燃料层温度约为２７０Ｋ。

不同燃烧室轴向长度下的爆轰流场参数如表

１所示，爆轰的压力峰值和温度峰值分别保持在

４．１３ＭＰａ和３０５７Ｋ左右，波动范围甚小。爆轰

波平均传播速度和传播频率分别为１５８４ｍ／ｓ和

５２８４Ｈｚ。从整体参数可以看出，当前计算模型

下，燃烧室轴向长度在５０～２５０ｍｍ范围内，对燃

烧室入口处的爆轰参数影响较小。

不同燃烧室轴向长度下出口压力、温度、密

度、周向速度以及轴向速度分布情况如图７所示。

从图中变化曲线可知，出口流场参数在周向上均

存在较大的波动，主要是由出口斜激波引起的，与

图６对比，流场参数发生间断的位置与温度云图

中斜激波在出口出现的位置一致。从图７（ａ）中

可以看出，随着燃烧室轴向长度增加，出口处压力

发生间断的位置不断向后偏移，同时压力峰值从

０．８８ＭＰａ下降到０．３６ＭＰａ，主要是由于轴向长

度增加，斜激波的膨胀区域增大，爆轰产物得到充

分膨胀。同时燃烧室出口的平均压力从０．２８７

ＭＰａ下降到０．２３３ＭＰａ。图７（ｂ）所示，随着燃烧

室轴向长度增加，出口处的温度峰值逐渐下降，但

表１　不同燃烧室轴向长度下爆轰流场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犲狋狅狀犪狋犻狅狀犳犾狅狑犳犻犲犾犱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犿犫狌狊狋犻狅狀犮犺犪犿犫犲狉犪狓犻犪犾犾犲狀犵狋犺狊

燃烧室轴向

长度／ｍｍ

爆轰压力

峰值／ＭＰａ

爆轰温度

峰值／Ｋ

爆轰波速度／

（ｍ／ｓ）

传播

频率／Ｈｚ

质量流率／

（ｋｇ／（ｍ
２·ｓ））

５０ ４．１８ ３０６２ １５８６．６ ５２８８ ３８１

１００ ４．１０ ３０５２ １５８５．１ ５２８４ ３６５

１５０ ４．０９ ３０５０ １５８４．７ ５２８２ ３６１

２００ ４．１３ ３０６４ １５８４．０ ５２８０ ３６０

２５０ ４．１８ ３０５６ １５８３．６ ５２７８ ３６０

相对应的最低温度有所增加，最低温度出现在斜

激波前面。斜激波后温度流场略有振荡，是由斜

激波后面的接触间断面造成的。当轴向长度增加

到一定程度时，整个出口处的温度相对平缓。

图７（ｃ）为密度的变化趋势，其分布规律与压

力分布规律相同，随着燃烧室轴向长度的增加，出

口处密度峰值以及平均密度均有所降低。如图

７（ｄ）所示，随着轴向长度增加，出口处的周向速度

峰值明显减小，同时反方向的速度亦减小，变化范

围从－５４０～８００ｍ／ｓ减小到－３２６～３１０ｍ／ｓ。而

轴向速度峰值随着燃烧室轴向长度的增加先增加

后降低，当轴向长度为２００ｍｍ时，轴向速度峰值

最大为１１０８ｍ／ｓ，如图７（ｅ）所示。表明在斜激波

在欠膨胀状态时，随着燃烧室轴向长度增加，轴向

７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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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不同燃烧室轴向长度下燃烧室出口参数分布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ｕｔｌｅ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ｘｉａｌｌｅｎｇｔｈｓ

速度峰值逐渐增加，当轴向长度增加到一定程度

时，斜激波达到完全膨胀之后，轴向速度峰值开始

减小。但整体的平均轴向速度从６８０ｍ／ｓ增加到

８９０ｍ／ｓ。

上述结果表明，当燃烧室轴向长度较短时，在

燃烧室出口存在较大的周向速度，不仅会给燃烧

室产生一定的离心压力，还会造成发动机性能的

损失；同时温度也表现出明显的振荡。通过增加

轴向长度，使得出口处的周向流场趋于均匀。

根据出口流场参数，发动机出口处单位面积

平均推力密度及基于燃料的比冲计算如下：

珚（ ）犉 犔 ＝
∫ｏｕｔｌｅｔ

ρ狏
２
＋狆－狆（ ）ｂ ｄ狓

犔
（１４）

犐ｓｐｆ＝
∫ｏｕｔｌｅｔ

ρ狏
２
＋狆－狆（ ）ｂ ｄ狓

犵狑ｆｕｅｌ̈犿０
（１５）

式中重力加速度犵＝９．８ｍ／ｓ
２；̈犿０ 为入口处单位

面积上的总质量流率；狑ｆｕｅｌ为燃料的质量分数。

图８为燃烧室出口处的平均推力密度和燃料

比冲随燃烧室轴向长度变化曲线。随着轴向长度

的增加，燃烧室出口平均推力密度和燃料比冲均

先升高后降低。当犎＝５０ｍｍ时，燃烧室内的斜

激波距离燃烧室出口距离较近，波后高温高压爆

轰产物未充分膨胀就立即从燃烧室出口排出，此

时出口的轴向气流速度整体较低，从而导致发动

机性能不佳。随着轴向长度增大，爆轰产物的膨

胀空间增加，平均轴向速度逐渐增大，发动机的推

力密度和比冲逐渐增加。当 犎＝２００ｍｍ时，发

动机性能表现最优，推力密度和燃料比冲分别为

４８５．８４７ｋＮ／ｍ２ 和１６９５ｓ；当轴向长度进一步增

加，推力密度和燃料比冲开始下降。

图８　平均推力密度和燃料比冲随轴向长度变化

Ｆｉｇ．８　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ｈｒｕｓｔ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ｆｕｅ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ｍｐｕｌ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ｗｉｔｈａｘｉａｌｌｅｎｇｔｈ

３３　燃烧室周向长度对爆轰参数的影响

在文中第３．１节所述条件下，保持燃烧室轴

８０６１



　第８期 李宝星等：燃烧室轴向和周向长度对气液两相旋转爆轰特性的影响

向长度１００ｍｍ不变的条件下，进一步研究不同

周向长度（２００、２５５、３００、３５０ｍｍ以及４００ｍｍ）对

爆轰参数特性的影响。

如图９所示，燃烧室周向长度为２００ｍｍ的

燃烧室，点火后能够快速形成单方向传播的爆轰

图９　燃烧室周向长度为２００ｍｍ时，不同时刻燃烧室内的

流场分布

Ｆｉｇ．９　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ｃｈａｍｂｅｒ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ｓｗｉｔｈ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２００ｍｍ

波。在狋＝７４μｓ时，燃烧室左端开始喷注新鲜燃

料，狋＝１１３μｓ时，爆轰波已经传播至下一个周期，

此时波前只有少量的新鲜燃料，由于周向距离较

短，爆轰波后侧向膨胀空间不足，波后压力衰减缓

慢，难以衰减至喷注压力以下，导致燃料无法顺利

进入燃烧室。在狋＝１５５μｓ时刻，燃烧室内的燃料

微乎其微，无法为爆轰波的自持传播提供能量，此

时燃烧室内的压力峰值仅１．１ＭＰａ，爆轰波逐渐

衰减为激波，直至熄灭。由此表明燃烧室周向长

度过小时，难以形成自持传播的爆轰波，新鲜燃料

顺利进入燃烧室内，并且在爆轰波前形成有效燃

料层，是爆轰波成功起爆与自持传播的关键。

图１０为不同周向长度的燃烧室内温度分布

图１０　不同周向长度下燃烧室内温度分布云图

Ｆｉｇ．１０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ｃｈａｍｂｅｒ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ｅｎｇｔｈ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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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图。由图可知，燃烧室内的流场结构基本一致；

随着周向长度增加，爆轰波的温度峰值略微增加，

同时燃料填充比从０．５２增加到０．６３，爆轰波高

度约从３５ｍｍ增加到５０ｍｍ。

不同燃烧室周向长度下爆轰参数如表２和

表３所示。随着周向长度增加，爆轰压力峰值、

温度峰值、爆轰波传播速度以及入口质量流率

均呈增加趋势。而燃烧室出口处的平均压力、

平均温度以及燃气密度则随着周向长度先增加

后减小；与爆轰波反方向的周向速度逐渐增大，

平均轴向速度则是减小，主要是由于周向长度

增加，波后爆轰产物在周向上的膨胀空间增大，

侧向膨胀效应更加剧烈，促进了反方向的周向

速度不断增加。

表２　不同燃烧室周向长度下爆轰流场参数

犜犪犫犾犲２　犇犲狋狅狀犪狋犻狅狀犳犾狅狑犳犻犲犾犱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犿犫狌狊狋犻狅狀犮犺犪犿犫犲狉犮犻狉犮狌犿犳犲狉犲狀狋犻犪犾犾犲狀犵狋犺狊

周向长度／ｍｍ 爆轰压力峰值／ＭＰａ 爆轰温度峰值／Ｋ 爆轰波速度／（ｍ／ｓ） 传播频率／Ｈｚ 质量流率／（ｋｇ／（ｍ
２·ｓ））

２５０ ３．８６ ３０１３ １５０９．０ ６０３６ ３５０

３００ ４．１０ ３０５２ １５８５．１ ５２８４ ３６５

３５０ ４．２７ ３０８０ １６１１．２ ４６０３ ３７５

４００ ４．４３ ３１００ １６３３．２ ４０８３ ３８３

表３　不同周向长度下燃烧室出口流场参数平均值

犜犪犫犾犲３　犃狏犲狉犪犵犲狏犪犾狌犲狅犳犳犾狅狑犳犻犲犾犱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犪狋犮狅犿犫狌狊狋犻狅狀犮犺犪犿犫犲狉犲狓犻狋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犻狉犮狌犿犳犲狉犲狀狋犻犪犾犾犲狀犵狋犺狊

周向长度／ｍｍ 压力／ＭＰａ 温度／Ｋ 密度／（ｋｇ／ｍ
２） 周向速度／（ｍ／ｓ） 轴向速度／（ｍ／ｓ）

２５０ ０．２６２ １９５２．３ ０．４４ －１３４ ８０５

３００ ０．２６７ １９０４．７ ０．４６ －１７０ ７７３

３５０ ０．２７８ １８９０．７ ０．４８ －１９５ ７４６

４００ ０．２６９ １８６１．７ ０．４６ －２１５ ７４０

图１１　平均推力密度和燃料比冲随周向长度变化

Ｆｉｇ．１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ｈｒｕｓｔ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ｆｕｅ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ｍｐｕｌ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ｗｉｔｈ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ｅｎｇｔｈ

　　基于式（１４）和式（１５），不同周向长度下，燃烧

室出口的平均推力密度和燃料比冲如图１１所示。

随着周向长度从２５０ｍｍ增加到４００ｍｍ，燃烧室

出口平均推力密度从４８４．５２５ｋＮ／ｍ２ 降低到

４８１．９１３ｋＮ／ｍ２，相应的燃料比冲从１６７３ｓ降低

到１６４９ｓ。由此表明：周向长度增加，平均推力密

度和燃料比冲降低，降低幅度较小，但大幅增加了

燃烧室出口面积，从而整体上提升了发动机的推

力性能。

４　结　论

本文通过对汽油／富氧空气ＲＤＥ进行二维数

值模拟，发现燃烧室尺寸大小对燃烧室出入口流

场、爆轰波传播过程及发动机推力性能存在较大

影响，获得具体结论如下：

１）获得了气液两相旋转爆轰稳定流场结构；

基于旋转爆轰波的传播特性，燃烧室入口流场随

着爆轰波传播呈周期变化，下游斜激波和接触断

面是引起出口流场变化的关键。

２）在当前计算条件下，发现燃烧室轴向长度

在５０～２５０ｍｍ范围内，对上游爆轰波参数影响

较小，对下游流场参数影响较显著，随着燃烧室轴

向长度增加，爆轰产物膨胀空间增大，燃烧室出口

压力、温度、密度以及周向速度均降低，轴向速度

则逐渐增大，同时发动机平均推力密度和燃料比

冲先增大后减小，在轴向长度为２００ｍｍ时，发动

机推力性能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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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爆轰波前有效燃料层的快速建立，是爆轰

波自持的关键；周向长度与波后压力的衰减过程

密切相关，当周向长度过短（周向长度为２００ｍｍ

时），燃烧室内不能及时形成有效燃料层来支持爆

轰波传播；随着周向长度增加，上游爆轰波强度增

加，爆轰压力、温度以及爆轰波速度均增大，同时

爆轰波高度也略有所增大，但对燃烧室出口平均

流场参数影响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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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孔型对高超声速逆喷流气膜

冷却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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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主要对不同孔型在不同质量流量下对高超声速逆喷流气膜冷却影响规律开展研究，得到不同孔

型对气膜冷却效果的影响规律。采用ＣＦＤ计算方法，对飞行高度为５０ｋｍ，飞行马赫数为１５条件下圆柱孔、

收缩孔、扩张孔、收缩扩张孔４种孔型开展研究。研究显示：小流量供气时，收缩孔和圆柱孔会出现长穿透模

态（ＬＰＭ）工作状态，扩张孔和收缩扩张孔则不会出现；随着喷流流量的增大，喷流会从ＬＰＭ 转向短穿透模

态（ＳＰＭ），此时继续增大气膜喷流流量，并不会显著增大冷却收益。综合整个流域的变化，扩张孔在高超声

速飞行器头部逆流喷流气膜冷却中是比较稳定可靠的气膜冷却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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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ｔｈｅｊｅｔｍａｓｓ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ｔｈｅｊｅｔｗｉｌｌｃｈａｎｇｅｆｒｏｍＬＰＭｍｏｄｅｔｏｓｈｏｒｔ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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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ｏｌｉｎｇｂｅｎｅｆｉｔｗｉｌｌｎｏｔ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ｂ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ｊｅｔｍａｓｓ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ｅ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ｈｏｌｅｉｓａ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ｓｔａ

ｂｌｅａｎｄ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ｆｉｌｍｃｏｏｌｉｎｇｈ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ｊｅｔｆｉｌｍｃｏｏｌｉｎｇ．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ｈｙｐｅｒｓｏｎｉｃｖｅｈｉｃｌｅ；ｆｉｌｍｃｏｏｌｉｎｇ；ｆｉｌｍｃｏｏｌｉｎｇｈｏｌｅｓｈａｐｅ；ｈｅａｔｆｌｕｘ；

ｃｏｕｎｔｅｒｊｅｔ

　　高超声速飞行器是目前航空航天技术发展的

热点课题。由于飞行速度极快，高超声速飞行器

将面临“热障”、“黑障”和“气动光学”效应问题，这

都是世界性的难题［１２］。高超声速技术的应用愈

发广泛，无论是科研方面的航天飞机发射、宇宙飞

船返回舱再入，其中对于高超声速飞行器而言，热

效应越来越突出，被动和半被动式的防热方式不

能满足设计需要。在高超声速飞行中，驻点附近

会产生高温高压的强激波，这将导致飞行器材料

结构强度降低甚至直接烧毁，因此主动式的防热

方法尤为显得重要。

目前对高超声速气膜冷却的研究多借鉴于

航空发动机的气膜冷却技术［３６］，常常对气膜

孔的形状做研究［７］，并且研究的飞行马赫数一

般不高于１０
［８９］。而对高超声速的逆喷流的研

究相对较少。逆喷流是指从飞行器迎风位置

向逆来流方向喷射气体，通过将激波推离飞行

器表面达到降低波阻和热流的效果。研究者

对逆喷流技术做了相关的实验与仿真分析，如

Ｈａｙａｓｈｉ等
［１０］在飞行马赫数 犕犪＝３．９８的条件

下对直径为５０ｍｍ的球头结构进行了风洞实

验。Ｄａｓｏ等
［１１］对在 犕犪＝３．４８与 犕犪＝４．０的

条件下对２．６％比例的阿波罗返回舱模型进行

了风洞实验与数值计算。他们发现当质量流

量增加到一定临界值时，流场将从长穿透模态

（ＬＰＭ）转化为短穿透模态（ＳＰＭ），喷流距离突

然大幅下降，此后再增加质量流量可使喷流距

离缓慢增加。后来，Ｖｅｎｋａｔａｃｈａｒｉ等
［１２］在 Ｄａｓｏ

实验的基础上用数值模拟方法进一步分析了

长穿透模态。在高超声速（特别是 犕犪＞１０）对

撞流气膜冷却中，研究者一般不用吹风比作为

气膜喷流流量的控制因素，因为来流速度过

快，要实现气体喷流需要较高的喷流压力，这

使得高超声速对撞流的吹风比一般都远大于

１，因此一般采用压比或质量流量来研究其变

化规律［１１１２］。

文献［１３１５］前期对多孔及异型孔气膜冷却

做了相关研究。但是没有系统地给出研究结果，

本文就针对气膜孔形状对高超声速飞行器对撞流

气膜冷却的影响开展研究，研究在不同质量流量

（下文简称为流量）条件下，不同孔形状对气膜冷

却的影响规律，为高超声速气膜冷却设计提供

参考。

１　犆犉犇基础理论模型

１１　高超声速黏性流动控制方程

柱坐标系（狓，狉，θ）下轴对称的无量纲守恒型

ＮＳ方程为

犝

狋
＋
犉

狓
＋
犌

狉
＋犎＝

１

犚犲

犉ｖ

狓
＋
犌ｖ

狉
＋犎（ ）ｖ ＋犠 （１）

式中犝 为守恒状态向量；犉、犌为对流项向量；犎

为源项矢量；犉ｖ与犌ｖ为黏性对流项向量；犎ｖ 为

有黏源项矢量；犠 为化学反应源项。式中的各参

数的具体表达式可参考文献［１６］。

１２　化学反应

本文的计算工况为飞行马赫数 犕犪＝１５，其

端头驻点温度已经超过了９０００Ｋ，此时已经达到

分子电离的温度区间，常规的５组元模型已经不

能满足要求。犕犪＝１５工况的等离子体成分主要

是ｅ－和ＮＯ＋，为了保证计算精度兼顾计算效率，

化学反应采用７组元６反应模型
［１７］。其中７组

分包括Ｎ２、Ｏ２、Ｎ、Ｏ、ＮＯ、ＮＯ
＋、ｅ－。有限速率化

学反应模型的化学反应速率遵守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公

式［１７］，如式（２）所示，反应速率犓ｆ是温度的函数，

逆向反应速率犓ｂ采用平衡常数求出

犓ｆ＝犆１犜ηｅ
－ε０
／（犽犜）

犓ｂ＝
犓ｆ
犓ｅ

烅

烄

烆 ｑ

（２）

其中频率因子犆１、温度因子η、反应活化能ε０ 为

拟合系数，犽为玻耳兹曼常数，犜 为气体温度，平

衡常数犓ｅｑ根据温度拟合曲线得到。７组元６反

应化学反应的方程及参数如表１所示
［１７］。

３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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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７组元６反应方程参数
［１７］

犜犪犫犾犲１　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７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６狉犲犪犮狋犻狅狀犲狇狌犪狋犻狅狀狊
［１７］

序号 反应式 频率因子犆１ 温度因子η 反应活化能ε０／１０
８（Ｊ／ｋｍｏｌ）

１ Ｎ２ →＋Ｍ ２Ｎ＋Ｍ ７．０×１０１８ －１．６ ９．４１１４４８

２ Ｏ２ →＋Ｍ ２ＯＭ ２．０×１０１８ －１．５ ４．９４６８３

→３ ＮＯ＋Ｍ Ｎ＋Ｏ＋Ｍ ５．０×１０１２ ０ ６．２７７０７

→４ ＮＯ＋Ｏ Ｏ２＋Ｎ ８．４×１０９ ０ １．６１７０７３

５ Ｎ２ →＋Ｏ ＮＯ＋Ｎ ６．４×１０１４ －１．０ ３．１９２５７６

６ →Ｎ＋Ｏ ＮＯ＋＋ｅ ８．８×１０５ １．０ ２．６５２１６６

注：其中 Ｍ是碰撞体，在化学反应中起催化作用，可以是反应７组分中的任意一种。

２　方法验证

分别选取 ＮＡＳＡ ＲＵＮ５９７报告
［１８］犕犪＝

１４．２８的尖头再入体绕流实验和Ｈａｙａｓｈｉ等
［１０］的

５０ｍｍ直径的半球喷流实验作为仿真方法的验证

实验。

２１　高超声速仿真方法验证

选取与 犕犪＝１５工况较为近似的 ＮＡＳＡ

ＲＵＮ５９７报告
［１８］犕犪＝１４．２８的尖头再入体绕流

实验结果作为验证算例。

图１　计算网格及边界条件

Ｆｉｇ．１　Ｍｅｓｈａｎｄ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２．１．１　计算网格及条件设置

由于ＮＡＳＡＲＵＮ５７９报告中模型是不喷流

的简单头锥结构，其激波厚度特别薄，为了增加计

算效率，网格尽量贴近壁面。计算的网格数为

１２０×５２０，贴近壁面的最内层网格厚度为０．０００１

ｍｍ。计算网格如图１所示。图中“１”表示入口

边界条件，其计算的飞行马赫数 犕犪＝１４．２８，工

质为空气，背景压强为８８．３Ｐａ，温度为１８８．３Ｋ，

来流中氧气质量分数为２３％，氮气质量分数为

７７％；“２”为对称边界条件；“３”为辐射壁面，初始

壁面温度为３００Ｋ，辐射系数设为０．８５；“４”为高

超声速外推出口边界。由于大气背压只有８８Ｐａ，

并且没有喷流，其流动仍是层流流动，因此计算采

用层流模型。

２．１．２　无喷流高超再入体绕流计算结果

选取高超声速计算中常用的壁面压力系数和

壁面热流密度作为气体对壁面的力热作用的表征

参数［１８］。计算得到的壁面压力系数和壁面热流

密度结果和实验结果的对比如图２所示。其中图

２（ａ）为壁面压力系数的计算结果，图中犆ｐ＝（狆－

狆ｒｅｆ）／（０．５ρ狌
２）为标准化的压力系数，式中狆为当

地压强；狆ｒｅｆ为参考压力，其值等于来流的背压；ρ
为来流密度；狌为来流速度。图２（ｂ）为壁面热流

密度狇的计算结果与实验数据的对比。由图２可

知，采用本文计算方法计算的壁面热流密度结果

和实验结果符合较好。

２２　逆向喷流仿真方法验证

２．２．１　网格及边界设置

选取 Ｈａｙａｓｈｉ等
［１０］的实验作为喷流仿真方

４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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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的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法的验证实验。计算的网格及边界条件如图３所

示。装置为直径５０ｍｍ的半球，球头顶部开有直

径为４ｍｍ的喷流孔，实验测量热流的传感器分

布在以球心为中心，球头迎风端头为０°的方向，

从２０°到后端８０°，每１０°一个测点。飞行马赫数

犕犪＝３．９８，总温为３９７Ｋ，总压为１．３７ＭＰａ。选

取压比为０．４的工况作为验证工况，即喷流压力

狆ｊ＝０．４狆∞。壁面为辐射壁面，辐射系数设为

０．８５。本文使用的湍流模型是Ｇｏｌｄｂｅｒｇ提出的适

用于高超声速流动的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ｓＲｔ模型
［１９２０］。

图３　喷流工况计算网格及边界条件

Ｆｉｇ．３　Ｍｅｓｈ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ｏｆｊｅｔｃａｓｅ

２．２．２　逆喷流仿真结果

计算得到的流场密度（ρ）与实验所得纹影图

对比结果如图４所示。图５给出了计算和实验的

Ｓｔａｎｔｏｎ数的结果对比。由图４、图５可知逆向喷

流计算的密度流场和Ｓｔａｎｔｏｎ数与实验结果基本

吻合。

图４　计算得到的流场密度与实验所得纹影图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ｈｌｉｅｒｅｎｄｉａｇｒａｍ

图５　计算和实验的Ｓｔａｎｔｏｎ数对比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ｎｔｏｎｎｕｍｂｅ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３　计算模型及条件

计算模型采用半锥角为１２°的圆锥体，椎体

头部为半径５０ｍｍ的圆球。端头模型的主体尺

寸如图６所示。端头逆向中心喷流孔采用圆柱

孔、收缩孔、扩张孔和收缩扩张孔４种孔型。４

种孔型的入口直径均为４ｍｍ。其中圆柱孔保持

入口直径不变，孔长度为１６ｍｍ；收缩孔从距离出

口４ｍｍ处开始收缩，最后减小到出口直径２ｍｍ；

扩张孔从距离出口８ｍｍ处开始扩张，最后增加

到出口直径８．４ｍｍ；收缩扩张孔则从入口开始

收缩一直持续５ｍｍ长，直径减小到２ｍｍ，而后逐

渐增加到出口直径８．４ｍｍ。４种孔型的型面变

化如图７所示。

计算网格如图７所示。其中图７（ａ）为圆柱

孔整体网格及边界条件设置，图７（ｂ）为孔附近部

５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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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计算模型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

分网格截取图，图７（ｃ）、图７（ｄ）及图７（ｅ）分别为

收缩孔、扩张孔和收缩扩张孔的网格图。

在计算高超声速热效应时，网格的粗细对计

算结果影响很大，根据文献［２１］的建议，近壁面网

格尺寸设为０．００１ｍｍ，此时狔
＋ ＝０．１５，满足

狔
＋
＜１的条件。

计算的边界条件如图７（ａ）所示。其中“１”为

来流入口边界，飞行马赫数犕犪＝１５，飞行攻角为

０°，压力为７９．８Ｐａ，温度为２７０．６５Ｋ，来流气体为

空气组分设置为氧气质量分数２２％，氮气质量分

数７８％。“２”为对称边界。“３”为辐射壁面，辐射

图７　４种孔型的计算网格及边界条件

Ｆｉｇ．７　Ｍｅｓｈａｎｄ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ｆｏｕｒｋｉｎｄｓｏｆｃｏｌｌｉｎｇｈｏｌｅｓ

系数取０．８５。“４”为高超声速外推出口边界。

“５”为喷流气膜孔的入口边界条件，气膜冷却孔的

冷却工质为空气，压力入口设置为０．５ＭＰａ，流量

选取６种工况，分别是犿
·
＝０．１，０．５，１，５，１５，３０

ｇ／ｓ。湍流模型依然采用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ｓＲｔ模型。

４　计算结果及讨论

按照文中第３节中所述条件，计算得到的６

种流量下的壁面热流密度结果如图８所示。图中

采用统一坐标尺度，方便观察其绝对壁面热流密

度变化，其中横坐标狓表示沿端头中心轴线方

向。由图８可见随着流量的增加，不同孔壁面热

流密度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规律。

在较小质量流向下，圆柱孔和扩张孔的冷却

效果最好，收缩孔次之，收缩扩张孔最差。随着

流量的增加，收缩孔最先开始出现热流密度极高

值点，表现出具有极大值热流密度区域，这主要是

出现了超声速的ＬＰＭ
［１２］效应导致的，文章下面

将讨论该效应。随着流量的继续增加，圆柱孔和

收缩扩张孔也会出现热流密度极高值点，但是收

缩扩张孔的热流密度极大值要远远小于收缩孔

和圆柱孔。

随着流量的再次增加，也就是到大流量的冷

却范围，此时４种气膜冷却均表现出很好的冷却

效果，这主要是由于冷却工质的流量比较大，气膜

可以很好地覆盖在飞行器的头部区域，形成全覆

盖的冷却气膜。特别地，收缩扩张孔由于在喷管

内部充分地加速会出现比较长的喷流，在５ｇ／ｓ和

６１６１



　第８期 商圣飞等：不同孔型对高超声速逆喷流气膜冷却影响

１５ｇ／ｓ的喷流下依然表现出ＬＰＭ流态，其冷却效

果反而不如其他几种孔型，直到３０ｇ／ｓ的流量才

表现出ＳＰＭ流态，此时４种孔型的壁面温度均比

较低。

选取飞行器头部热流密度最高点作为４种孔

型不同流量下的热流密度（狇）对比点，结果如图９

所示。由图９可见，收缩孔和圆柱孔会在小流量

下产生局部热流密度极值点，扩张孔在整个流量

图８　６种工况的壁面热流密度计算结果

Ｆｉｇ．８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ｗａｌｌ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ｕｎｄｅｒ

６ｃａｓｅｓ

变化范围内未出现热流密度的极大值点，而收缩

扩张孔在小流量区域壁面热流密度比较大，因此

对于小流量的工况，扩张孔更合适。而对于大流

量的情况４种工况都会有较好的冷却效果，相对

而言收缩孔的冷却效果优于圆柱孔，最次是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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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收缩扩张孔由于型面复杂，另外其冷却效果

只有在５ｇ／ｓ的供气条件下表现出最优的结果，其

他条件并不具备优越性。因此在选择对撞流气膜

冷却孔型时应根据供气的特点加以选择，在小供

气条件下应选择扩张孔，大供气条件应选择收缩

孔，但是一般对于系统稳定性而言，扩张孔最佳，

因为扩张孔整体全流域壁面温度比较平稳，而收

缩孔和圆柱孔在小流量时会出现激波再附位置的

极高温点。因此综合小流量到大流量的整个流域

变化，扩张孔是比较合适的气膜冷却孔。

图１０给出了犿
·
＝０．５，１，５，１５ｇ／ｓ工况下的

图９　头部不同流量下最高热流密度对比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ｓｓ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ｄ

收缩孔、圆柱孔、扩张孔、收缩扩张孔４种孔的流

场马赫数的变化对比图。由图可知，收缩孔在小

流量喷流时由于受到收缩段的影响，表现出加速

喷流的作用，由于喷流流量小，来流会和喷流作用

形成明显的激波再附现象，如图１１所示。由于激

波附体区域密度和温度都会比较高，因此能量密

度极高，此时在激波再附点会出现极高的温度区

域，这就是图８（ｂ）、图８（ｃ）所示的温度极高点。

流量达到５ｇ／ｓ的喷流时激波再附现象才不会明

显，并且形成较好的气膜冷却层。随着流量的增

加，气膜冷却层已经完全建立，此时冷却效果基本

不随流量的增加而增大了。

如图１０（ａ）所示，在小流量的喷流作用下

（０．５、１ｇ／ｓ），此时收缩孔气膜冷却喷流处于ＬＰＭ

状态，此时气流将激波推离壁面较远，但是会出现

激波再附的情况。这主要是收缩段的加速作用，

使得气体以超声速的小面积喷射导致的。随着流

量的增加，逐渐会转化成ＳＰＭ 的工作状态。此

时气体出口膨胀，形成典型的喷流回流流场如图

１２所示。这是高超声速气膜冷却的一般稳定工

作状态。

圆柱孔与收缩孔类似，但是在较小流量如图

１０（ｂ）所示的０．５ｇ／ｓ流量时，喷流在圆柱孔内不

会加速，因此仍属于亚声速流动，不会表现出

ＬＰＭ特性。随着流量增大，到１ｇ／ｓ时则表现出

ＬＰＭ特性，此时出口喷流达到声速，同时会出现

激波再附体的情况，出现热流密度极高点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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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不同流量下的流态变化

Ｆｉｇ．１０　Ｆｌｏｗｒｅｇｉｍｅｃｈａｎｇ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ｓｓ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ｓ

图１１　ＬＰＭ工况下的激波再附

Ｆｉｇ．１１　Ｓｈｏｃｋｗａｖｅｒｅ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ｏｆＬＰＭ

图１２　１５ｇ／ｓ流量下收缩孔ＳＰＭ模态的流场

马赫数分布

Ｆｉｇ．１２　Ｍａｃｈｎｕｍｂ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Ｍｍｏｄｅｉｎａ

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ｈｏｌｅｕｎｄｅｒ１５ｇ／ｓｍａｓｓｆｌｏｗｒａｔｅ

８（ｃ）所示。随着流量增大，逐渐转化成ＳＰＭ的喷

流，形成稳定的喷流气膜冷却流场。

扩张孔在整个流量增加的过程中变化比较平

稳，激波位置随着流量增加逐渐被推离壁面。在

小流量工况（０．５、１ｇ／ｓ）时扩张孔流动呈现亚声

速流动，此时不会出现ＬＰＭ 工况，也无激波再附

情况产生，壁面热流密度表现出稳定的下降趋势。

虽然扩张孔也会出现ＬＰＭ 工作状态，但是其发

生工况出现在５ｇ／ｓ流量附近，其流量明显大于收

缩孔和圆柱孔的ＬＰＭ 状态（０．５ｇ／ｓ），大的流量

具有较好的气膜冷却覆盖性，因此整个过程无明

显的激波再附情况，最终表现出图９中较小的壁

面热流密度，并且壁面热流密度随着流量的增加

呈现出基本单调下降的规律。

收缩扩张孔和扩张孔有点类似，喷流在小流

量时处于亚声速状态。但是在５ｇ／ｓ和１５ｇ／ｓ的

工况下会出现ＬＰＭ 状态，相对于扩张孔，在１５

ｇ／ｓ的喷流作用下其工作仍处于ＬＰＭ 状态，这主

要是由于收缩段和扩张段的加速效应，导致其在

喷管内部完成了充分膨胀，喷流出现超声速的定

向喷流。直到３０ｇ／ｓ的喷流时才会出现ＳＰＭ

状态。

不同孔型的流态变化实际上是由于气膜孔的

不同型面导致气体在孔内加速减速的特性导致

的。图１３给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小流量（０．５ｇ／ｓ）

工况下，收缩孔和圆柱孔的内流场对比，以及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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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５ｇ／ｓ）工况下收缩扩张孔和圆柱孔的内流场

对比。图１３（ａ）表明收缩孔由于收缩段的作用，

使得气体在出口处达到声速，并继续膨胀加速，表

现出超声速的流动状态，此时流动不会出现稳定

的弓形激波，而表现出ＬＰＭ 状态，更多的信息读

者可参考文献［１２］，而此时圆柱孔则不会加速，因

此表现出亚声速的流动状态。图１３（ｂ）则显示出

在大流量下，收缩扩张孔在流道内持续加速（此

时相当于拉瓦尔喷管），而圆柱孔则是在圆柱孔内

加速但是只有到达出口处才能到达声速，进而在

外部膨胀形成稳定的弓形激波，此时圆柱孔表现

出ＳＰＭ模态。

图１３　不同孔的通道内流场图

Ｆｉｇ．１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ｏｌｅｓ

５　结　论

本文通过对圆柱、收缩、扩张、收缩扩张４种

孔型对高超声速飞行器头部逆喷流气膜冷却规律

进行了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１）小流量供气时，收缩孔和圆柱孔会出现

ＬＰＭ工作状态，形成激波再附，导致局部热流密

度极高点出现，扩张孔和收缩扩张孔则表现出亚

声速流动，不会出现ＬＰＭ模态。

２）随着喷流流量的增大，４种孔喷流均会从

ＬＰＭ态转向ＳＰＭ态，形成稳定的气膜流场，是较

为理想的气膜冷却状态，此时表现出收缩孔冷却

效果更优的情况。

３）在ＳＰＭ态喷流冷却时，随着流量增大，壁

面热流密度会进一步降低，但是趋于平缓，继续增

大气膜喷流流量，并不会显著增大冷却收益。

４）综合整个流域的变化，扩张孔在高超声速

飞行器头部逆喷流气膜冷却中是比较稳定可靠的

气膜冷却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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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对耗氧型惰化系统产水性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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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油箱出口气体的摩尔流量为基准，推导了流经催化反应器、冷却器前后各气体组分的摩尔流

量关系，建立了耗氧型惰化系统的数学模型。研究了环境温度对系统中“水”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惰

化的进行，油箱上部水蒸气占比逐渐增加，而冷却气体量、反应器出口相对湿度及中除水量逐渐降低；液态水

析出对冷却气体量影响巨大，不能忽略；另外，系统中水的生成与析出与环境温度相关，且环境温度越低，油箱

水蒸气体积分数上升越慢，但系统需要的冷却空气量越多且析出的液态水量越大，如环境温度为０℃时，冷却

器中所需冷却气体量分别约为２０、４０℃时的１．１１倍、１．２６倍。因此在设计耗氧型惰化系统时，应充分考虑温

度变化对水的生成与析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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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ｏｌｉｎｇａｉｒａｍｏｕｎｔｗａｓｈｕｇｅａｎｄ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ｉｇｎｏｒｅｄ．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ｐｉ

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ｗｅｒ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ａｍｂｉ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ａｍｂｉ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ｅｓｌｏｗｅｒｒｉｓ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ｖｏｌｕｍｅｏｎｆｕｅｌｔａｎｋｕｌｌａｇｅ，ｂｕｔｍｏｒｅ

ｃｏｏｌｉｎｇａｉｒ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ｎｇｌｉｑｕｉｄｗａｔｅｒ．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ｗｈｅｎｔｈｅａｍｂｉ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ａｓ０℃，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ｃｏｏｌｉｎｇｇａ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ｉｎｔｈｅ

ｃｏｏｌｅｒｗａｓａｂｏｕｔ１．１１ｔｉｍｅｓａｎｄ１．２６ｔｉｍｅｓｏｆｔｈａｔａｔ２０℃ａｎｄ４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ｒｅ

ｆｏｒｅ，ｗｈｅｎ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ａｎｏｘｙｇｅｎ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ｉｎｅｒ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ｈａｎ

ｇｅｓｏｎ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ｆｕｌｌｙ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ｆｕｅｌｔａｎｋ；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ｆｕｅｌ；ｏｘｙｇｅｎｃｏｍｓｕｍｉｎｇｉｎｅｒ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ｒｅａｃｔｏｒ；ｗａｔｅｒ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飞机安全一直备受关注，而油箱上部空间充

满可燃油气混合物，是潜在安全隐患，必须采取有

效措施减小爆炸概率［１２］，采用燃油箱惰化技术被

认为是降低油箱燃爆风险最可行的措施［３］。

从２０世纪中叶开始，各类油箱惰化技术相继

出现［４５］。目前，采用中空纤维膜制取富氮气体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ｅｎｒｉｃｈｅｄａｉｒ，ＮＥＡ）的机载制氮惰化技

术（ｈｏｌｌｏｗｆｉｂｅｒ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ｏａｒｄｉｎｅｒｔ

ｇａ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ＨＦＭＯＢＩＧＧＳ）应用最为

广泛［６７］。但 ＨＦＭＯＢＩＧＧＳ技术仍存在很多问

题［８］，例如分离膜效率低导致飞机代偿损失大、分

离膜入口需求压力高导致在很多机型上应用困难

（如直升机）、细小的膜丝和渗透孔径逐渐堵塞及

气源中臭氧导致膜性能衰减严重、富氮气体填充

油箱时导致燃油蒸气外泄污染环境等［９１０］。

近年来，一种机载绿色惰化技术（ｇｒｅｅｎｏｎ

ｂｏａｒｄｉｎｅｒｔｇａ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ＧＯＢＩＧＧＳ）

的研究报道越来越多［１１１２］。ＧＯＢＩＧＧＳ系统于

２００７年５月在ＦＡＡ（Ｆｅｄｅｒａｌ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ｄｍｉｎｉｓ

ｔｒａｔｉｏｎ）大西洋城市技术中心进行了技术验

证［１３］。选用了短程的ＦＬ３５０飞行包线，其总飞

行时间约为１０５ｍｉｎ，所惰化的油箱为标准的中央

翼油箱，油箱总容积为０．４８ｍ３，装载有６４Ｌ的

ＪＰ８燃油。结果表明，ＧＯＢＩＧＧＳ样机的表现十

分出色，系统启动后约７ｍｉｎ左右，就将油箱气相

空间氧体积分数惰化至１２％以下；运行２０ｍｉｎ左

右，就将气相空间氧体积分数拉低至０，而如果采

用分离膜，基本不可能达到如此低的氧体积分数，

且分离效率十分低；在俯冲下降阶段，氧体积分数

略有上升，但是最高也低于４％，绝对可满足惰化

中氧体积分数控制要求。目前，这项技术还处于试

验阶段，一旦技术成熟，ＧＯＢＩＧＧＳ有可能成为与

ＨＦＭＯＢＩＧＧＳ相媲美甚至更优秀的ＯＢＩＧＧＳ
［１４］。

但是，与 ＨＦＭＯＢＩＧＧＳ不同的是，催化惰化

系统中反应器内的无焰催化燃烧会产生水，而目

前的研究中均没有考虑ＧＯＢＩＧＧＳ系统中的产生

性能［１５１６］。而对于国产燃油ＲＰ３、ＲＰ５，燃油蒸气

压更大［１７］，如ＲＰ３燃油的蒸气压约为ＪＰ８的１０

倍［１８］，这意味着参与反应的碳氢化合物体积分数

更高，反应会产生更多的水。而湿度较高的惰化

气体流回油箱后，与低温的油箱壁面接触进一步

析出液态水，导致结冰、发动机停车、燃油箱腐蚀、

微生物生长等问题［１９］。因此了解３ＣＩＳ各部位

“水”性能至关重要，如反应产生的水量、析出的水

量以及油箱气相空间水的体积分数等，而目前的

研究中均忽略或未重点考虑该问题［２０２１］。

更重要的是，飞机在不同飞行高度时，其外界

环境温度是不断变化的，高空中环境温度更低，反

应生成的水蒸气越容易析出。另外，与 ＨＦＭ

ＯＢＩＧＧＳ相比，３ＣＩＳ系统中还需提供冷却介质来

带走反应热，及冷却反应后高温气体，而环境温度

的高低决定了惰化气体在反应器及冷却器中的温

降。因此了解反应器、冷却器中所需冷却气体量

可为系统设计提供必要依据。

有鉴于此，本文建立了催化惰化系统数学模

型，选择国产ＲＰ３航空燃油，研究了环境温度对

系统中产水性能的影响，同时，还对比了考虑及不

考虑水析出时，系统所需冷却气体量的差异。

１　惰化系统原理及假设

本文设计的耗氧惰化系统流程及各部分摩尔

流量关系如图１所示，其基本原理为：包含燃油蒸

气、氧气、氮气、二氧化碳及气态水蒸气的混合气

从油箱气相空间被风机抽出。在电加热器加热至

起燃温度后进入反应器中进行催化反应，反应后

３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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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耗氧惰化系统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ｉｎｅｒ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形成主要由氮气和二氧化碳构成的混合惰气（ｏｘ

ｙｇｅｎｄｅｐｌｅｔｅｄａｉｒ，ＯＤＡ），混合惰气流经冷却器

被冷却气体降温并析出水，干燥的 ＯＤＡ被注回

油箱上部气相空间，从而达到降低氧体积分数、惰

化油箱的目的。

研究中做以下几个基本假设：

１）不考虑燃油分子中存在的氧、硫和氮等

微量元素，认为 ＲＰ３燃油的分子式可表示为

Ｃ１０．０５Ｈ２０．４２。

２）不考虑油箱与外界及气体与燃油的传热影

响，油箱中温度与环境温度相同；认为催化反应器

中气体温度恒为２００℃，反应产生的热量由冷却空

气带走，冷却器出口混合惰气被冷却至环境温度。

３）计算反应器、冷却器中所需冷却气体量

时，认为冷却空气冷却前后温差为１００℃。

４）惰化过程在地面进行且忽略管道阻力。

５）气体与气体混合及气体在燃油中逸出和

溶解过程瞬间完成，且满足平衡溶解关系。

６）燃油蒸气分压按饱和蒸气压考虑，且饱和

蒸气压按照里德蒸气压计算，忽略低气液比时真

实蒸气压与里德蒸气压的差异。

７）忽略油箱中的水蒸气体积分数变化对反

应器反应造成影响。

２　数学模型

在催化反应器中，反应过程满足以下关系：

Ｃ犪Ｈ犫＋ 犪＋
犫（ ）４ Ｏ２ ＝犪ＣＯ２＋

犫
２
Ｈ２Ｏ （１）

　　但是，考虑到即使氧气量足够，在催化反应器

中也并非所有的燃油均可转换为二氧化碳和水，

因此定义催化反应器效率ηｃａｔ为

ηｃａｔ＝
狀
·

ｃａｔ，ｆ

狀
·

ｃａｔ，ｉ，ｆ

（２）

　　已知进入催化反应器的燃油蒸气摩尔流量

狀
·

ｃａｔ，ｉ，ｆ，氧气的摩尔流量狀
·

ｃａｔ，ｉ，ｏ，由式（１）、式（２）可

确定反应器中消耗的燃油蒸气摩尔流量狀
·

ｃａｔ，ｆ，氧

气摩尔流量狀
·

ｃａｔ，ｏ，及生成二氧化碳摩尔流量

狀
·

ｃａｔ，ｃ，水蒸气的摩尔流量狀
·

ｃａｔ，ｈ。

冷却器中采用气体冷却，出进口惰气的露点

温度犜ｄ不变，冷却器出口惰气温度犜 与环境温

度相同，对比可判断出冷却器出口气体是否为饱

和状态，进而可确定冷却器出口水蒸气分压力及

ＯＤＡ的相对湿度、含湿量、焓值等参数。

以油箱气相空间为控制体，对氧气、氮气、二

氧化碳、水蒸气等组分建立质量守恒方程，即

狀
·

ｕ，ｉ，ｏ＋狀
·

ａ，ｏ＋狀
·

ｆ，ｏ－狀
·

ｕ，ｏ，ｏ＝
犞ｕ
犚犜ｕ

·ｄ狆ｕ，ｏ
ｄτ

（３）

狀
·

ｕ，ｉ，ｎ＋狀
·

ａ，ｎ＋狀
·

ｆ，ｎ－狀
·

ｕ，ｏ，ｎ＝
犞ｕ
犚犜ｕ

·ｄ狆ｕ，ｎ
ｄτ

（４）

狀
·

ｕ，ｉ，ｃ＋狀
·

ａ，ｃ＋狀
·

ｆ，ｃ－狀
·

ｕ，ｏ，ｃ＝
犞ｕ
犚犜ｕ

·ｄ狆ｕ，ｃ
ｄτ

（５）

狀
·

ｕ，ｉ，ｈ＋狀
·

ａ，ｈ＋狀
·

ｆ，ｈ－狀
·

ｕ，ｏ，ｈ＝
犞ｕ
犚犜ｕ

·ｄ狆ｕ，ｈ
ｄτ

（６）

　　气体从燃油中逸出或向燃油中溶解的量满足

亨利定律，可按照平衡关系计算，压力减小时，逸

出量为正，即

４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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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
·

ｆ，ｏ＝－
βｏ犞ｆ

犚犜（ ）
ｆ

ｄ狆ｕ，ｏ
ｄτ

（７）

狀
·

ｆ，ｎ＝－
βｎ犞ｆ

犚犜（ ）
ｆ

ｄ狆ｕ，ｎ
ｄτ

（８）

狀
·

ｆ，ｃ＝－
βｃ犞ｆ

犚犜（ ）
ｆ

ｄ狆ｕ，ｃ
ｄτ

（９）

狀
·

ｆ，ｈ＝－
βｈ犞ｆ

犚犜（ ）
ｆ

ｄ狆ｕ，ｈ
ｄτ

（１０）

式中狀
·

ｕ，ｉ，ｏ、狀
·

ｕ，ｉ，ｎ、狀
·

ｕ，ｉ，ｃ，狀
·

ｕ，ｉ，ｈ分别为进入油箱 Ｏ２、

Ｎ２、ＣＯ２、Ｈ２Ｏ的摩尔流量，ｍｏｌ／ｓ；狀
·

ａ，ｏ、狀
·

ａ，ｎ、狀
·

ａ，ｃ、

狀
·

ａ，ｈ分别为燃油箱中Ｏ２、Ｎ２、ＣＯ２、Ｈ２Ｏ与外界环

境所交换的摩尔流量，流入为正，流出为负，由压

力平衡计算，ｍｏｌ／ｓ；狀
·

ｆ，ｏ、狀
·

ｆ，ｎ、狀
·

ｆ，ｃ、狀
·

ｆ，ｈ分别为燃油

中Ｏ２、Ｎ２、ＣＯ２、Ｈ２Ｏ的溶解逸出量，满足亨利定

律，逸出为正，溶解为负，ｍｏｌ／ｓ；狀
·

ｕ，ｏ，ｏ、狀
·

ｕ，ｏ，ｎ、

狀
·

ｕ，ｏ，ｃ、狀
·

ｕ，ｏ，ｈ分别为流出油箱Ｏ２、Ｎ２、ＣＯ２、Ｈ２Ｏ的

摩尔流量，ｍｏｌ／ｓ；犞ｕ、犞ｆ分别为燃油箱气相空间、

燃油的体积，ｍ３；犚为气体常数，８．３１Ｊ／（ｍｏｌ·Ｋ）；

犜ｕ、犜ｆ 为燃油箱气相空间、燃油的温度，Ｋ；

ｄ狆ｕ，ｏ
ｄτ
、ｄ狆ｕ，ｎ
ｄτ
、ｄ狆ｕ，ｃ
ｄτ
、ｄ狆ｕ，ｈ
ｄτ

分别为燃油箱中Ｏ２、Ｎ２、

ＣＯ２、Ｈ２Ｏ的压力变化率，Ｐａ／ｓ；βｏ、βｎ、βｃ、βｈ 分别

为Ｏ２、Ｎ２、ＣＯ２、Ｈ２Ｏ在燃油中的阿斯特瓦尔德

系数。

在惰化过程中，由于进出油箱的气体量不同，

气体会从油箱中排出或从外界进入油箱。因此，

气体流动状态是从油箱排出还是流入油箱，必须

从物质总量变化来判断。

１）当流入油箱的气体足够为油箱增压时，即

存在如下关系：

狀
·

ｕ，ｉ，ｔｏｔａｌ－狀
·

ｕ，ｏ，ｔｏｔａｌ＞
犞ｕ
犚犜ｕ

狆ｔ （１１）

　　则油箱中的气体向外界等比例排放，排出气

体量满足关系

狀
·

ａ，ｏ

狆ｕ，ｏ
＝
狀
·

ａ，ｎ

狆ｕ，ｎ
＝
狀
·

ａ，ｃ

狆ｕ，ｃ
＝
狀
·

ａ，ｈ

狆ｕ，ｈ
（１２）

　　２）当流入油箱的气体不足以为油箱增压时，

即存在如下关系：

狀
·

ｕ，ｉ，ｔｏｔａｌ－狀
·

ｕ，ｏ，ｔｏｔａｌ＜
犞ｕ
犚犜ｕ

狆ｔ （１３）

　　则外界气体流入油箱，流入气体满足

狀
·

ａ，ｏ

狓ａ，ｏ
＝
狀
·

ａ，ｎ

狓ａ，ｎ
（１４）

狀
·

ａ，ｃ＝狀
·

ａ，ｈ＝０ （１５）

　　同时，油箱中气体分压力之和与外界环境压

力狆ｔ相同，满足

狆ｔ＝狆ｕ，ｏ＋狆ｕ，ｎ＋狆ｕ，ｃ＋狆ｕ，ｈ＋狆ｕ，ｆ （１６）

式中狀
·

ｕ，ｉ，ｔｏｔａｌ、狀
·

ｕ，ｏ，ｔｏｔａｌ分别为流入、流出油箱气体的

总摩尔流量，ｍｏｌ／ｓ；狆ｕ，ｏ、狆ｕ，ｎ、狆ｕ，ｃ、狆ｕ，ｈ、狆ｕ，ｆ、狆ｔ分

别为油箱内 Ｏ２、Ｎ２、ＣＯ２、Ｈ２Ｏ、燃油蒸气的分压

力及总压，Ｐａ。

３　计算结果

选择某体积为１ｍ３ 的典型直升机油箱隔舱，

基于文中第２节的系统数学模型，计算了ＲＰ３燃

油在环境温度分别为０、２０、４０℃下，系统产水性

能随惰化时间的变化关系。

图２为油箱气相空间水蒸气体积分数及氧体

积分数随时间的变化，由于反应器内反应不断产

生水，而冷却器中水不能完全析出，随着惰化气体

冲回油箱，上部水蒸气体积分数逐渐增大，且环境

温度越高，气相空间水蒸气体积分数越高。结合

图３冷却器出口含湿量随时间的变化可见，由于

环境温度不同时，冷却器出口的混合惰气含湿量

相差较大，且温度越高，流回油箱惰性气体中水蒸

气占比越大。相反的是，油箱气相空间内氧气体

积分数随着惰化的进行逐渐降低，且环境温度越

低，氧体积分数下降越快。

图２　油箱气相空间水蒸气体积分数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ｔｉｍｅｏｎｕｌｌａｇｅ

催化反应为放热反应，需利用冷却空气将反应

器中的热量带走，反应器需冷却热量与循环气体体

积流量的比值随时间的变化如图４所示，可见，反

应器中所需冷却热量逐渐减少，这是由于随着惰化

的进行，油箱气相空间氧体积分数逐渐降低，反应

强度慢慢减弱，但环境温度高时，由图２知油箱氧

体积分数下降更快，因此惰化一段时间后，参与反

应的氧气量反而更少，因此所需冷却热量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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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冷却器出口含湿量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ｔｃｏｏｌｅｒ

ｏｕｔｌｅｔ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图４　反应器需冷却热量与循环气体体积流量的比值

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ｃｏｏｌｉｎｇｈｅａｔ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ｉｎｒｅａｃｔｏｒｔｏ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ｖｏｌｕｍｅａｉｒｆｌｏｗ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除了反应器外，冷却器中也需要冷却，为了更

好的对比液态水析出对冷却热量的影响，计算得

到冷却器需冷却潜热与显热比值随时间的变化，

如图５所示。可见，刚开始时，液化潜热占冷却热

图５　冷却器需冷却潜热与显热比值随惰化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ｌａｔｅｎｔｈｅａｔｔｏｓｅｎｓｉｂｌｅ

ｈｅａｔ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ｏｏｌｅｒ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量比重较大，随着惰化的进行，反应强度逐渐减

弱，生成的水也变少，因此潜热占比逐渐降低。另

外，环境温度越低，液态水越容易析出，在氧气充

足时，潜热与显热之比越高。

反应器出口的相对湿度可反映反应器中生成

水的量，即反应的强弱程度，其随惰化时间的变化

如图６所示，可以看出，环境温度越高，反应器出

口气体相对湿度越高。

图６　反应器出口相对湿度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ａｔｔｈｅｏｕｔｌｅｔｏｆ

ｒｅａｃｔｏｒ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环境温度不同，冷却器出口气体露点温度及

含湿量也有差异，因此冷却器中析出的液态水量

不一样，图７为冷却器中除水量的变化曲线，可

见，环境温度越低，析出水越多，直至油箱气相空

间氧气被消耗完，催化反应停止，无水析出。

图７　冷却器中除水量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ｍｏｖａｌｉｎｃｏｏｌｅｒ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４　结　论

在建立了耗氧型惰化系统数学模型的基础

上，研究分析了环境温度对系统水性能的影响，结

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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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油箱气相空间水蒸气体积分数随惰化的

进行逐渐增加，而氧体积分数逐渐降低，最终均趋

于平稳；另外，反应器及冷却器中所需的冷却气体

量、反应器出口相对湿度、冷却器中除水量均随惰

化的进行逐渐降低。

２）考虑水析出时，冷却器中所需的冷却气体

量较不考虑水析出时差别巨大。

３）环境温度对系统中水的生成与析出影响

较大，环境温度越低，油箱水蒸气体积分数上升越

慢，但系统需要的冷却空气量越多且析出的液态

水量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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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几何结构对燃油喷嘴热防护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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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试验研究了不同管路结构对燃油结焦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在１０００Ｋ、１５０ｍ／ｓ来流条件和

４００Ｋ、０．５ｍ／ｓ燃油条件下，减小弯管角度和突扩管路的突扩尺寸可以降低结焦附着，且在对管路加热的初始

阶段中，结焦量随时间增加会出现波动，在加热１５ｍｉｎ时管壁结焦量达到最大，壁面上部分结焦的脱落使结

焦量降低。随后，采用试验与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喷嘴和喷嘴帽罩结构对热防护特性的影响。结果

表明，主、副油路同心布置的喷嘴具有最好的热防护效果，在所试验工况下最高可降低湿壁温度近５０％，甚至

优于带空气隔热层的模型。而喷嘴帽罩对喷嘴出口油温的降低有限，但减小帽罩与喷嘴体的接触或在接触面

处填充低热导率的材料仍是有效的改进措施，可降低出口油温约５Ｋ。研究结果对喷嘴的热防护设计具有指

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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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发动机性能的提升对冷却系统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在采用外涵冷空气或喷气燃料来冷却

涡轮的冷却气技术（ｃｏｏｌｅ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ａｉｒ，ＣＣＡ）发动

机上，燃油被广泛用作冷却剂，因而吸收大量热量

导致温度升高［１］。同时，燃烧室进口的空气温度

也随着发动机压比的提高而升高［２］，燃油喷嘴的

工作环境更为严苛，导致燃油在喷嘴内进一步吸

热升温。通常在燃油温度达到４２３Ｋ时，会与其

中的溶解氧发生自氧化反应，形成不溶性的结焦

产物［３］，而当温度进一步升高至５７３Ｋ时，结焦机

理开始向热裂解过渡［４］。燃油结焦会给发动机运

行带来诸多问题：如在喷嘴内结焦沉积，会导致喷

油雾化质量下降，进而导致燃烧室点火联焰困难

及燃烧效率的降低［５７］，燃油喷嘴甚至下游静止部

件的使用寿命也会降低［８９］。因此必须对燃油喷

嘴进行耐高温的结构设计，包括采用有效的热防

护结构和优化喷嘴流道结构设计，以减小燃烧室

内高温气流向喷嘴内部的传热，降低出口燃油温

升，减小结焦的生成。

Ｓｔｉｃｋｌｅｓ等
［１０］在设计Ｆ４０４喷嘴改型时，总结

提出以下可以降低湿壁温度的有效途径：①减小

燃油通道面积，增大燃油流速，以减小燃油停留时

间；②在输油管外侧增加空气间隙；③用陶瓷替换

金属材料以形成空气间隙；④防止流道出现台阶，

避免出现燃油滞留区。Ｍｙｅｒｓ等
［１１］对燃油喷嘴

的设计研究表明，空气层是最有效的隔热方式，此

外，他们对比了柴油流经不同材料表面的结焦性

能，进口燃油温度及试验样品温度均维持在５５０

Ｋ，试验件内燃油雷诺数为１０００，试验结果表明

ＳＳ３１６具有最好的抗结焦能力，而陶瓷材料与之

接近，因此这两种材料可以互换使用。

近年来，国内针对喷嘴以及输油管路的热防

护研究也开展较多。苗辉等［１２］使用数值模拟的

方法研究了隔热套管和主油路流量对喷嘴出口温

度的影响。结果表明隔热套管可使杆部的总传热

系数降低约５０％，但是对头部几乎没有影响；增

大主油路流量可明显降低主油路的出口油温，但

对副油路基本没有影响。高栋等［１３］针对燃油管路

的隔热防护进行了设计和模拟，比较了不同热防护

措施的隔热效果，结果表明采用内外混合空气隔热

层可最有效降低燃油温升。黄义勇［１４］针对某型发

动机喷嘴杆采用工程计算方法建立了一维计算模

型，并对喷嘴原型和改型进行三维数值模拟，结果

表明减少流道中的台阶结构可显著降低燃油温升，

避免局部高温。李建中等［１５］针对３种尺寸的喷嘴

外部隔热屏展开试验研究，结果表明均可起到较好

的热防护效果，当进气温度为９０３Ｋ，气流速度为３６

ｍ／ｓ时，出口燃油温度不高于３８８Ｋ。

不过，由于喷嘴中流道常常存在弯曲和突扩，

燃油的流动状态会受到流道结构变化的影响，而

国内外对于结焦的研究通常是在长直圆管中进

行［１６］，对于弯管和突扩管道的研究较少，且对于

喷嘴的热防护也多以外部隔热为主，对于结构方

面的研究也不多，因此本文首先针对不同结构管

道的结焦特性展开试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采用

试验和数值模拟的方法针对不同结构喷嘴和喷嘴

帽罩的热防护性能展开研究。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数值模拟方法

１．１．１　计算模型及网格划分

本文计算模型分为两类，当采用数值模拟研

究喷嘴杆部结构对热防护特性的影响时，对模型

头部做了简化处理，如图１所示，而在研究帽罩结

构的防护特性时，由于头部内流道结构会对计算

结果造成较大影响，故未对模型做简化，如图２所

示。采用 Ｇａｍｂｉｔ软件进行网格划分，网格类型

为非结构网格，考虑到网格质量及计算量大小，总

网格量约８００万。

１．１．２　边界条件及计算工况

计算域分为外部燃气域、喷嘴固体域以及燃

油流体域，为避免出现多相流计算，对燃油出口边

界进行了适当处理，在燃油出口处设置了绝热壁

９２６１



航　空　动　力　学　报 第３５卷

面，延伸至燃气出口平面上，如图３所示。燃气进

口设置为速度进口，燃油进口设置为流量进口，燃

气、燃油出口设置为压力出口，工况参数设置如表

１所示。

图１　简化喷嘴模型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ｆｕｅｌｎｏｚｚｌｅ

图２　未简化喷嘴模型

Ｆｉｇ．２　Ｕｎ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ｆｕｅｌｎｏｚｚｌｅ

图３　计算域及边界条件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ａｎ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表１　数值计算工况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犖狌犿犲狉犻犮犪犾狊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

参数 数值

燃气温度／Ｋ ８００

燃气流速／（ｍ／ｓ） ５０

进口油温／Ｋ ３００

主油路流量／（ｇ／ｓ） ８

副油路流量／（ｇ／ｓ） ２

１．１．３　计算方法及验证

采用ＡＮＳＹＳＦｌｕｅｎｔ进行数值模拟，选用标

准犽ε湍流模型，不考虑辐射换热，燃气域设置为

理想气体，燃油域为ＲＰ３航空煤油，喷嘴固体域

为高温合金，各材料的物性参数随温度变化的拟

合关系式见文献［１７］。

为验证计算方法的合理性，建立了内径为３

ｍｍ、外径为６ｍｍ、长为１１０ｍｍ的单管换热模型并

将计算结果与试验进行了对比，热电偶布置如图４

所示，沿轴向布置３个位置，同一位置周向布置３

个测点。模拟和试验工况：燃气温度为７００Ｋ、速度

为１０ｍ／ｓ，燃油进口温度为３００Ｋ、流速为０．５ｍ／ｓ。

图４　单管模型及热电偶测点

Ｆｉｇ．４　Ｓｉｎｇｌｅｔｕｂｅ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ｔｅｓ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ｒｍｏｃｏｕｐｌｅ

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的对比如图５所示，从

图中可以看到各测点的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变化

趋势保持一致，且最大偏差为１３％，可见本文的

计算方法是可靠的。

１２　试验研究方法

本文试验研究的内容包括不同油路结构的结

焦特性以及不同结构喷嘴的热防护性能对比，其中

结焦量的测量采用“称重法”进行，喷嘴热防护性能

０３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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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单管模型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对比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ｔｕｂｅｍｏｄｅｌ

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ｓｔ

则通过在主副油路壁面焊接热电偶进行测温对比。

１．２．１　试验系统

试验系统如图６所示，主要包括燃油预热段，

燃气加温段以及试验段，试验时将试验件置于高

温的燃气中。燃油预热采用ＺＲＪＲＱ６０管道加

热器，加热功率为６０ｋＷ，最高可将１２０ｇ／ｓ常温

油加热至４７３Ｋ，燃气加温段由两台燃烧室组成，

可将３ｋｇ／ｓ空气加热至１３００Ｋ。图中ＶＳＦ为涡

街流量计。

图６　试验系统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ｅｓｔｓｙｓｔｅｍ

采用“称重法”对结焦进行定量测量的处理流

程如图７所示，试验件两次称重的差值即为结焦

量大小，其中为避免振动造成结焦脱落影响称量

结果，切管时采用手动切割的方式进行。所用天

平型号为赛多利斯 ＱＵＩＮＩＸ３５１ＣＮ，分度值为

０．０１ｍｇ，重复性标准偏差为０．０２ｍｇ，除焦采用

ＳＰ４０１水溶性清洗剂进行超声波清洗。

图７　试验件处理流程
［１８］

Ｆｉｇ．７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ｅｓｔｐｉｅｃｅ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１８］

１．２．２　试验工况

表２和表３所示分别为结焦特性试验和喷嘴

热防护性能对比试验工况表。

表２　结焦试验工况表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犲狊狋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狅犳犳狌犲犾犱犲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狋犲狊狋

参数 数值

燃气温度／Ｋ １０００

燃气流速／（ｍ／ｓ） １５０

进口油温／Ｋ ４００

燃油流速／（ｍ／ｓ） ０．５

背压／ＭＰａ １．５

试验时间狋／ｍｉｎ ５，７，１０，１２，１５，２０

表３　喷嘴热防护性能试验工况表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犲狊狋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狅犳狋犺犲狉犿犪犾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

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狋犲狊狋

参数 数值

燃气温度／Ｋ ８００

燃气流速／（ｍ／ｓ） ５０，１００

进口油温／Ｋ ３００

主油路流量／（ｇ／ｓ） ８

副油路流量／（ｇ／ｓ） ２

２　不同油路结构对结焦性能的影响

不同油路结构的试验件分为拐角件（拐角角

度θ分别为４５°、９０°、１５０°）和拐角突扩件（拐角角

度为９０°，基准流道直径为３ｍｍ，突扩流道直径分

别为４、５ｍｍ以及６ｍｍ，下文中分别将三种试验

件简称为Ф３４、Ф３５、Ф３６试验件），试验件材料

为３０４不锈钢，壁厚为０．５ｍｍ，总长度为１００

ｍｍ，试验件示意图如图８和图９所示。

１３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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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不同拐角试验件示意图

Ｆｉｇ．８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ｅｓｔｐｉｅｃ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ｓ

图９　不同突扩尺寸试验件示意图（单位：ｍｍ）

Ｆｉｇ．９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ｅｓｔｐｉｅｃ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ｓｉｚｅｓ（ｕｎｉｔ：ｍｍ）

图１０和图１１分别是拐角试验件和拐角突扩

试验件在表２工况下的试验结果。

图１０　不同拐角试验件试验结果

Ｆｉｇ．１０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ｅｓｔｐｉｅｃ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ｓ

图１１　不同突扩尺寸试验件试验结果

Ｆｉｇ．１１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ｅｓｔｐｉｅｃ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ｓｉｚｅｓ

２１　拐角角度对结焦的影响分析

从图１０中１５ｍｉｎ试验件的试验结果可以明

显看出，随着拐角角度的增加，结焦量增加，

１０ｍｉｎ和１２ｍｉｎ试验件结果也反映了相同的规

律。但是，５ｍｉｎ和２０ｍｉｎ的试验件结果却是９０°

拐角结焦量最多，这是因为对５ｍｉｎ试验件而言，

试验时间较短，管壁的结焦的积累还没有形成一

个较为稳定的增长趋势，对２０ｍｉｎ试验件而言，

则是由于１５ｍｉｎ后管壁结焦的大量脱落使得其

在结焦水平上与５ｍｉｎ试验件类似。图１２是ｆｌｕ

ｅｎｔ模拟的进口燃油流速０．５ｍ／ｓ时不同试验件

中心截面上的速度云图。

从图１２中可以看到，流体进入弯段后流线发

生弯曲，受到离心力的作用，燃油流速在径向方向

上存在明显的梯度变化，弯管外侧近壁处燃油速

度增大而内侧近壁处速度减小，分别形成一个局部

高速和局部低速的区域［１９］。而随着拐角角度的增

大，这一低速区域也随之增大，低速区域内燃油形

成局部高温，高油温低流速为结焦提供了良好的生

成条件。此外，流体在进入弯段时会对壁面产生冲

击，管道弯得越急，这种冲击作用也就越大，而且由

于流体的黏性，弯管内还会发生“二次流”，这也增

加了流体与壁面之间的扰动，结焦产物不易附着。

因此，管道的拐角角度越小，弯得越急，结焦越少。

而从时间尺度上来看，结焦量并不是完全随

着试验时间的增长而增长的，而是呈现出一定的

随机性，这说明结焦是一个伴随着沉积和脱落的

动态过程，在小时间尺度内不稳定且有一定的随

机性。试验发现，１５ｍｉｎ试验件测得的结焦量显

著大于其余试验工况，这说明结焦在试验开始的

１２～１５ｍｉｎ会迅速累积，而２０ｍｉｎ试验件测得结

焦量和５ｍｉｎ试验件相近，这说明结焦在积累到

一定量后可能会出现脱落，因此在大时间尺度上

看可能是一个循环叠加、缓慢增长的过程。

２２　管道突扩对喷嘴杆结焦的影响分析

由图１１可以看出，随着突扩管道尺寸的增

加，总的结焦量也随之增大。图１３是模拟得到的

３种不同突扩尺寸试验件中心截面上的速度云图

和流线。

由图１３中３幅速度云图可以看到，由于管道

的突扩，燃油速度显著降低，且在主流外边形成涡

流，这种涡流随着突扩尺寸的增加而更为明显，如

Ф３６试验件在上下突扩壁面处均形成了涡流，低

流动速度及涡流增加了燃油在此处的驻留时间，

导致了更高的燃油温度，因而更易形成结焦。此

外，突扩尺寸越大，管道内壁面积也越大，这也促

使了结焦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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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不同拐角试验件速度云图

Ｆｉｇ．１２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ｔｅｓｔｐｉｅｃ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ｓ

图１３　不同突扩尺寸试验件速度云图及流线

Ｆｉｇ．１３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ａｎｄ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ｓｏｆｔｅｓｔｐｉｅｃ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ｓｉｚｅｓ

　　而从时间尺度上来看，与文中第２．１节分析

的结果类似，结焦量随试验时间的增加呈一定的

随机性，１５ｍｉｎ试验件同样也明显大于其余工

况，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小时间尺度内结焦过程具

有结焦脱落再结焦附着动态特性，结焦量在这

种动态发展过程中随时间螺旋式增加。

３　喷嘴结构对热防护特性的影响

３１　喷嘴模型及试验件设计

针对喷嘴杆部的热防护结构共设计了表４

中的１０种模型，分为原型模型、带空气隔热层的

模型、同心结构模型以及主副油路对调模型。

原型模型 Ｍｏｄｅｌ１中主、副油路输油管直径

分别为３ｍｍ和２ｍｍ。带空气层的模型分为三

种，Ｍｏｄｅｌ２．１是在 Ｍｏｄｅｌ１主、副油路外各增

加一环形空气腔；Ｍｏｄｅｌ２．２是使用一个环形空

气腔将主、副油路同时包裹；Ｍｏｄｅｌ２．３则是结

合了前两者的布置形式，在 Ｍｏｄｅｌ２．２的基础上

减少了空气层对输油管的包裹范围，３种空气层

布置示意图如图１４所示。文献［１７］指出空气层

厚度大于１ｍｍ后对热防护的性能影响不再明显，

故本文建立的模型中空气层厚度均为１ｍｍ。

主、副油路同心布置模型是考虑将燃油作为

冷却剂，使主、副油路形成互冷。由于主油路的

流量较大，燃油温升相对较低，故在模型中将主

油路布置在副油路外侧，为保证与原模型相同的

流通面积，主油路尺寸设计为内径４ｍｍ，、外径

５ｍｍ的圆环形流道。Ｍｏｄｅｌ３．１和 Ｍｏｄｅｌ３．２

杆部直径分别为９ｍｍ和１６ｍｍ；Ｍｏｄｅｌ３．３尺

寸与 Ｍｏｄｅｌ３．２相同，但在杆部添加了ＺｒＯ２材

料，氧化锆陶瓷具有陶瓷材料中最低的热导率及

和金属相近的热膨胀率［２０］，故适合应用在航天

材料领域；Ｍｏｄｅｌ３．４是在 Ｍｏｄｅｌ３．１基础上减

小了头部的尺寸；Ｍｏｄｅｌ３．５是在 Ｍｏｄｅｌ３．４的

基础上在杆部增加了１ｍｍ空气层。

主、副油路对调模型 Ｍｏｄｅｌ４是考虑到将流

量大的主油路提前放置于迎风面，从而使副油路

的油温和壁面温度得到较好的控制。

试验选用表４中的 Ｍｏｄｅｌ１、Ｍｏｄｅｌ２．１、

Ｍｏｄｅｌ２．２、Ｍｏｄｅｌ３．１、Ｍｏｄｅｌ３．２及 Ｍｏｄｅｌ４

共计６个试验件，如图１５所示。试验时沿主、副

输油管各焊接３个热电偶测点，如图１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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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计算模型表

犜犪犫犾犲４　犇犻犪犵狉犪犿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犿狅犱犲犾狊

类型 模型示意图

原型模型

Ｍｏｄｅｌ１

带空气隔热层

的模型

Ｍｏｄｅｌ２．１ Ｍｏｄｅｌ２．２ Ｍｏｄｅｌ２．３

主、副油路同心

结构模型

Ｍｏｄｅｌ３．１ Ｍｏｄｅｌ３．２ Ｍｏｄｅｌ３．３ Ｍｏｄｅｌ３．４ Ｍｏｄｅｌ３．５

主、副油路

对调模型

Ｍｏｄｅｌ４

３２　喷嘴热防护性能试验结果与分析

按照表３工况进行试验，图１７和图１８是燃

气流速５０ｍ／ｓ工况下各试验件主、副油路湿壁温

度（文中简称壁温，量符号记为犜ｗ）的测量值，图

２０是该工况下各试验件最高壁温的对比图。

图１７中可以看到，由于主油路置于迎风侧，

Ｍｏｄｅｌ４的主油路壁温显著高于其他模型，而

Ｍｏｄｅｌ３．１的主油路壁温则明显低于其他模型，

这说明主油路包裹在副油路外侧不仅有利于保护

副油路，两油路之间形成“互冷”对主油路也有一

定保护作用。Ｍｏｄｅｌ３．２和 Ｍｏｄｅｌ３．１的主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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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空气隔热层示意图

Ｆｉｇ．１４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ｉｒｇａｐ

图１５　试验件实物图

Ｆｉｇ．１５　Ｐｉ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ｅｓｔｐｉｅｃｅｓ

图１６　试验件测点示意图

Ｆｉｇ．１６　Ｍｅａｓ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ｔｅｓｔｐｉｅｃｅｓ

壁温对比则表明，杆部尺寸越大则壁温越高，这是

因为尺寸增大后增加了与外部燃气的换热面积。

而从图１８的副油路壁温对比可以明显看到，

所有改进模型的湿壁温度都显著低于原型喷嘴，

其中主副油路同心模型 Ｍｏｄｅｌ３．１的湿壁温度可

降低近５０％。图１９对比了所有模型主副油路的

最高壁温，改进模型相对原型模型而言最高湿壁

温度都有所降低，对比两个同心模型也可看到，当

杆部尺寸增加后，最高湿壁温度也随之上升。从

降低最高湿壁温度的角度来看，６种模型的热防

图１７　主油路壁温对比（狌ｇ＝５０ｍ／ｓ）

Ｆｉｇ．１７　Ｗａｌ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ｆｕｅｌｐａｓｓａｇｅ

（狌ｇ＝５０ｍ／ｓ）

图１８　副油路壁温对比（狌ｇ＝５０ｍ／ｓ）

Ｆｉｇ．１８　Ｗａｌ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ｆｕｅｌｐａｓｓａｇｅ

（狌ｇ＝５０ｍ／ｓ）

图１９　主、副油路最高湿壁温度对比（狌ｇ＝５０ｍ／ｓ）

Ｆｉｇ．１９　Ｈｉｇｈｅｓｔｗａｌ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ｆｕｅｌｐａｓｓａｇｅ（狌ｇ＝５０ｍ／ｓ）

护效果由好到差排序依次为 Ｍｏｄｅｌ３．１、Ｍｏｄｅｌ

３．２、Ｍｏｄｅｌ２．２、Ｍｏｄｅｌ２．１、Ｍｏｄｅｌ４、Ｍｏｄｅｌ１。

图２０～图２２是当燃气流速增大至１００ｍ／ｓ

时的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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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０　主油路壁温对比（狌ｇ＝１００ｍ／ｓ）

Ｆｉｇ．２０　Ｗａｌ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ｆｕｅｌｐａｓｓａｇｅ

（狌ｇ＝１００ｍ／ｓ）

图２１　副油路壁温对比（狌ｇ＝１００ｍ／ｓ）

Ｆｉｇ．２１　Ｗａｌ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ｆｕｅｌｐａｓｓａｇｅ

（狌ｇ＝１００ｍ／ｓ）

图２２　主、副油路最高湿壁温度对比（狌ｇ＝１００ｍ／ｓ）

Ｆｉｇ．２２　Ｈｉｇｈｅｓｔｗａｌ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ｆｕｅｌｐａｓｓａｇｅ（狌ｇ＝１００ｍ／ｓ）

从图２０～图２２可以看到，燃气流速增大至

１００ｍ／ｓ后，试验结果基本与５０ｍ／ｓ时类似，所有

改进模型的副油路壁温都有大幅降低，其中同心

模型的副油路湿壁温度比原型低近１３０Ｋ，而图

２２对各模型最高湿壁温度的对比结果可以看到，

热防护效果由好到差排序依次为Ｍｏｄｅｌ３．１、Ｍｏｄｅｌ

３．２、Ｍｏｄｅｌ２．２、Ｍｏｄｅｌ２．１、Ｍｏｄｅｌ４、Ｍｏｄｅｌ１。

３３　数值模拟结果与分析

为了深入了解不同结构设计对热防护特性的

影响机制，针对上文中的试验件及表４中其余研

究模型按照文中第２节中的工况及方法进行了数

值模拟，各模型中心截面温度云图如图２３所示。

图２４、图２５分别是各模型主、副油路出口油

温对比图，图２６是各模型主、副油路最高湿壁温

度的对比。

３．３．１　空气层及布置形式对热防护的影响分析

从图２４、图２５及图２６中可以看到，带空气

层的模型（Ｍｏｄｅｌ２．１～２．３）主、副油路出口油温

及最高湿壁温度相对原型模型 Ｍｏｄｅｌ１而言均有

明显降低，但３种空气层模型之间的防护效果相

近，副油路出口油温降低约７Ｋ，主油路出口油温

降低约１５Ｋ，最高湿壁温度降低约５０Ｋ。

而从图２３中 Ｍｏｄｅｌ２．１～２．３的温度云图可

以看到，空气层包裹区域温度都较低，但喷嘴体温

度相对 Ｍｏｄｅｌ１出现了明显的梯度变化。这是因

为低导热系数的空气层阻止了热量向内部的传

导，从而使壳体的温度上升。而从 Ｍｏｄｅｌ２．２的

温度云图上可以看到，迎风面部分壳体温度甚至

已经与来流温度相近，这是因为空气层包裹区域

过大导致的，Ｍｏｄｅｌ２．３减少了空气层的包裹范

围后，迎风面壳体高温区域也随之消失。

由以上分析可知，空气层的设置可以很好地

保护输油管路，阻止燃油温升和壁面温度过高，且

不同布置方式的热防护性能相近，但会影响到壳

体的温度分布，适当减小空气层包裹范围可在保

护输油管路的同时保证壳体温度不至于过高。

３．３．２　油路布置形式对热防护的影响分析

从图２４的计算结果可以见到，由于将主油路

布置在副油路外侧，同心模型主油路出口油温相

对 Ｍｏｄｅｌ１而言有比较明显的升高，其中 Ｍｏｄｅｌ

３．２防护效果最差，主油路出口燃油温升相比原

型提高了约１５Ｋ。但从图２５可以看到，副油路的

出口油温相对原型模型显著降低，可见主油路对

副油路的保护作用。而从图２６中最高湿壁温度

的角度来看，同心布置模型不仅相对原型模型有

明显改善，相比带空气层的模型而言也略有降低，

可见主、副油路之间形成“互冷”具有很好的热防

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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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３　不同模型温度云图

Ｆｉｇ．２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

图２４　主油路出口油温对比

Ｆｉｇ．２４　Ｏｕｔｌｅ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ｆｕｅｌｐａｓｓａｇｅ

图２５　副油路出口油温对比

Ｆｉｇ．２５　Ｏｕｔｌｅ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ｆｕｅｌｐａｓｓ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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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６　主、副油路最高湿壁温度

Ｆｉｇ．２６　Ｈｉｇｈｅｓｔｗａｌ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ｆｕｅｌｐａｓｓａｇｅ

　　对主、副油路顺序对调的模型 Ｍｏｄｅｌ４而言，

从图２４～图２６可以看到，由于主油路置于迎风

面，热流量更大，出口油温相比 Ｍｏｄｅｌ１升高了约

５Ｋ，但副油路后置后，出口温升降低了约１０Ｋ。

从最高湿壁温度来看，Ｍｏｄｅｌ４相对 Ｍｏｄｅｌ１显

著降低，这是因为主油路的流量较大，放置在迎风

面也不至于引起过高的温升，因而湿壁温度也不

会过高。可见，从降低湿壁温度的角度来看，将流

量更大的油路置于迎风面对热防护是有利的，数

值计算的结果和前文试验结果基本一致。

３．３．３　喷嘴尺寸及材料对热防护的影响分析

对比图２４～图２６中 Ｍｏｄｅｌ３．１～Ｍｏｄｅｌ３．５

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到，将杆部尺寸由９ｍｍ（Ｍｏｄ

ｅｌ３．１）增加至１６ｍｍ（Ｍｏｄｅｌ３．２）后，主油路出口

温升增加了约５Ｋ，副油路由于有主油路的防护，

出口燃油温升仅有小幅提高。这是因为杆部直径

的增大导致外部换热面积增加，从而热流量增大。

因此，增加杆部尺寸是不利于喷嘴的热防护效果

的，这也与试验结果相吻合。

而 Ｍｏｄｅｌ３．３虽然尺寸与 Ｍｏｄｅｌ３．２相同，

但因为杆部壳体部分填充了氧化锆材料，主、副油

路出口燃油温度、最高湿壁温度反而低于 Ｍｏｄｅｌ

１，这说明采用低热导率的材料后，即使增加了杆

部尺寸，对热防护效果来说也是有利的。

此外，Ｍｏｄｅｌ３．４在 Ｍｏｄｅｌ３．１的基础上减

小了头部的尺寸，计算结果表明这对于主、副油路

出口油温均没有明显的影响。而在所有的同心模

型中，增加了空气隔热层的 Ｍｏｄｅｌ３．５模型的主、

副油路温升、最高湿壁温度均是最低的，具有最好

的防护效果，这是因为主油路也得到了空气层的

防护，进一步减小了外热燃气向喷嘴传递的热流

量。可见，将增设空气层与变油路结构等手段相

结合可以取得更好的防护效果。

４　帽罩结构对热防护特性的影响

４１　帽罩结构设计及模型

为研究不同结构喷嘴帽罩的隔热效果，在原

型喷嘴帽罩模型Ｃａｐｍｏｄｅｌ１基础上针对帽罩材

料和帽罩与喷嘴体之间接触面大小两方面展开结

构优化设计，共建立５种优化结构模型，建立的各

模型如表５所示。

因为不同材料的导热性能差异很大，故在不

改变结构的基础上仅将材料替换成陶瓷，建立了

Ｃａｐｍｏｄｅｌ２。

由于陶瓷材料韧性差，如完全用陶瓷材料替

代金属做成帽罩，不能满足喷嘴的强度要求，因此

考虑不完全改变其材料，而仅仅将帽罩、喷嘴体接

触的区域用陶瓷材料做填充，如Ｃａｐｍｏｄｅｌ３所示。

由于空气同样具有较低的导热系数，采用空

气层也是非常有效的隔热措施，因此设计了Ｃａｐ

ｍｏｄｅｌ４所示的模型，帽罩与喷嘴体的接触面之

间形成密闭的空气腔。

表５　不同帽罩计算模型

犜犪犫犾犲５　犇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狀狅狕狕犾犲犮犪狆犿狅犱犲犾狊

编号 整体模型 帽罩模型

Ｃａｐｍｏｄｅｌ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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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整体模型 帽罩模型

Ｃａｐｍｏｄｅｌ２

Ｃａｐｍｏｄｅｌ３

Ｃａｐｍｏｄｅｌ４

Ｃａｐｍｏｄｅｌ５

Ｃａｐｍｏｄｅｌ６

　　除改变材料外，减小帽罩与喷嘴体的接触面

积也应有利于减小热量向内部的传递。基于此，

设计了Ｃａｐｍｏｄｅｌ５和Ｃａｐｍｏｄｅｌ６两种模型。

Ｃａｐｍｏｄｅｌ５是将Ｃａｐｍｏｄｅｌ３中的陶瓷隔热层

去掉，使得帽罩在周向方向上与喷嘴体无接触；

Ｃａｐｍｏｄｅｌ６是在Ｃａｐｍｏｄｅｌ５的基础上在帽罩

末端抠掉部分实体，进一步减少其在犡 方向上与

喷嘴的接触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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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计算结果与分析

按照文中第２节中的计算方法展开数值模

拟，图２７是表５中各帽罩模型燃油出口温升的对

比，可以看到，优化模型相对原模型而言燃油温升

均降低了约３０％，可见使用低热导率的材料或者

减小接触面积是有利于提升帽罩的热防护性

能的。

图２７　出口温升对比

Ｆｉｇ．２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ｉｓｅｏｆｏｕｔｌｅｔｆｕｅｌ

而各优化模型的防护效果相近，出口温升没

有明显的差别，这是因为帽罩是针对喷嘴头部的

防护，防护范围相对杆部而言要小得多，故防护效

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Ｃａｐｍｏｄｅｌ５及 Ｃａｐ

ｍｏｄｅｌ６的设计会导致帽罩与喷嘴体之间形成一

个间隙，外部燃气甚至可以进入这部分区域，但计

算结果表明这样的设计仍能得到较好的防护效

果。这是因为外部高温燃气从帽罩进入后速度和

温度都显著降低，因此较低导热系数的空气反而

起到了较好的隔热效果。如图２８（ａ）、图２８（ｂ）分

别是Ｃａｐｍｏｄｅｌ５中心截面上的速度云图和温度

云图，图２８（ｃ）、图２８（ｄ）是Ｃａｐｍｏｄｅｌ１的中心

截面速度云图和温度云图。

图２８　Ｃａｐｍｏｄｅｌ５ａｎｄ１速度及温度云图

Ｆｉｇ．２８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ｏｆ

Ｃａｐｍｏｄｅｌ５ａｎｄ１

５　结　论

本文通过试验和数值模拟的方法分别研究了

不同管路结构对结焦性能的影响、不同几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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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喷嘴热防护性能的影响以及喷嘴帽罩结构对热

防护性能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１）管道拐角和突扩会影响管壁结焦的沉积

量，减小弯管角度和突扩管路的突扩尺寸可以

降低结焦附着，而从时间尺度上看，管壁结焦是

伴随着沉积和脱落的动态过程，结焦量随时间

增加会出现波动，在加热１５ｍｉｎ时管壁结焦量

达到最大，随后壁面上部分结焦的脱落使结焦

量降低。

２）增加空气层、主副油路同心布置及对调的

改进模型的湿壁温度都显著低于原型喷嘴，其中

主副油路同心模型 Ｍｏｄｅｌ３．１的最高湿壁温度可

降低近５０％，６种模型的热防护效果排序由好到

差排序依次为 Ｍｏｄｅｌ３．１、Ｍｏｄｅｌ３．２、Ｍｏｄｅｌ

２．２、Ｍｏｄｅｌ２．１、Ｍｏｄｅｌ４、Ｍｏｄｅｌ１。

３）空气层具有良好的隔热效果，但不同布置

形式对喷嘴的防护性能相近；将流量较大的主油

路提前也有利于控制最高湿壁温度；主副油路同

心布置的结构由于油路的“互冷”，在控制最高湿

壁温度方面更具优势，且在配合空气隔热层时具

有最好的防护效果。

４）增大喷嘴杆部的尺寸会增加燃气向内部

的热量传递，而减小头部的尺寸对整体温度分布

影响不大，因此若不增加隔热措施，应考虑采用较

小尺寸的喷嘴，但将金属材料替换为热导率低的

隔热材料，即使在增大喷嘴尺寸的情况下仍有利

于喷嘴的热防护。

５）帽罩材料以及与喷嘴体接触面大小是影

响喷嘴头部隔热性能的关键，在接触面上采用热

导率的材料或减小两者之间的接触面积可使出口

油温降低约５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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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ｋｅｒｏｓｅｎｅａｔ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梁德旺．流体力学基础［Ｍ］．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０］　尹衍升，李嘉．氧化锆陶瓷及其复合材料［Ｍ］．北京：化学

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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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温度对离心喷嘴雾化特性影响的试验

王家俊１，桂　韬２，邱　伟２，段争梁１，梅　雨１，颜应文１

（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１６；

２．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成都６１０５００）

摘　　　要：对某中心分级燃烧室头部的三种型号离心喷嘴副油路燃油喷入静止大气中的雾化特性进行了

试验研究，获得了不同进口燃油温度（－４０～８０℃）和供油压差对燃油雾化特性的影响规律。利用相位多普

勒粒子测量技术（ＰＤＰＡ）测量了沿流向距离离心喷嘴出口３０ｍｍ平面上的油雾特性，并利用激光粒度分析仪

对试验结果进行了进一步验证。研究结果表明：①离心喷嘴的流量数随燃油温度的升高而逐渐减少，且在低

温段下降幅度更大；②测量平面上沿直径各处的Ｓａｕｔｅｒ平均直径（ＳＭＤ）在低温段随燃油温度的升高而减小，

且油锥中心处的ＳＭＤ下降幅度更大；③利用激光粒度分析仪测得的油雾场粒径分布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

ＰＤＰＡ测量结果的正确性，液滴特征直径和液滴尺寸分布系数随供油压差的增大而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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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８０℃）ａｎｄｆｕｅｌｓｕｐｐｌ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ｆｕｅｌ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ｗｅ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ＰｈａｓｅＤｏｐｐｌｅｒ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ｎｅｍｏｍｅｔｒｙ（ＰＤＰＡ）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ｈｅｓｐｒａｙｍｉｓ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ｎｔｈｅｐｌａｎｅ３０ｍｍａｗａ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ｏｚｚｌｅｅｘｉｔ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ｆｌｏｗ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

ｌａｓｅｒ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ｆｕｒｔｈｅｒｖｅｒｉｆｙ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ｎ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１）ｔｈｅｆｌｏｗ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ｎｏｚｚ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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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ｅａｓｅｗａｓｓｈａｒｐｅｒａｔ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ｆｕｅｌｓｐｒａｙｃｏｎｅ．（３）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ｓｐｒａｙｆｉｅｌ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ｌａｓｅｒ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ｖｅｒｉｆｉｅｄ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ＰＤＰＡ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ｏ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ｅｘｔｅｎｔ．Ｔｈｅｄｒｏｐｌｅ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ｄｒｏｐｌｅｔ

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ｆｕｅｌｓｕｐｐｌ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ｎｏｚｚｌｅ；

ｆｕｅ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ｌａｓｅｒＤｏｐｐｌｅｒ

　　喷嘴是航空发动机供油系统的主要部件，其

功能是将燃油喷入燃烧室内，使燃油雾化并实现

所需的燃油油气比分布［１］。对于结构紧凑、尺寸

很小的航空发动机来说，在极短的时间内要实现

航空煤油的破碎，增加其与空气的接触面积，并实

现空气和航空煤油的混合，这对喷嘴提出了相当

高的性能要求［２３］。

喷嘴的典型结构包括直射式喷嘴、离心喷嘴、

空气雾化喷嘴、甩油盘喷嘴和蒸发管喷嘴。其中

离心喷嘴是一种常用的航空发动机喷嘴类型，属

于压力雾化喷嘴的一种。它借助燃油的压力使燃

油雾化。进入离心喷嘴的燃油做切向运动，在离

心力的作用下，在喷嘴出口形成空心油膜。随后

在油膜表面波及气动力等的共同作用下，油膜失

稳形成液滴［４］。

除了喷嘴结构对于雾化性能的直接影响外，

为了满足航空发动机宽广的使用范围，使得航空

发动机在非常冷或热的情况下正常工作，不同温

度的燃油（本文如无特殊说明，温度均指燃油温

度），尤其是低温燃油对喷嘴雾化性能的影响亟待

研究。低温性质限制了航空发动机的使用范围：

冰点不够低，航空发动机无法在非常冷的环境下

工作；而冰点太低，又使航空煤油的可获得性受

限。温度对于雾化性能的影响，还反映在温度对

于航空煤油物性参数的影响，航空煤油的密度、黏

性和表面张力都会随着温度有较大变化。黏性对

燃油雾化影响很大，低温下黏性很大程度上影响

在非常冷的地面环境中点火起动以及高空起动。

表面张力对燃油雾化也有较大影响，表面张力大

则雾化变差［５］。

诸多学者对于喷嘴油雾场的各项性能展开了

一系列研究。Ｂｕｌｚａｎ
［６］利用激光多普勒测量技术

（ｌａｓｅ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ａｎｅｍｏｍｅｔｒｙ，ＬＤＡ）和相位多普

勒粒子测量技术（ｐｈａｓｅＤｏｐｐｌｅｒ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ｎｅ

ｍｏｍｅｔｒｙ，ＰＤＰＡ）测量了某装有单级轴向旋流器

的燃烧室内油雾燃烧流场内气流和油珠的速度分

布以及油珠尺寸分布。张弛等［７］采用马尔文激光

粒度分析仪测量了双径向旋流器的Ｓａｕｔｅｒ平均

直径（Ｓａｕｔｅｒｍｅａｎ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ＭＤ）和液滴尺寸

分布指数狀，研究了不同空气压力降和气液比对

ＳＭＤ和狀的影响。邢小军等
［８］利用ＰＤＰＡ对燃

烧室内的冷态喷雾场进行试验研究，测量了不同

工况下燃烧室的喷雾特性，分析了喷雾压力和旋

流器对喷雾场的影响。Ｌｉｕ等
［９］利用激光片成像

方法研究了ＲＰ３航空煤油液滴的破碎和碰撞现

象，得到了喷嘴出口处的空心锥形喷雾结构及下

游的结构发展形态。章敏等［１０］利用粒子成像测

速（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ｍａｇｅｖｅｌｏｃｉｍｅｔｒｙ，ＰＩＶ）技术研究了

以水为单介质流体的某喷嘴出口流场，得到了纵

向截面和横向界面上速度、旋流强度、流速与位

置、压差的一系列结论。陈俊等［１１］利用ＰＤＰＡ对

某双路离心喷嘴进行了试验研究，得到了该喷嘴

油雾场的空间分布和喷雾锥角。周兵等［１２］利用

ＰＤＰＡ对带空气旋流器的双油路离心喷嘴的雾化

特性进行了试验研究，得到了相同供油压力下通

入空气的旋流器将使喷雾锥角增大，ＳＭＤ减小的

结论。曾卓雄等［１３］利用ＰＤＰＡ开展了对三种新

型喷嘴的试验研究，试验结果表明增加气液两相

的相对速度以增加气动力、提高液喷嘴的出口速

度以增强对撞力可有效改善喷嘴雾化。成丁

南［１４］、党龙飞等［１５］利用高速摄影仪对双油路喷嘴

的雾化特性进行了试验研究，得到了一系列关于

ＳＭＤ与供油压差间关系的结论。肖为等
［１６］还提

出了一种双油路离心喷嘴液膜破碎长度和ＳＭＤ的

半经验预测公式。王亚军等［１７］采用流体体积函数

（ｖｏｌｕｍｅｏｆｆｌｕｉｄ，ＶＯＦ）耦合ｌｅｖｅｌｓｅｔ算法对燃油

直接喷射入横向气流中的破碎雾化进行了数值模

拟，分析了流场结构对液柱破碎雾化过程的影响。

石佚捷等［１８］针对压力旋流喷嘴进行的模拟仿真

研究，得到了沿喷嘴轴线方向，随着轴向距离的增

大雾滴粒径不断增大、雾滴速度逐渐减小等液雾

滴粒径和速度与位置的关系。吴永洪等［１９］研究

了某振荡式喷嘴的流量分布、喷雾锥角和振荡频

４４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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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并建立了其内外流动特性的数值仿真模型，通

过与试验结果的对比验证了该模型的准确性。

综上所述，目前针对离心喷嘴（下文简称为喷

嘴）在常温条件下的雾化特性研究的文献较多，但

关于温度对于喷嘴雾化性能影响的研究较少，喷

嘴在高温和低温条件下的工作情况尚不明确。开

展温度对于喷嘴雾化性能影响的相关研究，对于

航空发动机在非常冷的地面环境中的点火起动或

高空起动等极端条件下工作性能的研究具有重大

意义，亟需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１　研究对象和试验系统

１１　研究对象

本文选用某中心分级燃烧室头部的三种型号

的离心喷嘴副油路燃油喷入静止大气中的雾化特

性开展试验研究，三种型号喷嘴及其结构示意图

如图１所示。喷嘴的结构参数与特性参数如表１

所示。一个广泛使用的常用于表达喷嘴特性的参

数是流量数（ｆｌｏｗｎｕｍｂｅｒ，记为犖ｆ），它仅与喷嘴

的几何结构和通过的流体有关，与喷嘴的工况无

关。因此它给定了某种用途下的喷嘴“尺寸”。流

量数的定义如式（１）所示：

犖ｆ＝
犿
·

１

Δ狆槡 １

＝犆ｄ犃ｎ ２ρ槡 １ （１）

式中犿
·

１是通过喷嘴的燃油流量；Δ狆１是喷嘴供油

压差；犆ｄ是考虑了通过喷嘴流动时的各种损失的

流量系数；犃ｎ是喷嘴出口截面积；ρ１ 是燃油密度。

试验中通过测量犿
·

１、Δ狆１，即可确定喷嘴在某一

温度下的流量数。

图１　试验用喷嘴及其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ｎｏｚｚｌｅ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

表１　喷嘴的结构参数与特性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犪犾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犪狀犱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狀狅狕狕犾犲

喷嘴

型号

旋流

槽数

旋流槽深／

ｍｍ

旋流槽宽／

ｍｍ

旋流半径／

ｍｍ

喷口长度／

ｍｍ

喷口直径／

ｍｍ

流量数／

（ｇ／（ｓ·ＭＰａ
０．５））

１ ３ ０．５ ０．５ ０．８ ０．５ ０．６８ ６．０００

２ ３ ０．５５ ０．６ ０．７５ ０．５ ０．７４ ８．０００

３ ２ ０．４５ ０．５ ０．７５ ０．５ ０．５６ ４．０００

１２　试验系统

基于ＰＤＰＡ激光测量系统的试验系统示意

图如图２所示，由试验段（红框内所示）、测量段

（蓝框）、后处理段（绿框）三部分组成。试验段的

主要设备是调节温度的电加热器、冰柜和板式换

热器，以及用于燃油测量的压力表和温度表。试

验段的电加热器和冰柜可控制温度在－４０～８０

℃范围内稳定可靠工作，并通过油路上的压力表

和温度表实时记录燃油的压差和温度。测量段主

要设备是ＰＤＰＡ激光系统、电动坐标架及其控制

器和计算机。测量段通过计算机控制电动坐标架

选取待测油锥截面，利用ＰＤＰＡ激光系统，获得

该截面上与油珠粒径有关的光信号，再使用光电

转化器转化为电信号，使用处理器进行数据分析

和处理，最后在计算机上完成试验数据的汇总和

统计。后处理段的主要设备是风机和油气分离

器，用于处理经过测试段的燃油。

对于燃油低温的实现和测量是本试验的重

点。为确保燃油达到最低温－４０℃，本试验设置

了两个冷却用冰柜，油路经由两个板式换热器与

冰柜充分换热，并在冰柜内设置风扇进一步强化

换热，实现冰柜出口的油温达到试验要求。同时

将冰柜后所有暴露在空气中的油路使用双层隔热

材料进行包裹，尽可能减少低温下油路的冷量损

失。采用Ｔ型热电偶连接温度数显仪进行温度

测量，可测温度范围为－２００～３５０℃，布置在接

近喷嘴出口处。实际试验过程中，温度表示数与

冰柜设置温度很接近，可认为由保温材料包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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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ＰＤＰＡ激光测量系统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Ｌａｓ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ＤＰＡ

油路在空气中几乎没有冷量损失，由热电偶测得

的即燃油温度。

１３　激光测量系统

ＰＤＰＡ激光测量系统示意图如图３所示，由

激光发射器、分光器、ＢＳＡ（ｂｕｒｓｔ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ｎａｌｙ

ｚｅｒ）处理器、二维绿光和蓝光激光发射探头、激光

接收探头、控制中心几部分构成，并辅以三维坐标

移动系统和坐标架控制器进行镜头的位置调整。

图３　ＰＤＰＡ激光测量系统构成图

Ｆｉｇ．３　Ｌａｓ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ＰＤＰＡ

基于激光粒度分析仪的激光测量试验系统的

试验段与后置处理段与图２相似，差异仅在于其

试验段不存在调温段，仅在常温进行测量，作为

ＰＤＰＡ试验测量结果的对照。激光粒度分析仪试

验系统可直接统计出某直径上所有油珠的粒径分

布，不需要处理器进行后置处理和三维坐标移动

系统调节位置。

２　试验内容

２１　流量特性测定试验

在常温下对三种离心喷嘴进行了流量特性测

定试验。

本文分别进行了常温（２８．６℃）下三种型号

的喷嘴流量在２～６ｇ／ｓ范围内的流量特性测量。

同时进行了一定温度范围内，三种型号的喷嘴在

某两个特定流量的流量特性测定，选取的试验工

况为喷嘴正常工作范围内的典型工况。

２２　利用基于犘犇犘犃激光测量系统的油雾场

特性测量试验

　　ＰＤＰＡ是在ＬＤ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

型粒子测量技术，其原理是利用运动粒子散射光

的多普勒效应，对粒子的尺寸、相对折射率进行测

量。本文使用激光相位多普勒测量系统，对三种

型号的喷嘴距喷嘴流向３０ｍｍ横截面上的粒径

分布进行了测量，燃油温度范围为－４０～８０℃。

此外还研究了相同位置处，燃油温度为常温

（２８℃）和低温（－４２℃）时、不同燃油流量下１号

喷嘴的粒径分布。

２３　利用基于激光多普勒技术的激光粒度分析

仪油雾场特性测量试验

　　激光粒度分析仪基于电磁波理论准确描述的

光线在行进中遇到微小颗粒时发生的散射现象。

颗粒越大，散射角越小；颗粒越小，散射角则越大。

通过测得散射光的分布情况，就可以推算出颗粒

的大小，进而测量微小颗粒分布。本文使用ＤＰ

０２激光粒度分析仪，对三种型号的离心喷嘴距喷

嘴流向３０ｍｍ的横截面处中心直径上的粒径分

布进行了测量，以与激光相位多普勒测量试验结

果进行对比验证。

３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　流量特性试验结果分析

由试验获得的三种型号离心喷嘴对应的流量

特性如图４所示。对燃油流量犿
·

１ 与喷嘴供油压

差Δ狆１ 的平方根进行了线性回归拟合，拟合结果

如表２所示。

三种型号的喷嘴在常温下的犿
·

１ 与Δ狆１ 的平

方根的线性拟合度很高，决定系数犚２ 均大于

９９．９％。并统计得到了三种型号的喷嘴常温下的

平均流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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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常温下三种型号喷嘴的供油压差流量特性

Ｆｉｇ．４　Ｆｕｅｌｓｕｐｐｌ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ａｓｓｆｌｏｗｒａｔ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ｔｙｐｅｓｏｆｎｏｚｚｌｅｓａｔ

ｒｏｏ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表２　流量特性拟合结果

犜犪犫犾犲２　犉犻狋狋犻狀犵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犳犾狅狑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

喷嘴

型号
截距 斜率 决定系数

平均流量数／

（ｇ／（ｓ·ＭＰａ
０．５））

１ ０．０５３ ５．９８０ ０．９９９７ ６．０８０

２ ０．０７６ ８．３２８ ０．９９９１ ８．４９０

３ ０．２１０ ３．７１７ ０．９９９８ ４．０４０

　　试验得到的三种型号的喷嘴的温度流量数

特性如图５所示。这些工况根据供油压差确定，

图５　喷嘴的温度流量数特性

Ｆｉｇ．５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ｌｏｗｎｕｍｂｅ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ｎｏｚｚｌｅ

它们在常温下对应的流量和流量数如表３所示。

在温度（狋）从－４０～８０℃变化的过程中，三种型号

的喷嘴表现出了类似的流量数变化规律，流量数

随着温度的上升而下降，且在低温下变化更敏感。

同一喷嘴在不同工况下，因温度改变而引起的流

表３　工况参数表

犜犪犫犾犲３　犗狆犲狉犪狋犻狀犵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

喷嘴

型号

流量／

（ｇ／ｓ）

供油压差／

ＭＰａ

流量数／

（ｇ／（ｓ·ＭＰａ
０．５））

１

２

３

３．０８１ ０．２４ ６．０４２

４．００８ ０．４３ ６．１１１

４．０３２ ０．２２ ８．５９７

５．０１１ ０．３４ ８．５９３

２．０２０ ０．２４ ４．１２４

２．９７２ ０．５５ ４．００７

量数相对于常温的变化比较接近。如最低温下，

三种型号的喷嘴（Ｎｏ．１、Ｎｏ．２和Ｎｏ．３）在不同供

油压差下流量相对于常温的变化分别约为

５．５％、５．６％、１８．５％。低温下流量数的变化也有

类似规律。得到了三种型号喷嘴指定流量下的温

度流量数曲线。

根据式（１），犃ｎ由喷嘴结构决定，主要引起流

量数变化的分别是犆ｄ 和ρ１。本试验使用的国产

ＲＰ３航空煤油，其物性已有学者进行过一系列相

关研究。吴宗霖［２０］建立了一种包含正癸烷、正十

二烷等组分的ＲＰ３航空煤油替代燃料，并在一

定温度范围内研究了ＲＰ３航空煤油及其替代燃

料的密度和黏度。研究结果表明：低温下 ＲＰ３

航空煤油的密度与温度成近似线性关系，随着温

度降低，其密度会有所升高，黏度也同样会升高。

密度的升高是低温下流量数明显升高的主要原

因。另一方面，犆ｄ 在低温情况下也会发生改变。

根据伯努利假设、无黏假设、最大流量原理，可以

得到简单离心喷嘴的流量系数的表达式，如式（２）

所示［４］：

犆ｄ＝
（１－犽）

３

１＋槡 犽
（２）

其中犽为喷口处空气涡面积与喷口面积的比值。

低温下，由于温度下降，燃油的黏性和表面张力会

有所上升。同时，燃油中可能存在的水会结晶。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喷口处的燃油所占面

积增大，即空气涡面积有所减小，使得流量系数减

小，进一步使流量数在低温下增大，使其流量数与

温度的图像表现出一定的下凹性。

３２　利用基于犘犇犘犃激光测量系统的油雾场

特性试验结果分析

３．２．１　供油压差对粒径分布的影响

在燃烧学中，常用的衡量液雾微分分布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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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直径是ＳＭＤ（记为犱３２），其等效原则是假定一

群大小相同的油珠，总表面积和体积与真实液雾

的总表面积和体积相同，而油珠数目可以不同，那

么这群油珠的直径即ＳＭＤ，其表达式如式（３）所

示，式中狀ｄ，犻为液滴直径为犱犻 的液滴数量。这种

平均方法同时考虑了液雾总体积与总表面积的等

效性，最能反映真实液雾的燃烧属性。本文通过

ＰＤＰＡ即可直接得到喷嘴喷入静止大气中油雾场

距喷嘴流向３０ｍｍ的横截面直径上某处的ＳＭＤ。

犱３２ ＝
∑
犿

犻＝１

狀ｄ，犻犱
３
犻

∑
犿

犻＝１

狀ｄ，犻犱
２
犻

（３）

　　不同供油压差下１号喷嘴的油雾场粒径分布

如图６所示，在常温（２３℃）和低温（－４０℃）下，１

号喷嘴的油雾场粒径分布表现出相似的规律。半

图６　不同供油压差下１号喷嘴的油雾场粒径分布

Ｆｉｇ．６　Ｆｕｅｌｓｐｒａｙｆｉｅｌ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１

ｎｏｚｚｌ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ｕｅｌｓｕｐｐｌ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径典型位置处实际测得的１号喷嘴的油雾场粒径

犱分布如图７所示，纵坐标表示实际测得的粒子

样本数量，犡 表示测量直径上的位置，犡＝０ｍｍ

处定位于喷嘴液雾锥正中心的下方。

在同一供油压差下，液雾的 ＳＭＤ 在 犡＝

０ｍｍ处最小，沿半径方向随着半径的增大而增

大，这是由离心喷嘴的油雾场结构所决定的。离

心喷嘴的出口截面只有一小部分面积由液体占据

（环形圈，即位于油锥面上），中间是空气涡。典型

的充分发展的良好雾化的喷嘴生成的是一个倒锥

形的油膜（或油雾面），其中心或油锥外侧只有很

小部分的油滴。

试验结果表明：占据中心的油滴（即 犡＝

０ｍｍ处附近）的ＳＭＤ要小于处于油锥面上的油

滴，这部分的油滴包含了一部分油锥上散射而来

的油滴，同时也包含由中部的空气涡卷吸外层油

锥面上的质量较小的极小油滴（如图７（ａ）所示，

小直径的油珠数量非常多）。质量很小的油滴极

易被中心空气涡卷吸，因此在占据中心的油滴绝

大部分的粒径都很小，这使得中心的ＳＭＤ更小。

８４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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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不同径向位置处１号喷嘴的油雾场粒径分布

Ｆｉｇ．７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ｕｅｌｓｐｒａｙｆｉｅｌｄｏｆ

Ｎｏ．１ｎｏｚｚｌ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ａｄｉ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随着犡的增大（犡＝６ｍｍ），越来越靠近雾化油锥

面，８０～１００μｍ部分的油滴数量逐渐增多，直到

油锥上（犡＝１０ｍｍ）时，这部分油滴数量已占绝大

部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采样时样本数量设置

有上限，因此中心处和油锥处的样本数量总数相

等，但实际上中心处的油滴数量远小于油锥处的

油滴数量。随着犡 的进一步增大（犡＝１８ｍｍ），

粒径分布规律没有明显变化，故其ＳＭＤ变化也

不明显，但总体的油滴数量已有大幅下降（如图

７（ｄ）所示）。而在犡＞２２．５ｍｍ后，液雾的ＳＭＤ

分布没有表现出明显规律。实际上在犡＞２０ｍｍ

后ＰＤＰＡ采得的样本数量急剧减小，可认为该处

已脱离喷嘴的雾化范围，取得的ＳＭＤ没有意义。

图６结果表明在同一径向位置处，液雾的

ＳＭＤ则随着供油压差的增大而减小，这是由离心

喷嘴的雾化机理决定的。液体在离开离心喷嘴出

口时，有切向速度、轴向速度，形成一个油膜。喷

嘴雾化是油膜的破碎，雾化结果（粒径分布）在其

他因素一致的情况下与油膜厚度成正比（不一定

是一次方关系）。油膜厚度与雾化结果直接相关。

当喷嘴供油压差变大时，喷射速度加大，雾化变

细，这使得下游的同一位置处的ＳＭＤ变小。

图６对比两个温度下的油雾场粒径分布，同

一供油压差下，低温时不同径向位置位置上ＳＭＤ

均大于常温时，这是燃油物性的综合影响结果。

促进雾化的因素是气动力和湍流，阻碍破碎雾化

因素是黏性和表面张力。当温度降低时，黏性和表

面张力都升高［１８］，这使得雾化变得困难，ＳＭＤ

变大。

图８　简单离心喷嘴液雾模式随喷射压力增大的变化

Ｆｉｇ．８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ｍｐｌｅ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ｎｏｚｚｌｅｌｉｑｕｉｄｍｉｓｔ

ｍｏｄｅｗｉｔ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图６（ｂ）表明在低温下，０．５５ＭＰａ供油压差

以下的工况，所选测量同一径向位置处的ＳＭＤ

相当接近，此时低温下的雾化模式与常温下并不

相同。有关研究表明：对于简单离心喷嘴的雾化

模式，随喷射压力的增大会表现出四种模式———

“畸变铅笔”模式、“洋葱”模式、“喇叭口”模式、充

分发展液雾，如图８所示。常温时，在所有试验工

况下均可以得到如图８（ｄ）所示良好雾化的充分

发展液雾，而在低温下，供油压差在０．５５ＭＰａ以

下的工况，由于黏性和表面张力的升高，其雾化模

９４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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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则更接近于图８（ｃ）所示的“喇叭口”模式。两

种雾化模式的典型情况如图９所示。这使得尽

管测量截面在液膜位置下方，但得到的ＳＭＤ则

都较大，且不同供油压差下ＳＭＤ的值很接近。

实际上在低温、０．１７ＭＰａ下无法取得有效的试

验数据，该压差下的喷嘴雾化模式接近图８（ａ）

所示的雾化模式，测量截面上并没有有效的雾

化油雾。

温度对于离心喷嘴雾化模式的影响主要是通

过对于燃油物性的综合影响而实现的。燃油的黏

性和表面张力使其雾化模式发生变化，由于黏性

和表面张力的变高，相同供油压差下的充分发展

液雾模式而更接近于“喇叭口”模式。同时，燃油

中的水等物质在低温下结晶也可能是导致这一现

象出现的原因。

图９　试验喷嘴的典型雾化模式

Ｆｉｇ．９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ｉｑｕｉｄｍｉｓｔｍｏｄｅ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ｎｏｚｚｌｅ

３．２．２　温度对粒径分布的影响

不同燃油温度下１号喷嘴的油雾场粒径分布

如图１０所示。其沿半径的粒径分布表现出与图

６相似的规律，本节主要比较温度对油雾场粒径

分布的影响规律。

图１０表示在不同径向位置处，温度对ＳＭＤ

表现出类似的影响，随着温度从－４０℃升高到

８０℃，各位置处的ＳＭＤ均有所降低，但其降低速

度和降低幅度在不同径向位置有一定差异。选取

比较了径向位置 犡＝０ｍｍ 和 犡＝１２ｍｍ 处的

ＳＭＤ分布，如图１１所示。犡＝０ｍｍ处位于喷嘴

中心的正下方，犡＝１２ｍｍ处则位于喷嘴形成的

油锥处。实际上从ＰＤＰＡ取得的数据率（样本数

量与采样时间的比值）看，下一个位置的数据率已

有较大幅度下降，可认为犡＝１２ｍｍ是油锥接近

图１０　不同温度下１号喷嘴的油雾场粒径分布

Ｆｉｇ．１０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ｕｅｌｓｐｒａｙｆｉｅｌｄｏｆ

Ｎｏ．１ｎｏｚｚｌ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图１１　不同供油压差下不同径向位置处

１号喷嘴的油雾场粒径分布

Ｆｉｇ．１１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ｕｅｌｓｐｒａｙｆｉｅｌｄｏｆ

Ｎｏ．１ｎｏｚｚｌ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ａｄｉ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ｕｅｌｓｕｐｐｌ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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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侧表面的位置；而当犡＞２０ｍｍ时，数据率在各

工况下都已经很低，可认为该处以外只存在少量

溅洒出的油滴。

在低温－常温段（－４０～２０℃），两供油压差

下的两径向位置处的ＳＭＤ均有所降低，犡＝０

ｍｍ，即油锥中心处的ＳＭＤ下降幅度较大；犡＝１２

ｍｍ，即油锥处的ＳＭＤ下降幅度较小，且常温段

（０～２０℃）表现出的这种变化相对于低温段

（－４０～０℃）更强烈。供油压差为０．２４ＭＰａ下，

下低温段的ＳＭＤ几乎没有变化，直到进入常温

段才有明显的下降。在常温－高温段（２０～

８０℃），两压差下的两径向位置处的ＳＭＤ的变化

幅度都很小，几乎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与温度变化

相关性质。

图１２、图１３所示为２号喷嘴在０．２２ＭＰａ供

油压差、不同燃油温度、不同径向位置处的油雾场

粒径分布。图１４、图１５所示为３号喷嘴不同供

油压差、不同温度和不同径向位置处的油雾场粒

径分布。其表现出的性质与１号喷嘴相近。温度

对于一定流量数范围内离心喷嘴的油雾场粒径分

布的影响是类似的。

温度对于喷嘴雾化性能的影响是通过改变燃

油物性而造成的。促进雾化的因素是气动力和湍

流，阻碍破碎雾化的因素是黏性和表面张力。当

温度降低时，黏性和表面张力都升高，这使得雾化

图１２　０．２２ＭＰａ供油压差下不同温度下２号喷嘴的

油雾场粒径分布

Ｆｉｇ．１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ｕｅｌｓｐｒａｙｆｉｅｌｄｏｆ

Ｎｏ．２ｎｏｚｚｌ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０．２２ＭＰａ

ｆｕｅｌｓｕｐｐｌ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变得困难，ＳＭＤ变大。而常温段的物性变化没有

低温段明显，因此在温度进入常温段后其ＳＭＤ

变化并不大。

图１３　０．２２ＭＰａ供油压差下不同径向位置处２号

喷嘴的油雾场粒径分布

Ｆｉｇ．１３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ｕｅｌｓｐｒａｙｆｉｅｌｄ

ｏｆＮｏ．２ｎｏｚｚｌ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ａｄｉ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ｔ０．２２ＭＰａｆｕｅｌｓｕｐｐｌ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图１４　不同温度下３号喷嘴的油雾场粒径分布

Ｆｉｇ．１４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ｕｅｌｓｐｒａｙｆｉｅｌｄ

ｏｆＮｏ．３ｎｏｚｚｌ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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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不同供油压差下处３号喷嘴的油雾场粒径分布

Ｆｉｇ．１５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ｕｅｌｓｐｒａｙｆｉｅｌｄ

ｏｆＮｏ．３ｎｏｚｚｌ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ｕｅｌｓｕｐｐｌ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３３　利用基于激光多普勒技术的激光粒度分析仪

的油雾场特性试验结果分析

　　为验证ＰＤＰＡ的油雾场特性测量结果，使用

ＤＰ０２激光粒度分析仪对三种型号的喷嘴在不同

工况下，距离喷嘴出口３０ｍｍ径向位置处的油滴

粒径分布进行了测量，测量温度为常温。测量结

果如图１６所示。１号喷嘴测量了五个不同供油

压差下的油滴粒径分布，在不同供油压差下该测

量直径上的油滴粒径有着类似的分布，大量油滴

粒径分布在７５～１５０μｍ的范围内，大粒径和小粒

径的油滴都分布较少。随着供油压差的增大，油

滴粒径峰值变小，且分布整体向油滴较小的方向

图１６　不同供油压差下三种型号喷嘴的粒径测量结果

Ｆｉｇ．１６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ｏｆｎｏｚｚｌ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ｕｅｌ

ｓｕｐｐｌ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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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即在同样的粒径位置上，更大压差工况的积

分分布更高，雾化效果变好。２号和３号喷嘴测

量了两个工况点，规律与１号喷嘴类似，但总体粒

径分布的范围不同。

一种常用的用于描述液滴尺寸分布的积分分

布为 ＲｏｓｉｎＲａｍｍｌｅ分布，其数学式如式 （４）

所示。

狑＝１－ｅｘｐ －
犱

珚（ ）犱［ ］
狀

（４）

式中狑为液滴直径小于犱 的液滴质量（或体积）

占液滴总质量（或总体积）的百分数；犱为与狑 相

应的液滴直径；珚犱为液滴特征直径；当犱＝珚犱时，

狑＝０．６３２，即对应６３．２％累积质量（或体积）的液

滴直径为特征直径；狀为液滴尺寸分布指数，表明

液滴尺寸分布的均匀性，通常１．８≤狀≤４。通过

拟合可得到不同型号的喷嘴在不同工况下的珚犱

和狀。

１号喷嘴的ＳＭＤ、珚犱、狀与供油压差的关系如

图１６（ｄ）所示。随着供油压差的增大，ＳＭＤ有明

显降低，随着供油压差的升高，珚犱、狀都有所下降，

即意味着液滴尺寸分布曲线的形状变窄，液滴尺

寸分布整体向较小的方向偏移。这体现了高压差

下雾化性能的提高。

这可以由离心喷嘴的工作原理解释。进入离

心喷嘴的燃油做切向运动，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在

喷嘴出口形成空心油膜，随后在油膜表面波及气

动力等的共同作用下，油膜失稳形成液雾。更高

的供油压差将带来更大的离心力和更高的燃油切

向速度，使得形成的液雾发展更充分，雾化效果更

完全。同时，测量得到的ＳＭＤ与文中第３．２．１

节常温下测得的相同工况下的ＳＭＤ也较为接

近，这从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由ＰＤＰＡ测得的油雾

场粒径分布的准确性。

４　结　论

本文对某中心分级燃烧室头部三种型号离心

喷嘴的副油路喷入静止大气中的雾化特性进行了

试验测量，研究了不同供油压差和燃油温度

（－４０～８０℃）对喷嘴流量数和雾化特性的影响

规律。研究结果如下：

１）喷嘴流量数随温度增加而下降，且在低温

下流量数的下降幅度更大；同一喷嘴因温度改变

引起的流量和流量数的相对变化在不同供油压差

下近似相等。

２）测量截面上的ＳＭＤ在油锥中心小、油锥

处大。各处ＳＭＤ随供油压差的增大而减小，且

低温下这种减小的趋势相对微弱，并表现出了不

同于常温下的液雾模式。在低温段，各处的ＳＭＤ

随温度升高而减小，且油锥中心处的ＳＭＤ下降

幅度更大；在常温段，各处的ＳＭＤ几乎没有表现

出明显的随温度变化的相关性质。

３）测量截面上同一径向位置不同供油压差

下粒径分布相似。随着压差的增大，油滴粒径峰

值变小，液滴尺寸分布指数和液滴特征直径下降，

即液滴尺寸分布曲线的形状变窄，液滴尺寸分布

整体向较小的方向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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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场扰动下预混旋流管状火焰动态响应特性

余　筱１，赵晓尧２，马　康１，王宁飞１，李水清３，石保禄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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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清华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系，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摘　　　要：针对预混旋流管状火焰不稳定问题，开展不同空气体积流量和当量比甲烷／空气火焰对轴向声

场扰动响应特性的实验研究，揭示了火焰对不同声场频率的动态响应范围，获得了声场扰动下火焰结构、声

压、ＯＨ等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火焰对声场的响应呈现低通滤波特性，高频声场对火焰影响较弱，中、低

频声场迫使火焰发生同频振荡，甚至引发熄火现象。通过调整入口体积流量发现低通滤波特性的特征频率和

低频熄火频率受混合燃气的体积流量及当量比的影响较小。熄火拉伸率计算表明：相对于高当量比火焰，当

量比小于等于０．６５时火焰抗熄火能力较弱，在中频声场扰动下火焰局部熄火致使火焰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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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余筱，赵晓尧，马康，等．声场扰动下预混旋流管状火焰动态响应特性［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２０，３５（８）：１６５５１６６３．ＹＵＸｉ

ａｏ，ＺＨＡＯＸｉａｏｙａｏ，ＭＡＫａｎｇ，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ｒｅｍｉｘｅｄｓｗｉｒｌｉｎｇｔｕｂｕｌａｒｆｌａｍｅｕｎｄｅｒ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０，３５（８）：１６５５１６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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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犮狅狌狊狋犻犮狊狆犲狉狋狌狉犫犪狋犻狅狀

ＹＵＸｉａｏ１，ＺＨＡＯＸｉａｏｙａｏ２，ＭＡＫａｎｇ１，ＷＡＮＧＮｉｎｇｆｅｉ１，

ＬＩＳｈｕｉｑｉｎｇ
３，ＳＨＩＢａｏｌｕ１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１，Ｃｈｉｎａ；

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Ｎｏｒ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ａｉｙｕａｎ０３００５１，Ｃｈｉｎａ；

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４，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ｍｉｘｅｄｓｗｉｒｌｉｎｇｔｕｂｕｌａｒ

ｆｌａｍｅ，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ｍｅｔｈａｎｅ／ａｉｒｐｒｅｍｉｘｅｄｆｌａｍｅｓｔｏ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ｗａ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ｓｔｕｄｉｅｄ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ｉｒｖｏｌｕｍｅ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ａｎｅ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ｒａｔｉｏｓ．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ｆｌａｍｅ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ｗａ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ａｎｄ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ａｍ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ＯＨ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ｌａｍ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ｈｅｌｏｗｐａｓｓｆｉｌｔｅ

ｒ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ｎｇｖｅｒｙｗｅａｋ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ｔｈｅｈｉｇｈ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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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ｌｏｗ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ｔｈｅｆｌａｍｅｗａｓｆｏｒｃｅｄｔｏ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ｅ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ｅｖｅｎｑｕｅｎｃｈｅｄａｔａｌｏｗｅｒ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ｌｏｗｐａｓｓ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ｓｗｅｒｅ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ａｎｄ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ｎｅａｒｌｅａｎ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ｌｉｍｉｔ（ｅ．ｇ．，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ｉｏｅｑｕａｌｉｎｇｔｏ０．６５），

ｔｈｅｆｌａｍｅｗａｓｍｕｃ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ｔｏｍｉｄｄｌｅ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ｗｉｎｇｔｏｌｏｗ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ｉｎ

ｒ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ｆｌａｍｅｌｉｆｔｏｆｆ．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ｓｗｉｒｌ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ｔｕｂｕｌａｒｆｌａｍｅ；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ｍｏ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ｆｌａｍ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作为发动机核心动力的提供环节，燃烧系统

的高效稳定运行对发动机性能起至关重要作用。

在绝大部分军用、民用航空发动机以及燃气轮机

中，燃烧室内的燃料混合、火焰稳定等多采用旋流

燃烧方式。其往往通过旋流叶片或燃烧器结构设

计，使空气或燃料以旋转方式进入燃烧室后快速

完成掺混、点火及燃烧过程。其中，作为旋流燃烧

的典型代表，旋流叶片式燃烧产生的旋转气流有

利于着火回流区强烈的气流混合，对低热值煤层

气的着火和稳燃具有很大优势［１］，广泛应用于各

类航机及科研研究；另一类则是以Ｉｓｈｉｚｕｋａ等
［２］

提出的旋流管状火焰技术为代表的切向旋流燃

烧，其将燃料和氧化剂通过旋流燃烧器的切向入

口注入，在燃烧器壁面导流作用下旋转进入燃烧

室内燃烧。这种燃烧方式会形成环形管状火焰，

火焰带内部为已燃气体，温度高，热损失少；外部

为高密度的低温未燃混合气，使燃烧器壁面与火

焰不会直接接触，从而大大提高了燃烧器的使用

寿命，且这种方式产生的火焰通常具有热损失低、

空气动力学和热力学稳定性优异等特性，因此被

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中。

而另一方面，军用航空发动机需要有更宽的

工作条件（温度和压力）以满足高机动飞行的要

求［３］，民用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由于日益严格

的空气环保标准迫使发动机采用低污染燃烧室设

计［４］。因此，发动机的工作条件逐渐向贫燃熄火

极限靠近。工作在贫燃熄火极限附近的发动机，

微小的扰动都有可能使工作区域落在吹熄区域

内，再加上其内部高温、高压、高速的复杂流场，使

得在来流引发的流动脉动、释热率脉动和压力脉

动等复杂作用下，微小的扰动会急速累积放大，严

重时甚至会危及工作系统［５７］。作为燃烧不稳定

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热声不稳定也因此受到了

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经研究发现，涡扇发动机内产生的燃烧振荡

主要是由燃烧室内双气流混合流动和热声耦合引

起［８］。Ｙｏｕ等
［９］建立了湍流预混火焰对声振荡燃

烧响应的解析模型，揭示发动机燃烧室内声波和

湍流火焰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发现被包络的火

焰往往与声速振荡耦合，导致燃烧振荡的增强。

对于旋流系统，Ｉｄａｈｏｓａ等
［１０］研究了轴向声场扰

动下的非预混火焰，发现火焰的响应呈低通滤波

特性，在低频声场作用下能够观察到高强度的热

释率振荡。郭志辉等［１１］通过实验研究了贫燃预

混旋流火焰的燃烧不稳定性，发现火焰结构在不

稳定燃烧状态下发生显著变化，呈现大尺度运动

的特点。考虑到热声耦合对燃烧不稳定潜在的加

剧作用，对于热声耦合的预测和控制就显得尤为

重要。通过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Ｃｏａｔｓ等
［１２］研

究了预混火焰在声场扰动下火焰传递函数的增益

和相位的滞后。Ｃａｎｄｅｌ等
［１３１４］基于控制理论方

程，推导出了火焰传递函数的计算公式，这为热声

不稳定的预测与控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上述旋流不稳定燃烧的研究主要针对旋片式

旋流，针对切向旋流燃烧不稳定的研究相对缺乏。

在切向旋流燃烧中，火焰通常被层流化，更多表现

出层流火焰特性，不同于旋片式旋流中的湍流燃

烧。当前已在实验过程中多次观察到了切向旋流

火焰不稳定的现象。在大流量的丙烷／空气预混

燃烧中［１５］，大功率条件下探测到了火焰高频振

荡，其振荡模式为高频周向及径向声学共振。石

保禄等［１６１９］在甲烷、丙烷以及氢气的富氧燃烧实

验中发现，高氧气摩尔分数下旋流管状火焰的振

荡模式通常为轴向声学共振，发生这种振荡模式

转变的原因推测是由于燃烧内掺混不均所致，并

与燃烧器入口尺寸具有紧密联系。为进一步探究

旋流管状火焰不稳定机制，拓宽其工业应用领域，

本文围绕预混旋流管状火焰（下文简称为火焰）的

热声不稳定开展实验研究，在轴向加入不同频率

的声场扰动，探究了不同体积流量（下文简称为流

量）、当量比的火焰对声场的动态响应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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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实验装置及测试系统

为简化掺混不均匀带来的影响，本文采用预

混的旋流火焰开展实验，实验及测试装置如图１

所示。犃犃 截面为切向旋流燃烧器的结构示意

图，燃烧器直径犇＝２４ｍｍ，切向入口宽度犠＝

２．５ｍｍ，切向入口高度犾＝１２ｍｍ，甲烷和空气按

一定比例混合后均匀通入四个切向入口。在燃烧

器的上方为长度犔＝１５０ｍｍ的石英玻璃管，下方

接入了声场发生装置。为了使声场装置内部的气

流更加均匀一致，在扬声器上方６５ｍｍ处加入一

块厚度为１２ｍｍ、孔隙密度为１０ｐｐｉ（１０ｐｏｒｅｓｐｅｒ

ｉｎｃｈ，即约２．５４ｍｍ长度上平均孔数为１）的多孔

隔板。

图１　实验装置及测试系统（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ｉｔ：ｍｍ）

　　连续型信号发生器（ＪＵＮＴＥＫＪＤＳ２９００）产

生特定频率的正弦信号，经过声频功率放大器

（ＳＡＳＴＳＡ９００６）将信号的功率放大后输入扬声

器（４Ω额定电阻，２０～２０ｋＨｚ全频），产生同频的

声场波动，本文实验中所用扬声器功率均为

１０Ｗ。同时，为了确保输入正弦信号的完整性，将

扬声器电源正负极处的信号接入高频示波器进行

实时监控。通过高速相机（ＶＥＯ４１０Ｌ）拍摄石英

玻璃管内的火焰，观察管状火焰在声场作用下的

响应。高 速 相 机 的 实 时 图 形 采 集 软 件 是

ＰＣＣ２．８，采样帧率设定为１０００Ｈｚ。声压传感器

（ＢＳＷＡＭＰＡ４１６）被安置在距离石英玻璃管出口

１０ｃｍ处，由采集卡（ｃＤＡＱ９１７１）采集声场数据

后通过ＬａｂＶｉｅｗ编程记录和处理声压数据。光

电信号测试系统由光纤传感器、光栅光谱仪

（７１ＳＷ３０３）、光电倍增管（７１Ｄ１０１ＣＲ１３１）、高压

电 源 （７１Ｐ１２５０）、高 频 示 波 器 （ＰＩＮＴＥＣＨ

ＭＤＯ７０４，１００ＭＨｚ，１Ｇｓ／ｓ）及光谱采集系统软件

组成，目的是观测能表征火焰释热率的ＯＨ自由

基瞬态变化。直径为０．５μｍ的示踪粒子ＴｉＯ２ 随

切向混合气体通入燃烧室中以进行速度场测量，

高频连续激光器（ＭＧＬＷ５３２ｎｍ１８Ｗ）从石英

玻璃管侧面打入功率为１Ｗ的激光，在垂直于激

光光路的侧面使用高速相机记录实验数据，高速

相机帧率为１００００Ｈｚ。由于实验过程中火焰会

沿轴向同时向上和向下传播，将使得下方的声场

装置逐渐增温，在热传导和对流的作用下，密闭容

积内的气体温度也会升高，从而损毁扬声器等非

耐高温实验仪器。因此，在密闭容器的肩颈部设

置自制水冷系统，用于降低密闭容器壳体的温度，

水循环的速率在０～８ｍ／ｓ之间，实验时根据实际

情况调节水流速率。

７５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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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和分析

２１　无声场扰动火焰结构

由于在实验装置中拆除了前期［１６１９］切向旋流

管状火焰燃烧器前端的石英观察窗，并加入了声

场相关的装置，燃烧系统的固有频率及传热特性

发生了变化，因此有必要考察无声场作用下的旋

流燃烧特性，如火焰结构、燃烧极限等。本文以空

气流量狇犞，ａｉｒ＝３５Ｌ／ｍｉｎ的火焰为例，获得了当量

比Φ＝０．６５，０．８，１．０的火焰结构，如图２所示。

图２　无声场扰动、Φ＝０．６５，０．８，１．０时，预混旋流火焰

结构图

Ｆｉｇ．２　Ｐｒｅｍｉｘｅｄｓｗｉｒｌｉｎｇｆｌａｍ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ｕｎｄｅｒ

Φ＝０．６５，０．８，１．０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图２中左侧火焰结构图中内圈明亮的圆环为

层流火焰锋面，其内部为高温的燃气，外部为未燃

气体。由于声场装置的遮挡，只能自石英玻璃管

出口向下拍摄得到左侧的横截面火焰结构图。三

种当量比条件下均观察到淡蓝色的稳定的管状层

流火焰。当量比Φ＝１．０时火焰最亮，且火焰直

径最大，长度最短，这是由于火焰锋面总是稳定在

层流燃烧速度与未燃气体径向速度相平衡的位

置，而Φ＝１．０的火焰层流燃烧速度最大，因而火

焰直径最大［２０］。可见，该装置在不加声场的条件

下仍保有良好的旋流管状火焰的层流燃烧特性。

实验测试表明无声场时的贫燃熄火极限约为Φ＝

０．６，在Φ＝０．６至Φ＝１．１之间旋流管状火焰一

直稳定于切向燃烧器入口，当Φ进一步增加时，

预混气的有效Ｌｅｗｉｓ数增加（其值大于１），在管

壁处的热损失增大，因而火焰将出现抬升直至吹

出管口。

２２　火焰对声场的动态响应

首先，选择当量比Φ＝０．８的甲烷／空气预混

气体进行实验，观察不同声场频率犳０ 下火焰对声

场的动态响应特性，结果如图３所示。根据实时

测量的火焰结构、ＯＨ 信号及火焰场声压脉动

（Δ狆）特征，将预混火焰对声场脉动的响应划分了

不同区域。具体是通过高速相机每隔１０Ｈｚ拍一

段火焰结构图，直至火焰有明显变化为止。在变

化点附近缩小声场频率间隔细化测量，记录此时

的声场频率作为区域分界线，再辅以ＯＨ信号和

声压脉动数据加以验证，并根据其幅值进一步确

定各个区域的特征（强／弱 ＯＨ 振荡和高／低

Δ狆）。此处，Δ狆为不同声场频率下热声耦合后的

瞬时声压除以对应声场频率下纯声场的声压幅

值，用以表征火焰场的声压增益。理想情况下，如

果曲线的最大幅值等于１，则表明声压没有发生

增益。同时，为说明火焰的周期性脉动特征，借助

高速摄影获得了空气流量狇犞，ａｉｒ＝３５Ｌ／ｍｉｎ火焰

在声场频率犳０＝２５０，１８０，１００，６０Ｈｚ作用下一个

振荡周期（犜）内火焰结构演化图，如图４所示。

由于此时火焰附着在燃烧器根部，所以火焰结构

图只显示管中部至管底部分。

图３　旋流预混火焰对不同声场频率的响应特性

（Φ＝０．８）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ｏｆｐｒｅｍｉｘｅｄｓｗｉｒｌｉｎｇｆｌａｍｅ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Φ＝０．８）

火焰对声场的响应相图（图３）表明：高频声

场（约２１０Ｈｚ以上）作用下，火焰的响应极其微

弱，中、低频声场对火焰影响较大。图４中２５０Ｈｚ

声场扰动下，火焰在一个周期内观察不到明显的

变化，此时火焰处于高频声场作用下的微弱响应

区域。犳０＝１５０～２１０Ｈｚ附近为强振荡区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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焰对声场响应强烈并伴随着较大的噪声，Δ狆脉

动幅值增大。随着燃烧功率的增加，该区域逐渐

变窄。犳０＝１８０Ｈｚ声场扰动下的火焰结构图显

示，火焰受声场作用沿着轴向上下振动，火焰有明

显的周期性变化，显示了火焰的受迫振荡行为。

图４　振荡周期内火焰结构演化图（Φ＝０．８）

Ｆｉｇ．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ａｍ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ａ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ｃｙｃｌｅ（Φ＝０．８）

犳０＝８０～１５０Ｈｚ附近仍为强振荡区域，但是

Δ狆脉动减弱，随着燃烧功率的增加，该区域逐渐

拓宽。与犳０＝１８０Ｈｚ声场下的火焰结构相似，

犳０＝１００Ｈｚ下的火焰亦呈现轴向周期性振荡，但

热声耦合后Δ狆脉动小。继续降低声场频率，火

焰在犳０＝５０～８０Ｈｚ再次表现出大幅Δ狆脉动的

强振荡，６０Ｈｚ下的火焰已经不能完全稳定在燃

烧器根部，此时的火焰离熄灭区域较近，火焰处于

图５　不同声场频率下Δ狆狋曲线（Φ＝０．８）

Ｆｉｇ．５　Δ狆狋ｃｕｒｖ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Φ＝０．８）

极不稳定的状态。声场频率低于熄火频率时，声

场迫使火焰熄灭，其受流量的影响较小，基本稳定

在５０Ｈｚ左右。为进一步说明声场脉动特性，图５

给出了不同声场频率下的Δ狆狋曲线。其中，声场

频率为２５０Ｈｚ时，Δ狆幅值接近于１Ｐａ，此时声压

几乎没有发生增益；声场频率１００Ｈｚ时，Δ狆幅值

在１．５Ｐａ左右，声压有略微的增益；声场频率为

６０Ｈｚ及１８０Ｈｚ时，Δ狆幅值在４Ｐａ左右，声压增

益明显较大。反映在实验现象中则是６０Ｈｚ及

１８０Ｈｚ声场扰动下的噪声较大，而１００Ｈｚ及２５０

Ｈｚ的噪声较小。

在距离石英玻璃管１０ｍｍ处通过光纤传感

器和光栅光谱仪测量不同声场频率下火焰的

ＯＨ信号用以表征火焰的热释率脉动特征［２１２２］，

以确认中、低频扰动下火焰振荡的幅度与周期性。

光谱仪将ＯＨ脉动转化为电信号后，由示波器显

示并存储数据。将图５中Δ狆和采集的 ＯＨ数

据作快速傅里叶变换分别得到Δ狆和 ＯＨ
频谱

图，如图６和图７所示。其中，ＯＨ数据以无声

场扰动的电压幅值（Δ犝）为基准做归一化处理。

图７中犳０＝２５０Ｈｚ时，ＯＨ
脉动的低频杂

波较多，振幅与主频幅值相近，说明此时火焰对声

图６　声压脉动频谱图（Φ＝０．８）

Ｆｉｇ．６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ａ（Φ＝０．８）

图７　ＯＨ脉动频谱图（Φ＝０．８）

Ｆｉｇ．７　ＯＨ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ａ（Φ＝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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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响应较弱，热声未耦合；在其他三个声场频率

（１８０、１００、６０Ｈｚ）下，ＯＨ脉动均有明显的主频，

其脉动频率犳与声场频率一致，且幅值急剧增

加，同时伴有较高幅值的倍频振荡和较低幅值的

杂波，这说明此时火焰对声场响应强烈，热声耦合

程度高，火焰在声场作用下发生同频受迫振荡。

６０Ｈｚ声场扰动下，声压和 ＯＨ脉动均在３０Ｈｚ

和９０Ｈｚ附近有杂波脉动，这是由于此时火焰濒

临熄灭，无法完全稳定在燃烧器底部，不稳定的火

焰产生了不同频率的微振。

综上所述，Φ＝０．８时，火焰对声场的响应呈

现低通滤波特性，特征频率约为２１０Ｈｚ。声场频

率高于此值，火焰几乎不受影响；声场频率低于

２１０Ｈｚ，火焰受声场扰动发生同频受迫振荡，继续

降低声场频率甚至会导致火焰熄灭，但低通滤波

特性的特征频率和火焰的熄火频率（５０Ｈｚ左右）

受流量的影响不大。

２３　参数化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火焰对声场的动态响应特

性，选取较低和较高燃烧功率的当量比Φ＝０．６５

和Φ＝１．０为实验条件，结果如图８所示。相比

于图３，仍存在高频（２１０Ｈｚ以上）的微弱响应区

域和低频（约５０Ｈｚ以下）的熄火区域，不同当量

比下这两个区域的变化不明显；低当量比下，如

Φ＝０．６５，火焰在犳０＝１５０～２１０Ｈｚ附近的强

ＯＨ振荡区转为抬升和吹熄区域，高当量比下仍

为附着于燃烧器根部的强 ＯＨ 振荡区；此外，

犳０＝８０～１５０Ｈｚ附近的强ＯＨ
振荡区在低当量

比下转为弱ＯＨ振荡区，在高当量比下未发生振

荡模式的转变。

在中、低频声场扰动下，不同当量比火焰结构

均呈现周期性变化，如图９给出了犳０＝１８０，１００

图８　Φ＝０．６５，１．０火焰对声场的动态响应相图

Ｆｉｇ．８　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ｆｌａｍｅｔｏ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ｆｉｅｌｄ

ｕｎｄｅｒΦ＝０．６５，１．０

Ｈｚ时，Φ＝０．６５，１．０的火焰在一个周期内的变化

图。其中，图９（ａ）为１８０Ｈｚ声场作用下的火焰结

构图。Φ＝０．６５，火焰脱离燃烧器根部，在石英玻

璃管上半段燃烧，火焰结构图只显示管中部至管

口部分。此时ＯＨ脉动（图１０）的杂波较多，主

频幅值较低。Φ＝１．０时，火焰结构图与Φ＝０．８

的类似，火焰在声场作用下变化明显，ＯＨ脉动

的频谱图也显示出此时声场迫使火焰作同频振

荡。图９（ｂ）为１００Ｈｚ声场作用下的火焰结构

图９　不同声场频率下Φ＝０．６５，１．０火焰的周期性

变化规律（狇犞，ａｉｒ＝３５Ｌ／ｍｉｎ）

Ｆｉｇ．９　Ｃｙｃｌｉｃ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ａｍ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ｉｔｈ

Φ＝０．６５，１．０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狇犞，ａｉｒ＝３５Ｌ／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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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Φ＝０．６５，火焰在一个周期内变化较弱，ＯＨ

脉动虽有主频但幅值较低，属于弱 ＯＨ振荡模

式，而Φ＝１．０的火焰振荡模式为强 ＯＨ振荡。

贫燃熄火极限附近的火焰在声场作用下呈现出更

多不同的响应特性。

图１０　ＯＨ脉动频谱图（Φ＝０．６５，１．０）

Ｆｉｇ．１０　ＯＨ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ａ（Φ＝０．６５，１．０）

为进一步分析火焰响应特性，对Φ＝０．６５、

犳０＝１８０Ｈｚ的抬升火焰开展速度场测试。通过

ＰＩＶ实验获得抬升火焰上游的速度场，结合火焰

中的 ＯＨ信号脉动值，可近似获得火焰传递函

数［１３１４］。ＰＩＶ 实验中所用的高速相机帧率为

１００００Ｈｚ，取其中的５００张数据做流场分析，得出

火焰上游某一点速度随时间的变化规律，根据火

焰传递函数公式

犉（ω）＝
犙^／珚犙

狌^／珔狌

式中犙^／珚犙为火焰的相对热释率，由ＯＨ信号测

量得到；^狌／珔狌为火焰的相对速度脉动，由ＰＩＶ实

验得到，绝对值表示只探究火焰传递函数的幅值，

即不考虑相位差。利用Ｏｒｉｇｉｎｌａｂ软件开展 犙^／珚犙

和狌^／珔狌比值的快速傅里叶变换便可得到图１１中

的曲线图。传递函数明显地反映出火焰对声场响

应的低通滤波特性，传递函数幅值在高频声场作

用下很低，此时火焰对声场响应不明显；中、低频

时传递函数幅值有所增加，在１６０Ｈｚ附近有波

峰，结合相图来看，此时的火焰正处于吹熄区域；

９０Ｈｚ附近曲线处于波谷，此时的火焰正处于弱

ＯＨ振荡区域，继续降低脉动频率，火焰对声场

的响应逐渐加剧直至熄灭。

图１１　贫燃抬升火焰传递函数（Φ＝０．６５）

Ｆｉｇ．１１　Ｆｌａｍ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ｌｅａｎｌｉｆｔｏｆｆ

ｆｌａｍｅ（Φ＝０．６５）

为了探究低当量比时火焰发生的抬升现象，

本文采用Ｃｈｅｍｋｉｎ拉伸火焰模型（反应机理采用

ＧＲＩＭｅｃｈ３．０）计算了无声场条件下的一维预混

对冲火焰的熄火拉伸率［２３］。通过计算可以得到

特定当量比下火焰拉伸率与温度的关系曲线，根

据曲线中转折点所对应的拉伸率确定此时的熄火

拉伸率。图１２中转折点（曲线与垂直虚线相切的

点）对应的纵坐标即为当量比Φ＝０．８时火焰的

熄火拉伸率。同理，可计算出其他当量比下的熄

火拉伸率，其结果与Ｌａｗ等
［２４］的实验结果较为

吻合，如图１３所示。

根据计算结果，Φ＝０．６５时火焰的熄火拉伸

率约为３２０ｓ－１。与对冲火焰不同，该旋流火焰除

受到轴向拉伸的影响外，还受径向曲率的影响，其

贫燃熄火拉伸率将小于对冲火焰的熄火拉伸

率［２５］。因而，在犳０＝１５０～２１０Ｈｚ声场扰动下，

火焰将被拉伸，拉伸率过大的局部区域出现熄火，

无法稳定在燃烧器根部，出现抬升和吹熄现象。

Φ＝０．８及Φ＝１．０的熄火拉伸率分别为１３７０ｓ
－１

和１８３０ｓ－１，远高于有效的声场频率（犳０＝６０～

２１０Ｈｚ）。由于火焰的振荡模式为同频受迫振荡，

火焰在扰动下的拉伸率远低于熄火拉伸率，因此

不会出现局部熄火现象，火焰未出现抬升和吹熄。

１６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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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火焰拉伸率与温度关系曲线（Φ＝０．８）

Ｆｉｇ．１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Φ＝０．８）

图１３　不同当量比甲烷／空气预混火焰熄火拉伸率

Ｆｉｇ．１３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ｏｆｍｅｔｈａｎｅ／ａｉｒｐｒｅｍｉｘｅｄ

ｆｌａｍ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ｓ

３　结　论

为分析切向旋流燃烧不稳定性，本文在旋流

管状火焰场中引入轴向声场扰动，开展了不同声

场扰动下甲烷／空气预混燃烧的实验研究，获得了

火焰对声场的动态响应随声场频率犳０、空气流量

狇犞，ａｉｒ和当量比Φ的变化规律，具体结论如下：

１）火焰对声场的响应呈现低通滤波特性，高

频声场作用下火焰变化不明显，中、低频声场对火

焰影响较大，迫使火焰发生同频振荡以及火焰抬

升、熄火等。低通滤波的特征频率约为２１０Ｈｚ，

低频熄火频率约为５０Ｈｚ，两者几乎不受预混气

流量和当量比的影响。

２）中、低频同频受迫振荡中，不同当量比下

的火焰对声场呈现出不同的响应特性。低当量比

下火焰有抬升和吹熄现象，当量比较高时火焰不

再抬升，转为附着于燃烧器根部的强ＯＨ振荡。

通过对熄火拉伸率的计算分析可知，低当量比下

火焰的熄火拉伸率低，声场扰动迫使火焰局部熄

火，火焰抬升；高当量比下火焰的熄火拉伸率高、

抗熄火能力强，火焰不再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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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混沌理论的滚动轴承振动信号

融合模型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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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融合算法模型，在混沌理论的基础上对滚动轴承振动信号进行预测。基于相图法、最大

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法和关联维数法对滚动轴承振动信号进行混沌判别，证明其混沌性。以预测值和真值间差值

范数最小为目标导向优化出Ｋｒｉｇｉｎｇ模型、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ＬＳＳＶＭ）模型和极端学习机（ＥＬＭ）模型的

权重，加权法构建融合算法模型。相空间重构法构建滚动轴承振动信号预测的训练样本，并对融合模型、

Ｋｒｉｇｉｎｇ模型、ＬＳＳＶＭ模型和ＥＬＭ模型进行训练，训练好的模型用于振动轴承振动信号混沌预测。以案例１

和案例２共两个实验的滚动轴承振动信号为对象进行验证，两案例的最大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大于０，从而判断这

两个案例的轴承振动信号呈现混沌特性。另外，从方均误差、方均根误差和平均绝对误差指标来评价，融合算

法模型的指标值均小于单一模型算法，融合算法模型的预测精度优于单一模型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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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ＳＳＶＭｍｏｄｅｌ；ＥＬＭｍｏｄｅｌ

　　滚动轴承是轴和其他旋转部件的重要支撑，

它的性能对设备的正常运行起着重要的作用。作

为机械装备的核心部件，滚动轴承的振动性能对

设备的安全运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像

卫星、航天飞机这样的高精尖设备对轴承的振动

性能的要求特别高，故对滚动轴承振动时间序列

进行预测为设备的安全运转提供了重要保障。

滚动轴承内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导致其振动性

能呈现非线性，这些因素包括：滚动接触面的形貌

特征、沟道与钢球的滚动摩擦及润滑剂的黏温效应

等［１］。复杂因素的非线性交融最终导致了振动性

能的极端敏感性，如滚道的微小划痕就会导致滚动

轴承的强烈振动，即振动数据呈现混沌性，基于混

沌相空间重构理论的预测方法可以预测出较高的

精度，为滚动轴承振动数据的精确预报提供保证。

相空间重构是用动态系统方法分析混沌时间

序列的基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内外许多

学者对相空间重构技术进行了研究，其中应用最

为广泛的是Ｐａｃｋａｒｄ等
［２］提出的延迟坐标状态空

间重构方法，该方法包含嵌入维数和延迟时间两

个关键参数，这两个参数的确定将影响重构相空

间的质量。因此，确定其值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

和现实意义［３］。计算嵌入维数常用的方法有饱和

相关维数（ＧＰ）、伪最近邻域法、预报法和Ｃａｏ法

等［４１０］。计算延迟时间的有互信息法、自相关函

数法和ＣＣ法
［１１１２］。

等时间间隔的时间序列可以用混沌动力学来

分析，通过对这些时间序列的研究，间接得到了混

沌系统的动力学特性，这些时间序列包含着丰富

的动态信息，提取和利用这些信息来研究系统的

特性是混沌研究的重要方面之一。已有很多学者

对轴承进行了混沌动力学研究，文献［１３１６］研究

了滚动轴承的混沌性。文献［１７］进行了滚动轴承

的变量预测识别。另外，夏新涛等［１８］采用加权一

阶局部区域法对轴承振动时间序列进行预测，通

过与实际值的比较分析，得出预测误差，验证了模

型的可行性。

本文对滚动轴承振动数据序列从相图法、最

大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法和关联维数法多方面进行混沌识

别，多维度论证了其混沌性。通过相空间重构构

建输入变量和输出，并进行了基于Ｋｒｉｇｉｎｇ模型、

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

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ＳＳＶＭ）和极端学习机（ｅｘｔｒｅｍ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ＥＬＭ）的融合算法模型研究，验

证了预测精度。在轴承振动时间序列相空间重构

中利用预测模型来追溯相点的演化规律，实现单

步预测，进而通过单步预测器的迭代操作来实现

多步预测。具体研究思路如图１所示。

图１　研究思路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ｏｕｔｅ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

１　混沌辨识理论

定量法和定性法是混沌判断的两种鉴别途

径，定性法有相图法、庞加莱截面法、功率谱法等；

定量法通过特征指标进行混沌判断，这些指标参

量有最大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关联维数和 Ｋｏｌｍｏｇ

ｏｒｏｖ熵等。本文主要采用相图法、最大 Ｌｙａ

ｐｕｎｏｖ指数法和关联维数法进行滚动轴承振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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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混沌识别。

１１　相图法

一维数据序列能够通过相空间重构方法映射

到高维空间中，根据Ｔａｋｅｎｓ等学者的理论，一维

数据序列与重构后的高维空间微分同胚。相图法

通过重构轴承振动系统的相空间来定性地判断混

沌性。

１２　最大犔狔犪狆狌狀狅狏指数法

本文采用小数据量法计算最大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

数。其中，小数据量法的计算步骤如下：

１）对振动时间数据序列｛狓（犻），犻＝１，２，…，

犖｝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计算平均周期犜，式中

狓（犻）为犻时刻的滚动轴承振动数据；犖 为数据

个数。

２）以自相关函数法或互信息法确定延迟时

间τ，Ｃａｏ法确定嵌入维数，并重构相空间，即

犡＝ ［犡（１），犡（２），…，犡（犕）］
Ｔ

犡（犻）＝ ｛狓（犻），狓（犻＋τ），…，狓［犻＋（犿－１）τ］｝

（犻＝１，２，…，犕） （１）

式中犕 为相点数量，犿 为嵌入维数，犕＝犖－

（犿－１）τ。

３）找出相空间中每个点犡（犼）的最邻近点

犡（^犼），并限制短暂分离，即

犱犼（０）＝ｍｉｎ
犼
犡（犼）－犡（^犼）（犼－^犼 ＞犜）

（２）

　　４）对相空间中的每个点犡犼，计算出该邻点

对的犻个离散时间步后的距离犱犼（犻），即

犱犼（犻）＝ 犡（犼＋犻）－犡（^犼＋犻）

（犻＝１，２，…，ｍｉｎ（犕－犼，犕－^犼）） （３）

　　５）对每个犻，求出所有的犼对应的ｌｎ犱犼（犻），

求出算术平均再除以Δ狋，即

狔（犻）＝
１

狇Δ狋∑
狇

犼＝１

ｌｎ犱犼（犻） （４）

式中狇为非零犱犼（犻）的数目，并做出回归直线，采

用最小二乘法，该线的斜率为最大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

数，计算过程如图２所示。

１３　犌犘算法的关联维数混沌评判

设滚动轴承振动时间序列为

犡＝ ｛狓（犻），犻＝１，２，…，犖｝ （５）

　　重构相空间中数据量可以表示为

犡（犻）＝ ｛狓［犻＋（犽－１）τ］｝ （６）

（犽＝１，２，…，犿；　犻＝１，２，…，犕）

　　奇异吸引子上犡（犻）和犡（犼）两点之间的距

图２　小数据量法计算流程

Ｆｉｇ．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ｍａｌｌｄａｔ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ｍｅｔｈｏｄ

离为

狉（犻，犼）＝

∑
犿

犽＝１

｛狓［犻＋（犽－１）τ］－狓［犼＋（犽－１）τ］｝槡
２

（７）

　　给定犿 和τ，奇异吸引子的关联维数可以表

示为

犇２（狉，犿）＝ｌｉｍ
狉→０

ｌｎ犆２（狉，犿）

ｌｎ狉
（８）

式中犆２（狉，犿）为狉（犻，犼）＜狉的概率，即积累距离

分布函数

犆２（狉，犿）＝
２

犖（犖－１）∑
犖

犻＝１
∑
犖

犼＝犻＋１

θ［狉－狉（犻，犼）］

（９）

式中θ（·）为 Ｈｅａｖｉｓｉｄｅ函数

θ［狉－狉（犻，犼）］＝
１ 狉≥狉（犻，犼）

０ 狉＜狉（犻，犼｛ ）
（１０）

　　实际计算时，画出ｌｎ狉ｌｎ犆２（狉，犿）的曲线图。

如果随着嵌入维数的增加，ｌｎ狉ｌｎ犆２（狉，犿）的曲线

逐渐密集，如ｌｎ狉ｌｎ犆２（狉，犿）的曲线密集到斜率

几乎不变，就证明混沌存在。

２　混沌相空间重构参数计算

２１　延迟时间计算

２．１．１　自相关函数法求延迟时间

自相关函数法是根据狋和狋＋τ时刻运动轨迹

形成的两个变量线性相关程度构造的算法。设

犆（τ）是一组时间序列｛狓（犻），犻＝１，２，…，犖｝的自

相关函数，其表达式为

犆（τ）＝
∑
狀－１

犻＝１

［狓（犻）－珚狓］［狓（犻＋τ）－珚狓］

∑
狀

犻＝１

［狓（犻）－珚狓］
２

（１１）

式中珚狓为样本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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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自相关函数随延迟时间的增加而呈现出明

显衰减趋势，则选择自相关函数首次达到初始值

的１－１／ｅ倍或等于０时所对应时间即为最佳延

迟时间。

２．１．２　互信息法求延迟时间

设观测时间序列为｛狓（犻），犻＝１，２，…，犖 ｝，犻

和犻＋τ时刻观测量之间的互信息函数为

犐（τ）＝∑
犖

犻＝１

犘［狓（犻），狓（犻＋τ）］·

ｌｏｇ２
犘［狓（犻），狓（犻＋τ）］

犘［狓（犻）］狓（犻＋τ｛ ｝）］ （１２）

式中犘［狓（犻）］为点狓（犻）的概率，犘［狓（犻），狓（犻＋τ）］

为点狓（犻）和狓（犻＋τ）的联合概率，选择犐（τ）第一

个局部最小值时的τ为延迟时间。

对同一组滚动轴承振动数据，自相关函数法

和互信息法这两种方法计算出来的结果可能不

一致。每种方法都有一定的适应性，而在轴承

振动序列预测中，可以把自相关函数法和互信

息法计算出的延迟时间分别带入到预测模型

中，哪种方法计算出的延迟时间带入预测模型

后的预测精度高，轴承振动预测中就用那种方

法的延迟时间。

２２　犆犪狅法求嵌入维数

Ｃａｏ等
［１０］提出了Ｃａｏ法，Ｃａｏ法具有不依赖

于主观性，计算效率高等优点。令

犪（犻，犿）＝
狓犻（犿＋１）－狓狀（犻，犿）（犿＋１）

狓犻（犿）－狓狀（犻，犿）（犿）

（１３）

式中 · 为相量范数，狓犻（犿＋１）为重构相空间第

犻个量，其嵌入维数为犿＋１；狓狀（犻，犿）为大于１小于

等于犖－犿的整数，和狓犻（犿＋１）相距最短的序列

即为狓狀（犻，犿）（犿＋１）。

利用式（１３）计算所有犪（犻，犿）的平均值。

犈（犿）＝
１

犖－犿∑
犖－犿

犻＝１

犪（犻，犿） （１４）

　　通过观察平均值犈（犿）随犿的变化情况来确

定嵌入维数，当变化率

犈１（犿）＝
犈（犿＋１）

犈（犿）
（１５）

　　变化趋于稳定时，此时的犿再加１所得值即

为所求的嵌入维数。

下面给出判别犈１（犿）稳定变化的判据，具体

判断过程如下：

１）计算

Δ犻 ＝ 犈１（犻）－犈１（犻＋１），　１≤犻≤犖－１

　　２）根据犈１ 的波动情况选取一个初始阈值犲，

在此，犲＝珚Δ犻，珚Δ犻表示Δ犻 的平均值；并找到第一个

Δ犻＜犲的下标狌，计算

Δ犼 ＝ｍａｘ（Δ犻）；　狌≤犻≤犖－１

　　３）重新设置值犲、犻

犲＝珚Δ犻，犼≤犻≤犖－１，珚Δ犻表示Δ犻的平均值。

４）取犼≤犻≤犖－２，当Δ犻＞Δ犻＋１且Δ犻＋１＞Δ犻＋２

且Δ犻＋１＜犲时，嵌入维数犿＝犻＋１。

通过上述准测，能相对客观的评价犈１（犿）何

时趋于稳定，计算得出的嵌入维数的过程更科学

严谨。

３　基于相空间重构的滚动轴承振动

预测理论

　　对给定滚动轴承振动的数据集犡＝｛狓（犻），

犻＝１，２，…，犖｝，犖 是给定时间序列的长度，通过

自相关函数法求出延迟时间，并用Ｃａｏ法求出嵌

入维数，采用延迟坐标法对相空间进行重构可以

得到矩阵犡和犢为

犡＝

狓（１） 狓（１＋τ） … 狓［１＋（犿－１）τ］

狓（２） 狓（２＋τ） … 狓［２＋（犿－１）τ］

  

狓（犕） 狓（犕＋τ） … 狓［犕＋（犿－１）τ

熿

燀

燄

燅］

（１６）

犢＝

狓［２＋（犿－１）τ］

狓［３＋（犿－１）τ］



狓［犕＋１＋（犿－１）τ

熿

燀

燄

燅］

（１７）

式中犕＝犖－１－（犿－１）τ，犖 为数据量。

根据Ｔａｋｅｎｓ理论，重构相空间轨迹与原系

统在同胚意义下动力学等价，滚动轴承振动预测

模型就是根据相空间中的点犡（犻）预测出犢（犻），从

中找到一个映射函数犳′，具体如下式，预测出下

一个时间序列的数据点：

犢（犻）＝犳′［犡（犻）］ （１８）

　　该预测模型具有混沌特性，映射函数犳′是一

个非线性结构，传统统计学方法如自回归、滑动平

均、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ｖｉｎ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ＲＩＭＡ）并不适合求解，机器学习模型（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ＬＳＳＶＭ 模型和ＥＬＭ 模型）可以建立非线

性映射，在此可以作为映射函数进行预测，并研究

了范数导向的融合算法模型，具体预测原理如图

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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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混沌预测原理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ｏ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４　融合算法模型

４１　范数导向融合算法模型

单个机器学习模型对不同优化问题具有很大

差异性和不可预测性，单一模型的适应性差。针

对这个缺点，提出了融合算法模型来联合多种单一

机器学习算法来提高模型的适应性，使广谱性能增

强，同时提高模型的预测精度。融合算法模型为

狔^ｅ（狓犻）＝∑

犽
ｍ

犻＝１

ω犻^狔犻（狓犻） （１９）

式中狔^ｅ为融合算法模型，^狔犻 为单个机器学习模

型，ω犻为单个机器学习模型的权重系数，犽ｍ 为单

一机器学习模型的个数。

对权重系数ω犻 进行优化求解为融合算法模

型的核心。本文基于范数理论来确定权重系数，

融合算法模型预测值与真值的２范数为优化变

量进行优化求解，优化定义如下：

ｍｉｎ　 狔^ｅ（狓犻）－狔（狓犻），２

∑

犽
ｍ

犻＝１

ω犻 ＝１，　０≤ω犻≤
烅

烄

烆 １

（２０）

式中狔（狓犻）为真值。

采用序列二次规划（ＳＱＰ）寻优出最佳的权重

系数，Ｋｒｉｇｉｎｇ模型、ＬＳＳＶＭ模型和ＥＬＭ模型在

工程中运用比较广泛，文中选取这三种模型来构

造融合算法模型进行混沌预测。融合算法模型的

构建流程如图４所示。

图４　融合算法模型原理

Ｆｉｇ．４　Ｆｕｓ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ｏｒｙ

４２　犓狉犻犵犻狀犵模型

Ｋｒｉｇｉｎｇ模型的基本形式

狔＝犳
Ｔ（狓）β＋狕（狓） （２１）

式中犳
Ｔ（狓）为回归函数模型，通常有０阶、１阶和

２阶三种模型，提供全局近似模型；β为待定回归

系数；狕（狓）为一个随机统计过程，提供局部近似模

型偏差，其均值为０，方差为σ
２
狕，协方差

ｃｏｖ［狕（狓），狕（狑）］＝σ
２
狕犚（狓，狑） （２２）

式中犚（狓，狑）为两个数据点狓、狑之间的变异函

数，通常选择高斯函数。利用广义最小二乘估计

法，可得β估计值为

β^＝ （犡
Ｔ犚－１犡）－１犡Ｔ犚－１犢 （２３）

式中犡为实验数据点组成的系数矩阵，犢 为实验

点对应的响应值矩阵，σ
２
狕 的估计值为

σ^
２
狕 ＝

１

犖
（犢－犡β）

Ｔ犚－１（犢－犡β） （２４）

　　利用得到的模型系数和变异函数参数，Ｋｒｉｇ

ｉｎｇ模型在未知点狓０ 处的预测值为

狔^（狓０）＝犳
Ｔ（狓０）β＋狉

Ｔ（狓０）犚
－１（犢－犡β）

（２５）

式中狉（狓０）为预测点与实验点间的相关矩阵。

４３　犔犛犛犞犕模型

ＬＳＳＶＭ算法是标准支持向量机（ＳＶＭ）的扩

展，该算法的主要特点是引入了等式约束，进而使

最优化问题变为求解线性方程，进而使得算法的

复杂度降低。基于ＬＳＳＶＭ的回归预测可以采用

下述函数对未知函数估计

犳（狓）＝ω
Ｔ
φ（狓）＋犫 （２６）

式中ω 为超平面的权值矢量；犫是偏置常量；

φ（·）能够将输入量映射于高维特征空间中。

对于训练数据集，ＬＳＳＶＭ 对优化问题的定

义为

ｍｉｎ犑＝
１

２
ω
Ｔ
ω＋

１

２
λ∑

犖

犻＝１
ξ
２
犻，　λ＞０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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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λ是正则化参数。

约束方程为

狔犻＝ωφ（狓犻）＋犫犻＋ξ犻，　犻＝１，２，…，犖

（２８）

　　它的最优解可以通过对偶形式得出，进而据

对偶形式建立拉格朗日函数

犔（ω，犫，ξ，α）＝

犑－∑
犖

犻＝１

α犻［ω
Ｔ
φ（狓犻）＋犫犻＋ξ犻－狔犻］ （２９）

式中α犻为拉格朗日乘子系数。

根据 ＫａｒｕｓｈＫｕｈｎＴｕｃｈｅｒ（ＫＫＴ）条件，进

而得出

ω＝∑
犖

犻＝１

α犻狔犻φ（狓犻），　∑
犖

犻＝１

α犻 ＝０，　α犻 ＝λξ犻，

ω
Ｔ
φ（狓犻）＋犫犻＋ξ犻－狔犻 ＝０ （３０）

　　进而用核函数的方法，并令

犓（狓犻，狓犼）＝φ（狓犻）
Ｔ
φ（狓犼） （３１）

其中犓（狓犻，狓犼）为对称函数，该函数满足 Ｍｅｒｃｅｒ

条件，根据式（３２），优化问题可以转化为求解线性

方程

０ 犾Ｔｖ

犾ｖ Ω＋犆
－１［ ］
犐

犫犻［ ］
α
＝
０［］
狔

（３２）

式中Ω犻犼＝犓（狓犻，狓犼），犻，犼＝１，犼＝１，…，犖，犾ｖ＝

［１，…，１］，回归函数为

犳（狓）＝∑
犖

犻＝１

α犻犓（狓犻，狓犼）＋犫 （３３）

　　不同的支持向量机可以根据不同的核函数

犓（狓犻，狓犼）来构造。常用的核函数有径向基函数：

犓（狓犻，狓犼）＝ｅｘｐ（－ 狓犻－狓犼 ／２σ
２），其中σ为ｒａ

ｄｉ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ＢＦ）函数核宽度；Ｓｉｇｍｏｉｄ核

函数：犓（狓犻，狓犼）＝ｔａｎｈ［β（狓犻，狓犼）＋θ］。

４４　犈犔犕模型

ＥＬＭ模型是由 Ｈｕａｎｇ等提出的一种算法，

对于训练单隐藏层前馈神经网络具有优势。其训

练模型如图５所示。

图５中，狀表示输入变量的个数；犺表示隐含

层神经元个数；狓犻表示输入变量，犻＝１，２，３，…，狀，

狑犻犼表示输入变量与隐含层神经元犼的连接权重；

狑犼ｏ表示隐含层神经元犼与输出层的连接权重；犫犼

表示隐含层神经元的阈值，犼＝１，２，３，…，犺；犫ｏ 表

示输出层神经元的阈值；犳犼（·）表示隐含层神经

元的激活函数；犵（·）表示输出层神经元的激活

函数。

图５　ＥＬＭ网络结构

Ｆｉｇ．５　ＥＬＭ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其数学模型为

狔＝犵犫ｏ＋∑
犺

犼＝１

狑犼ｏ狏（ ）犼

狏犼 ＝犳犼 犫犼＋∑
犺

犼＝１

狑犻犼狓（ ）
烅

烄

烆
犼

（３４）

式中狏犼表示输出层神经元犼的输出。

若存在狀′个有效样本，当输出阈值为０、输出

神经元激活函数为线性激活函数时，则式（３４）可

改写为

狔＝ （狑
Ｔ
ｏ狏）

Ｔ （３５）

式中狔＝［狔（１），狔（２），…，狔（狀′）］
Ｔ 为网络输出向

量；狑ｏ＝［狑１ｏ，狑２ｏ，…，狑犺ｏ］
Ｔ 表示输出权重向量；狏

为隐含层神经元输出矩阵；输入权值和阀值矩阵

狑是随机产生的。

狏＝

狏１（１） 狏１（２） … 狏１（狀′）

狏２（１） 狏２（２） … 狏２（狀′）

  

狏犺（１） 狏犺（２） … 狏犺（狀′

熿

燀

燄

燅）

狑＝

犫１ 犫２ … 犫犺

狑犾１ 狑犾２ … 狑犾犺

  

狑狀′１ 狑狀′２ … 狑狀′

熿

燀

燄

燅

烅

烄

烆 犺

（３６）

　　输出权重向量表达式为

狑ｏ＝狏

狔ｅ （３７）

式中狏表示输出层矩阵狏的 ＭｏｏｒｅＰｅｎｒｏｓｅ广

义逆；狔ｅ＝［狔ｅ（１），狔ｅ（２），…，狔ｅ（狀′）］
Ｔ 是期望输

出。若有狏∈犚
狀′×犺、狀′≥犺且ｒａｎｋ（狏）＝犺，则狏的

ＭｏｏｒｅＰｅｎｒｏｓｅ广义逆狏的表达式为

狏 ＝ （狏
Ｔ狏）－１狏Ｔ （３８）

　　将式（３８）带入式（３７）可得

狑ｏ＝ （狏
Ｔ狏）－１狏Ｔ狔ｅ （３９）

　　所用到的隐含层激活函数为Ｓｉｇｍｏｉｄ函数、

Ｓｉｎ函数、ＲＢＦ函数和 Ｈａｒｄｌｉｍ函数。

４５　模型精度的评价方法

采用方均误差（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ｄｅｒｒｏｒ，量符号

记为犈ｍｓ）、方均根误差（ｒｏｏｔ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ｄｅｒｒｏｒ，

９６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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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符号记为犈ｒｍｓ）和平均绝对误差（ｍｅａｎ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ｅｒｒｏｒ，量符号记为犈ｍａ）指标来评定模型的预测精

度，表达式分别为

犈ｍｓ＝
１

犖∑
犖

犻＝１

（狔犻－狔^犻）
２ （４０）

犈ｒｍｓ＝
１

犖∑
犖

犻＝１

（狔犻－狔^犻）槡
２ （４１）

犈ｍａ＝
１

犖∑
犖

犻＝１

狔犻－狔^犻 （４２）

式中狔犻为真值；^狔犻为机器学习模型预测值；犖 为

测试样本的数量。当值越小时，精度相对较高。

５　滚动轴承振动混沌融合预测案例１

５１　振动实验数据

滚动轴承振动数据来自美国西储大学，该数

据是使用美国西储大学的滚动轴承实验验证得出

的。该实验台如图６所示，包括一个１．５ｋＷ（２马

力）的电动机、一个扭矩传感器／译码器、一个功率

测试计，还有电子控制器。待检测的轴承支撑着

感应电动机的转轴，驱动端轴承为ＳＫＦ６２０５，风

扇端轴承为ＳＫＦ６２０３，感应电动机风扇端和驱动

端的轴承座上方各放置一个加速度传感器用来采

集轴承的振动加速度信号。振动信号由１６通道

数据记录仪采集得到，功率和转速通过扭矩传感

器测得。该实验数据通过驱动端轴承上的加速度

传感器获得，转速为１７９６ｒ／ｍｉｎ。图７为滚动轴

承模拟实验布置图。

图６　滚动轴承振动实验平台

Ｆｉｇ．６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ｏｆ

ｒｏｌｌｉｎｇｂｅａｒｉｎｇ

采用上面的实验平台采集滚动轴承振动时间

数据信号，采集到的数据如图８所示，此振动数据

是轴承正常状态时采集的。

５２　混沌辨识

对滚动轴承振动时间数据序列进行相空间重

构后，二维相图和三维相图如图９所示，二维相图

在有限的区域内具有一定的聚集性，三维相图同

图７　滚动轴承模拟实验布置图

Ｆｉｇ．７　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ｒｏｌｌｉｎｇ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图８　滚动轴承振动数据

Ｆｉｇ．８　Ｒｏｌｌｉｎｇｂｅａｒ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

样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呈类椭圆形状，可根据其规

律性推断奇异吸引子的存在。因此，案例１中的

滚动轴承振动数据具有混沌特性。

图９　二维相图和三维相图（案例１）

Ｆｉｇ．９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ｈａｓ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ｃａｓｅ１）

采用小数据量法求滚动轴承振动时间序列的

最大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图１０给出了最大Ｌｙａｐｕｎｏｖ

指数计算图。

根据小数据量法的计算，上述滚动轴承振动

数据的最大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等于０．１０６５，其值大

于０，这同样表明了滚动轴承振动数据的混沌性。

对上述滚动轴承振动数据采用 ＧＰ算法计

算饱和关联维数。图１１给出了振动序列的ｌｎ狉

ｌｎ犆２（狉，犿）关系曲线。

从图１１中可以看出，ｌｎ狉ｌｎ犆２（狉，犿）曲线随嵌入

０７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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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振动数据序列的最大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计算图

（案例１）

Ｆｉｇ．１０　ＭａｘｉｍｕｍＬｙａｐｕｎｏｖ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ｔ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ｃａｓｅ１）

图１１　关联维数分析（案例１）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ａｓｅ１）

维数增大而逐渐平行，即关联维数达到饱和，这同样

表明滚动轴承振动时间序列数据呈现混沌特性。

５３　相空间重构参数计算

相空间重构中两个重要参数：延迟时间和嵌

入维数的计算。

采用自相关函数法求延迟时间，自相关函数

图像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２　自相关函数法求延迟时间

Ｆｉｇ．１２　Ｄｅｌａｙｔｉｍｅｂｙ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如图１２得知，曲线与直线（狕＝０）的相交点所

对应的横坐标τ＝４即为案例１中滚动轴承振动

数据序列的延迟时间。

采用互信息法求此案例中滚动轴承振动时间

数据序列的延迟时间τ，图１３给出了时间序列的

平均互信息与延迟时间的关系曲线。

从图１３得知，滚动轴承振动时间序列的互信

图１３　互信息法求延迟时间

Ｆｉｇ．１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ｅｌａｙｔｉｍｅｕｓｉｎｇｍｕｔｕ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息τ等于４时取得第一个局部最小值。因此，此案

例中滚动轴承振动时间序列的最佳延迟时间为４。

应用式（１３）～式（１５）计算与嵌入维数的关系

如图１４所示。

从图１４可以看出：当嵌入维数犿 增加到６

时，犈１（犿）趋于稳定，因此，选滚动轴承振动数据

数据序列的嵌入维数为犿＋１＝７。

图１４　Ｃａｏ法求嵌入维数

Ｆｉｇ．１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Ｃａｏｍｅｔｈｏｄ

５４　振动预测

通过相图法、最大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法和关联

维数法来判别，案例１中的滚动轴承振动时间序

列呈现混沌特性，可以采用混沌理论进行振动预

测。在此采用相空间重构理论构建混沌预测的输

入和输出，采用图３所示的预测理论与方法。然

后采用融合模型、Ｋｒｉｇｉｎｇ模型、ＬＳＳＶＭ 模型和

ＥＬＭ模型来进行滚动轴承振动时间序列预测，采

用５１２个数据用作训练样本，３０个数据用作测

试。具体预测步骤如下：

１）判断案例１中滚动轴承振动数据的混沌

性，奠定混沌预测的基础；

２）计算重构相空间参数延迟时间和嵌入

１７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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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数；

３）根据图３预测原理，可以构建输入样本

（犖－１－（犿－１）τ行，犿 列）和输出样本（犖－１－

（犿－１）τ行，１列）进行训练，案例１中，采用５１２

个数据进行训练，输入样本为４８７行７列，输出样

本为４８７行１列；

４）把训练输入样本和输入样本导入到融合

模型、Ｋｒｉｇｉｎｇ模型和ＥＬＭ 模型中进行训练，训

练好的模型用于预测；

５）根据图３预测原理，预测输入样本导入到

训练好的模型中进行预测，在此采用３０个测试样

本验证预测效果。

融合模型是 Ｋｒｉｇｉｎｇ模型、ＬＳＳＶＭ 模型和

ＥＬＭ模型的组合，权重系数分别为０、１１．６１％、

８８．３９％。

融合算法模型采用图４的方法。图１５为上

述四种模型算法的预测结果图，图１６为预测绝对

误差图。

图１５　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案例１）

Ｆｉｇ．１５　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１）

图１６　预测绝对误差（案例１）

Ｆｉｇ．１６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ｅｒｒｏｒ（ｃａｓｅ１）

由图１５和图１６可知，红色线为真值，黑色线

性为融合模型预测，蓝色线为Ｋｒｉｇｉｎｇ模型预测，

粉色线为ＬＳＳＶＭ 模型预测，青色线为ＥＬＭ 模

型预测，由图可以看出，Ｋｒｉｇｉｎｇ模型的预测最差，

融合模型和ＥＬＭ模型的预测效果较好。

为了定量评估预测精度，采用预测方均误差、

方均根误差和预测平均绝对误差进行评价。图

１７为预测方均误差，图１８为预测方均根误差，图

１９为预测平均绝对误差。

图１７　预测精度评定（ＭＳＥ，案例１）

Ｆｉｇ．１７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ＳＥ，ｃａｓｅ１）

图１８　预测精度评定（ＲＭＳＥ，案例１）

Ｆｉｇ．１８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ＭＳＥ，ｃａｓｅ１）

图１９　预测精度评定（ＭＡＥ，案例１）

Ｆｉｇ．１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ＡＥ，ｃａｓｅ１）

２７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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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１７、图１８和图１９可知，Ｋｒｉｇｉｎｇ模型的预

测效果最差，融合模型预测效果最好，其次预测较

好的为ＥＬＭ模型，融合模型预测略优于ＥＬＭ模

型，ＬＳＳＶＭ的预测精度在ＥＬＭ预测精度之后。

６　滚动轴承振动混沌融合预测案例２

６１　滚动轴承振动实验数据

为进一步验证上述方法的有效性，在美国

ＳｐｅｃｔｒａＱｕｅｓｔ公司轴承振动实验台（ＢＰＳ）进行了

测试验证。图２０为振动预测实验台（ＢＰＳ）。该

实验台采用ＳｐｅｃｔｒａＱｕｅｓｔ公司设计的测量轴承

摩擦扭矩、轴承轴向和径向载荷的传感器。通过

摩擦扭矩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获取当前轴承故障

数据。测试轴承型号为ＩＮＡ６２０５２ＲＳＲ。

图２０　轴承振动测试实验台（ＢＰＳ）

Ｆｉｇ．２０　Ｂｅａｒ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ｂｅｎｃｈ（ＢＰＳ）

采用上面的实验平台采集滚动轴承振动时间

数据信号，采集到加速度电压信号如图２１所示。

图２１　振动数据序列

Ｆｉｇ．２１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ｓｅｒｉｅｓ

６２　混沌辨识和相空间参数计算

对案例２中滚动轴承振动时间数据序列进行

相空间重构后，二维相图和三维相图如图２２所

示，由图得知，二维相图在有限的区域内具有一定

的聚集性，三维相图同样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可根

据这种规律性推断奇异吸引子的存在。因此，案

例２中的滚动轴承振动数据具有混沌特性。

对此案例中滚动轴承振动数据采用 ＧＰ算

法计算饱和关联维数。图２３给出了振动序列的

ｌｎ狉ｌｎ犆２（狉，犿）关系曲线。

图２２　二维相图和三维相图（案例２）

Ｆｉｇ．２２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ｈａｓ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ｃａｓｅ２）

图２３　关联维数分析（案例２）

Ｆｉｇ．２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ａｓｅ２）

从图２３中可以看出，ｌｎ狉ｌｎ犆２（狉，犿）曲线随

嵌入维数增大而逐渐平行，即关联维数达到饱和，

这同样表明此案例中滚动轴承振动时间序列数据

呈现混沌特性。

用自相关函数法和互信息法求得此案例中滚

动轴承振动时间序列的最佳延迟时间等于２。

用Ｃａｏ法求解此案例中滚动轴承振动数据

序列的嵌入维数等于８。

采用小数据量法求案例２中滚动轴承振动时

间序列的最大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图２４给出了最大

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计算图。

根据小数据量法的计算，案例２中滚动轴承

振动数据的最大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等于０．１１４８，其

值大于０，这同样表明了案例２中滚动轴承振动

数据的混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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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　振动数据序列的最大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计算图

（案例２）

Ｆｉｇ．２４　ＭａｘｉｍｕｍＬｙａｐｕｎｏｖ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ｔ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ｃａｓｅ２）

６３　振动预测

采用与案例１相同的方法进行混沌预测，融

合模型是Ｋｒｉｇｉｎｇ模型、ＬＳＳＶＭ 模型和ＥＬＭ 模

型的组合，权重系数分别为１７．５１％、２８．４８％、

５４．０１％。图２５为上述四种模型算法的预测结果

图，图２６为预测绝对误差图，图２７为预测方均误

差，图２８为预测方均根误差，图２９为预测平均绝

图２５　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案例２）

Ｆｉｇ．２５　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ｃａｓｅ２）

图２６　预测绝对误差（案例２）

Ｆｉｇ．２６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ｅｒｒｏｒ（ｃａｓｅ２）

图２７　预测精度评定（ＭＳＥ，案例２）

Ｆｉｇ．２７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ＳＥ，ｃａｓｅ２）

图２８　预测精度评定（ＲＭＳＥ，案例２）

Ｆｉｇ．２８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ＭＳＥ，ｃａｓｅ２）

图２９　预测精度评定（ＭＡＥ，案例２）

Ｆｉｇ．２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ＭＳＥ，ｃａｓｅ２）

对误差。

由图２５～图２９可知，Ｋｒｉｇｉｎｇ模型的预测效

果最差，融合模型预测效果最好，其次预测较好的

为ＬＳＳＶＭ和ＥＬＭ模型。

７　结　论

１）经过相图法、最大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法和关联维

数法判别，案例１和案例２中滚动轴承振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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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都呈现混沌性，这说明滚动轴承振动信号具

有短期混沌可预测性。

２）将机器学习模型、范数原理和混沌理论融

合，并运用于滚动轴承振动数据序列的预测研究

中，提出了范数最小目标导向的求解融合算法模

型中各单一算法权重的新思想，经过两个轴承振

动数据序列的预测验证，提出的融合算法模型的

预测精度较高，优于单一预测模型。

３）经过融合预测模型算法研究，对于不同的

实验数据预测，单一模型的权重系数是不同的，而

融合模型具有良好的适应性和广谱性，针对案例

１和案例２中的滚动轴承振动数据，ＬＳＳＶＭ 模型

和ＥＬＭ模型的权重系数大于Ｋｒｉｇｉｎｇ模型，这表

明就单一模型而言，对于文中两个案例的振动预

测，ＬＳＳＶＭ模型和ＥＬＭ模型优于Ｋｒｉｇｉｎ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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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差动齿轮系统振动传递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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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封闭差动齿轮系统在减振降噪方面的需求，提出了一种从传动系统运动分析的角度出发确

定其振动传递路径并分析各路径贡献度的研究方法。以齿轮啮合时产生的时变啮合刚度和误差等效位移作

为内部激励，分析封闭差动齿轮系统的振动传递路径，基于功率流法分析各振动传递路径的贡献度。研究结

果表明：振动接受结构输出轴、差动级太阳轮和封闭级行星轮在最大共振频率下对应的最大共振幅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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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闭差动齿轮系统具有结构紧凑、质量轻、传

输功率高、负载能力强等优点，被广泛应用在航空

发动机主减速器以及舰船减速器等领域。减速器

工作时会产生各种振动和噪声，而这些振动和噪

声的重要来源之一是齿轮传动系统［１３］。齿轮传

动系统的内部激励产生于齿轮啮合处，并通过齿

轮、轴、轴承传递到箱体上［４７］，大的振动和噪声导

致系统的破坏和故障［８１０］。在齿轮系统中，扭转

振动是最主要的振动形式，由于齿轮系统啮合振

动能量几乎全部传递给了齿轮箱［４］，因此降低传

递到齿轮系统振动接受结构的扭转振动能量即可

降低传递到齿轮箱体的振动能量。准确地辨识齿

轮传动系统的传递路径并获得不同传递路径的振

动贡献度，可以使设计人员能够准确地找出关键

传递路径，进而修改结构参数以满足系统对振动

和噪声的要求，也可以为箱体的隔振布置提供参

考［１１１４］。因此，研究封闭差动齿轮系统的振动传

递路径贡献度对于航空发动机减速器以及舰船减

速器的减振降噪具有重要意义。

功率流法不仅同时在传递路径分析中将广义

力和广义速度作为研究变量，而且将传统的传递

路径分析中困难的矢量运算转换为功率流法中相

对容易的变量加减，因此这种方法正逐渐受到传

递路径研究人员的重视［１５］。

国内外学者开展了基于功率流法的传递路径

研究。Ｇｏｙｄｅｒ等
［１６］首次将功率流理论引入到复

杂系统的振动控制中，提出一种功率流表达式，该

表达式研究了以隔振结构为传递路径、无限基础

结构为振动接受结构的系统的功率流。Ｐｉｎｎｉｎｇ

ｔｏｎ等
［１７］在Ｇｏｙｄｅｒ的研究基础上将系统的功率

流表达式从无限基础结构作为振动接受结构延伸

到了以有限基础结构作为振动接受结构。Ｋｉｍ

等［１８］推导出计算燃料电池离心风机到底盘振动

功率流的简单公式，确定了振动传递路径。张秀

芳等［１９］通过导纳功率流法获得了以滚动轴承为

传递路径、箱板为振动接受结构的系统的振动特

性。Ｙａｎｇ等
［２０］采用有限元功率流法进行了动力

室的功率传递计算。但是，对行星齿轮传动系统

这种多激励、传递路径不断混叠的振动系统进行

传递路径贡献度分析的研究很少。

本文以封闭差动齿轮系统为研究对象，对其

进行振动传递路径分析，研究内部激励的产生机

理，分析传动系统与箱体之间的转子、定子耦合关

系并确定振动接受结构，建立振动传递路径的动

力学模型。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对模型进行求解得到振

动接受结构的时／频域响应，在此基础上开展传递

路径贡献度分析，找出主要传递路径和起主要作

用的部件。

１　封闭差动齿轮系统振动传递路径

分析

　　封闭差动齿轮系统由差动级（Ⅰ级）和封闭级

（Ⅱ级）组成，输入扭矩犜ｄ 通过差动级太阳轮Ｚｓ１

输入齿轮系统，然后被分流到行星架 Ｈ和内齿圈

Ｚｒ１，接着通过差动级内齿圈Ｚｒ１传递到封闭级，最

后由差动级行星架Ｈ和封闭级内齿圈Ｚｒ２汇流到

输出轴Ｌ上。其传动系统简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封闭差动齿轮系统简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ｅｎｃａｓ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ｔｒａｉｎ

通过封闭差动齿轮传动系统的运动分析，确

定系统激励为内部激励，包含时变刚度激励以及

误差等效位移激励。从图１中可以看出，内部激

励主要为差动级太阳轮与行星轮齿轮副、差动级

行星轮与内齿轮齿轮副、封闭级太阳轮与行星轮

齿轮副、封闭级行星轮与内齿轮齿轮副的时变刚

度激励以及误差等效位移激励。这些激励经过相

对应的传递路径将振动信号传递到输出轴、Ⅰ级

太阳轮、５个Ⅱ级行星轮处。根据行星齿轮系与

７７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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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速器箱体的耦合关系，输出轴的振动能量传递

到减速器箱体的输出轴轴承处，Ⅰ级太阳轮的振

动能量传递到减速器箱体的输入轴轴承处，５个

Ⅱ级行星轮的振动能量叠加后传递到减速器箱体

的行星轮架处。因此封闭差动齿轮系统的振动接

受结构为输出轴、Ⅰ级太阳轮和Ⅱ级行星轮。根

据封闭差动齿轮系统结构，从内部激励源到振动

接受结构的传递路径如图２～图５所示。

如图２所示，差动级外啮合激励振动传递路

径的激励源为差动级太阳轮与行星轮齿轮副的时

变刚度激励以及误差等效位移激励，经不同的传

递路径分别传至各振动接受结构。根据运动分

析，确定具体的传递路径如下。

路径１：激励→Ⅰ级行星轮→Ⅰ级行星架→

输出轴。

路径２：激励→Ⅰ级行星轮→Ⅰ级内齿圈→

Ⅱ级太阳轮→Ⅱ级行星轮。

路径３：激励→Ⅰ级太阳轮。

路径４：激励→Ⅰ级行星轮→Ⅰ级内齿圈→

Ⅱ级太阳轮→Ⅱ级行星轮→Ⅱ级内齿圈→输

出轴。

图２　差动级外啮合激励振动传递路径

Ｆｉｇ．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ａｔｈ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ｓｔａｇ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ｍｅｓｈｉｎｇ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如图３所示，差动级内啮合激励振动传递路

径的激励源为差动级行星轮与内齿轮齿轮副的时

变刚度激励以及误差等效位移激励，经不同的传

递路径分别传至各振动接受结构。根据运动分

析，确定具体的传递路径如下。

路径１：激励→Ⅰ级行星轮→Ⅰ级行星架→

输出轴。

路径２：激励→Ⅰ级内齿圈→Ⅱ级太阳轮→

Ⅱ级行星轮。

图３　差动级内啮合激励振动传递路径

Ｆｉｇ．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ａｔｈ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ｓｔａｇ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ｅｓｈｉｎｇ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图４　封闭级外啮合激励振动传递路径

Ｆｉｇ．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ａｔｈ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ｅｎｃａｓｅｄｓｔａｇ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ｍｅｓｈｉｎｇ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路径３：激励→Ⅰ级行星轮→Ⅰ级太阳轮。

路径４：激励→Ⅰ级内齿圈→Ⅱ级太阳轮→

Ⅱ级行星轮→Ⅱ级内齿圈→输出轴。

如图４所示，封闭级外啮合激励振动传递路

径的激励源为封闭级行星轮与内齿轮齿轮副的时

变刚度激励以及误差等效位移激励，经不同的传

递路径分别传至各振动接受结构。根据运动分

析，确定具体的传递路径如下。

路径１：激励→Ⅱ级太阳轮→Ⅰ级内齿圈→

Ⅰ级行星轮→Ⅰ级行星架→输出轴。

路径２：激励→Ⅱ级行星轮。

路径３：激励→Ⅱ级太阳轮→Ⅰ级内齿圈→

Ⅰ级行星轮→Ⅰ级太阳轮。

路径４：激励→Ⅱ级行星轮→Ⅱ级内齿圈→

输出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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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５所示，封闭级内啮合激励振动传递路

径的激励源为封闭级太阳轮与行星轮齿轮副的时

变刚度激励以及误差等效位移激励，经不同的传

递路径分别传至各振动接受结构。根据运动分

析，确定具体的传递路径如下。

路径１：激励→Ⅱ级行星轮→Ⅱ级太阳

轮→Ⅰ级内齿圈→Ⅰ级行星轮→Ⅰ级行星

架→输出轴。

路径２：激励→Ⅱ级行星轮。

路径３：激励→Ⅱ级行星轮→Ⅱ级太阳轮→

Ⅰ级内齿圈→Ⅰ级行星轮→Ⅰ级太阳轮。

路径４：激励→Ⅱ级内齿圈→输出轴。

图５　封闭级内啮合激励振动传递路径

Ｆｉｇ．５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ａｔｈ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ｅｎｃａｓｅｄｓｔａｇ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ｅｓｈｉｎｇ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２　封闭差动齿轮系统振动传递路径

动力学模型

２１　内部振源分析

１）时变刚度激励

由于本文研究的封闭差动齿轮系统使用的是

人字齿轮，它由两个螺旋角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

斜齿轮并联而成。理想状态下人字齿轮不受轴向

力作用，可将人字齿轮视为直齿圆柱齿轮，仅受径

向力和圆周力的作用，因此人字齿轮的啮合刚度

为等效圆周刚度。

人字齿轮的时变啮合刚度可按两个斜齿轮时

变啮合刚度并联方式计算，人字齿时变啮合刚度

犓（狋）公式为
［２１］

犓（狋）＝２犓ｍ犾（τ） （１）

式中犓ｍ 为单个斜齿轮啮合刚度的平均值，犾（τ）

为人字齿啮合时的接触线长度；τ＝狋／犜ｍ，犜ｍ 为

啮合周期。犓ｍ 公式为

犓ｍ ＝２犫犆β （２）

式中犫为斜齿轮的齿宽；犆β 为单位齿宽下斜齿轮

刚度；犆β公式为

犆β＝
０．７５ελ＋（ ）０．２５

λ
（３）

式中ελ 为重合度；λ为单位齿宽下斜齿轮柔度。

人字齿啮合时的接触线长度犾（τ）公式为

犾（τ） 烅
烄

烆
＝ １＋∑

∞

犽＝１

［犃犽ｃｏｓ２π犽τ－（ ）Φ ＋

犅犽ｓｉｎ（２π犽τ－Φ 烍
烌

烎

）］犾ｍ （４）

其中

犃犽 ＝
１

２εαεβπ
２犽２

ｃｏｓ２π犽ε（ ）
β ＋ｃｏｓ２π犽ε（ ）｛ α －

　ｃｏｓ２π犽（εα＋εβ［ ］）－ ｝１

犅犽 ＝
１

２εαεβπ
２犽２

ｓｉｎ２π犽ε（ ）
β ＋ｓｉｎ２π犽ε（ ）｛ α －

　ｓｉｎ２π犽（εα＋εβ［ ］｝）

犾ｍ ＝
２犫εα
ｃｏｓβ

烅

烄

烆 ｂ

（５）

式中Ф是相位差，εα 是端面重合度，εβ 是轴面重

合度，βｂ是基圆螺旋角。

２）误差激励

误差激励是由于齿轮和轮齿的加工和安装的

误差，使得齿轮啮合过程中啮合齿廓将偏离理论

位置产生的位移激励。轮齿啮合偏差表达式为

犲（狋）＝犲ｏ＋犲ｒｓｉｎ（π狋／犜ｍ＋θ） （６）

式中犲（狋）为轮齿啮合偏差，犲ｏ、犲ｒ为误差平均值与

交变值，θ为相位角。

３）齿轮副弹性啮合力及啮合阻尼力

齿轮副在转动时的啮合力作用在啮合线上，

啮合力的大小由啮合线方向上的相对位移决定。

啮合线方向上的相对位移由各齿轮扭转位移和各

个齿轮误差的等效位移组成。差动级太阳轮Ｚｓ１

与行星轮Ｚｐ犻、差动级行星轮Ｚｐ犻与内齿轮Ｚｒ１、封

闭级太阳轮Ｚｓ２与行星轮Ｚｍ犼、封闭级行星轮Ｚｍ犼与

内齿轮 Ｚｒ２间的弹性啮合力 犘ｓｐ犻（狋）、犘ｒｐ犻（狋）、

犘ｓｍ犼（狋）、犘ｒｍ犼（狋）表示为

犘ｓｐ犻（狋）＝犓ｓｐ犻（狋）［狓ｓ１－狓ｐ犻－犲ｓｐ犻（狋）］

犘ｒｐ犻（狋）＝犓ｒｐ犻（狋）［狓ｐ犻－狓ｒ１－犲ｒｐ犻（狋）］

犘ｓｍ犼（狋）＝犓ｓｍ犼（狋）［狓ｓ２－狓ｍ犼－犲ｓｍ犼（狋）］

犘ｒｍ犼（狋）＝犓ｒｍ犼（狋）［狓ｍ犼－狓ｒ２－犲ｒｍ犼（狋

烅

烄

烆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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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犓ｓｐ犻（狋）、犓ｒｐ犻（狋）、犓ｓｍ犼（狋）、犓ｒｍ犼（狋）为时变啮合

刚度；犲ｓｐ犻（狋）、犲ｒｐ犻（狋）、犲ｓｍ犼（狋）、犲ｒｍ犼（狋）误差等效位移。

差动级太阳轮Ｚｓ１与行星轮Ｚｐ犻、差动级行星

轮Ｚｐ犻与内齿轮Ｚｒ１、封闭级太阳轮Ｚｓ２与行星轮

Ｚｍ犼、封闭级行星轮Ｚｍ犼与内齿轮Ｚｒ２间的啮合阻尼

力犇ｓｐ犻（狋）、犇ｒｐ犻（狋）、犇ｓｍ犼（狋）、犇ｒｍ犼（狋）表示为

犇ｓｐ犻（狋）＝犆ｓｐ［狓ｓ１－狓ｐ犻－犲ｓｐ犻（狋）］

犇ｒｐ犻（狋）＝犆ｒｐ［狓ｐ犻－狓ｒ１－犲ｒｐ犻（狋）］

犇ｓｍ犼（狋）＝犆ｓｍ［狓ｓ２－狓ｍ犼－犲ｓｍ犼（狋）］

犇ｒｍ犼（狋）＝犆ｒｍ［狓ｍ犼－狓ｒ２－犲ｒｍ犼（狋

烅

烄

烆 ）］

（８）

式中犆ｓｐ、犆ｒｐ、犆ｓｍ、犆ｒｍ为齿轮副阻尼系数。

２２　封闭差动齿轮系统振动传递路径动力学建模

根据前面的分析，齿轮系统的内部激励形式

为扭转振动，建立只考虑扭转方向的传递路径动

力学模型可以更直接地体现振动能量在路径中的

传递，因此假设箱体上轴承刚度足够大，简化振动

传递路径模型，建立封闭差动齿轮系统的纯扭动

力学模型。封闭差动齿轮系统共有１８个自由度，

其广义坐标对应如表１所示。

表１　封闭差动齿轮系统广义坐标与自由度对应关系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犲狀犮犲犫犲狋狑犲犲狀犵犲狀犲狉犪犾犻狕犲犱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犲狊

犪狀犱犱犲犵狉犲犲狊狅犳犳狉犲犲犱狅犿狅犳犲狀犮犪狊犲犱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犻犪犾

狆犾犪狀犲狋犪狉狔狋狉犪犻狀

广义坐标 自由度

狓ｓ１ 差动级太阳轮Ｚｓ１沿基圆半径的扭转线位移

狓ｐ犻
差动级行星轮Ｚｐ犻（犻＝１，２，３）沿基圆半径的

扭转线位移

狓ｒ１ 差动级内齿轮Ｚｒ１沿基圆半径的扭转线位移

狓ｇ１
差动级中间浮动构件Ｚｇ１沿分度圆半径的

扭转线位移

狓ｆ１
差动级浮动齿圈Ｚｆ１沿分度圆半径的

扭转线位移

狓ｓ２ 封闭级太阳轮Ｚｓ２沿基圆半径的扭转线位移

狓ｍ犼
封闭级行星轮Ｚｍ犼（犼＝１，２，…，５）沿基圆

半径的扭转线位移

狓ｒ２ 封闭级内齿轮Ｚｒ２沿基圆半径的扭转线位移

狓ｇ２
封闭级中间浮动构件Ｚｇ２沿分度圆半径的

扭转线位移

狓ｆ２
封闭级浮动齿圈Ｚｆ２沿分度圆半径的

扭转线位移

狓ｈ 行星架 Ｈ在其半径的扭转线位移

狓ｌ 输出轴Ｌ与浮动齿圈Ｚｆ２接触处狉ｌ的线位移

　　封闭差动齿轮系统传递路径动力学模型如图

６和图７所示。其中犓ｈ 表示 Ｈ 的等效切向刚

度；犓ｇ１ｑ、犓ｆ１ｑ、犓ｇ２ｑ和犓ｆ２ｑ分别表示Ｚｒ１与Ｚｇ１、Ｚｇ１

与Ｚｆ１、Ｚｒ２与Ｚｇ２和Ｚｇ２与Ｚｆ２的切向刚度；犓ｆ１ｓ２、

犓ｈｌ、犓ｆ２ｌ分别表示Ｚｆ１与Ｚｓ２、Ｈ与Ｌ、Ｚｆ２与Ｌ的扭

转刚度。

图６　差动级传递路径动力学模型

Ｆｉｇ．６　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ｓｔａｇ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ａｔｈ

图７　封闭级传递路径动力学模型

Ｆｉｇ．７　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ｅｎｃａｓｅｄｓｔａｇ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ａｔｈ

基于齿轮系统动力学理论，建立上述动力学

模型的动力学方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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犿ｓ１狓ｓ１＋∑
犖

犻＝１

（犘ｓｐ犻＋犇ｓｐ犻）＝犘ｄ

犿ｐ狓ｐ犻－（犘ｓｐ犻＋犇ｓｐ犻）＋（犘ｒｐ犻＋犇ｒｐ犻）＝０　　　　　　　　　（犻＝１，２，…，犖）

犿ｒ１狓ｒ１－∑
犖

犻＝１

（犘ｒｐ犻＋犇ｒｐ犻）＋犓ｇ１ｑ（狓ｒ１－狓ｇ１）＝０

犿ｇ１狓ｇ１－犓ｇ１ｑ（狓ｒ１－狓ｇ１）＋犓ｆ１ｑ（狓ｇ１－狓ｆ１）＝０

犿ｆ１狓ｆ１－犓ｆ１ｑ（狓ｇ１－狓ｆ１）＋
犓ｆ１ｓ２
狉ｆ１ｂ

狓ｆ１
狉ｆ１ｂ
－
狓ｓ２
狉（ ）
ｓ２ｂ
＝０

犿ｓ２狓ｓ２－
犓ｆ１ｓ２
狉ｓ２ｂ

狓ｆ１
狉ｆ１ｂ
－
狓ｓ２
狉（ ）
ｓ２ｂ
＋∑

犕

犼＝１

（犘ｓｍ犼＋犇ｓｍ犼）＝０

犿ｍ
狓ｍ犼－（犘ｓｍ犼＋犇ｓｍ犼）＋（犘ｒｍ犼＋犇ｒｍ犼）＝０　　　　　　　　（犼＝１，２，…，犕）

犿ｒ２狓ｒ２－∑
犕

犼＝１

（犘ｒｍ犼＋犇ｒｍ犼）＋犓ｇ２ｑ（狓ｒ２－狓ｇ２）＝０

犿ｇ２狓ｇ２－犓ｇ２ｑ（狓ｒ２－狓ｇ２）＋犓ｆ２ｑ（狓ｇ２－狓ｆ２）＝０

犿ｆ２狓ｆ２－犓ｆ２ｑ（狓ｇ２－狓ｆ２）＋
犓ｆ２ｌ
狉ｆ２ｂ

狓ｆ２
狉ｆ２ｂ
－
狓ｌ
狉（ ）
ｌ
＝０

犿ｈ狓ｈ＋犓ｈ狓ｈ＋
犓ｈｌ
狉ｈ

狓ｈ
狉ｈ
－
狓ｌ
狉（ ）
ｌ
－∑

犖

犻＝１

（犘ｓｐ犻＋犇ｓｐ犻＋犘ｒｐ犻＋犇ｒｐ犻）ｃｏｓα＝０

犿ｌ狓ｌ－
犓ｈｌ
狉ｌ

狓ｈ
狉ｈ
－
狓ｌ
狉（ ）
ｌ
－
犓ｆ２ｌ
狉２ｆ２ｂ

狓ｆ２－
狓ｌ
狉ｌ
狉（ ）ｆ２ｂ ＝－犘

烅

烄

烆
ｌ

（９）

式中犿ｓ１、犿ｐ、犿ｒ１、犿ｇ１、犿ｆ１、犿ｓ２、犿ｍ、犿ｒ２、犿ｇ２、犿ｆ２、

犿ｈ、犿ｌ分别表示Ｚｓ１、Ｚｐ犻、Ｚｒ１、Ｚｇ１、Ｚｆ１、Ｚｓ２、Ｚｍ犼、Ｚｒ２、

Ｚｇ２、Ｚｆ２、Ｈ、Ｌ的等效质量；犘ｓｐ犻、犇ｓｐ犻为差动级太阳

轮与行星轮之间的弹性啮合力和啮合阻尼力，

犘ｒｐ犻、犇ｒｐ犻为差动级行星轮与内齿轮之间的弹性啮

合力和啮合阻尼力，犘ｓｍ犼、犇ｓｍ犼为封闭级太阳轮与

行星轮之间的弹性啮合力和啮合阻尼力，犘ｒｍ犼、

犇ｒｍ犼为封闭级行星轮与内齿轮之间的弹性啮合力

和啮合阻尼力；α为行星轮系齿轮副的啮合角；狉ｈ

为差动级行星轮公转半径，狉ｌ为输出轴半径。犘ｄ

为输入转矩犜ｄ在Ｚｓ１基圆半径上的等效力，犘ｌ为

负载转矩犜ｌ在输出轴半径上的等效力。

３　封闭差动齿轮系统振动传递路径

贡献度分析

３１　振动传递路径接受结构的响应

本文针对某封闭差动人字齿轮减速器进行分

析，其中输入功率为３６０００ｋＷ，输入转速为４０００

ｒ／ｍｉｎ，其他参数如表２所示。

根据建立的封闭差动齿轮传动系统的传递路

径动力学模型，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对式（９）进行求解，得

到振动接受结构的振动特性。图８为振动接受结

构的时域和频域振动特性。

从图８可以看出：

１）封闭级行星轮振动幅度最大，输出轴振动

幅值次之，差动级太阳轮振动幅度最小。

表２　封闭差动齿轮系统基本参数

犜犪犫犾犲２　犅犪狊犻犮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犲狀犮犪狊犲犱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犻犪犾

狆犾犪狀犲狋犪狉狔狋狉犪犻狀

参数 差动级 封闭级

行星轮个数 ３ ５

太阳轮齿数 ３１ ８１

行星轮齿数 ７４ ４９

内齿圈齿数 １７９ １７９

模数／ｍｍ ９ ９

压力角／（°） ２０ ２０

螺旋角／（°） ２６ ２６

　　２）已知差动级啮合频率为１９６０．９Ｈｚ，封闭

级啮合频率为６１０．８Ｈｚ，则输出轴振动加速度的

最大峰值出现在差动级啮合频率的２倍频处，

差动级太阳轮振动加速度的最大峰值出现在封

闭级啮合频率的４倍频处，封闭级行星轮振动

加速度的最大峰值出现在封闭级啮合频率的４

倍频处；振动接受结构输出轴、差动级太阳轮和封

闭级行星轮在最大共振频率下对应的最大共振幅

值分别 为１４０１０、３３１４（ｍ／ｓ２）／Ｈｚ和 ９５１８０

（ｍ／ｓ２）／Ｈ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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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振动接受结构的振动特性

Ｆｉｇ．８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３２　基于功率流的传递路径贡献度分析

本文研究的齿轮传动系统激励属于内部激

励，时变啮合刚度和误差等效位移属于位移型激

励，当传动系统运行时，这些激励开始出现，因此

如何研究多激励共同作用下传递路径贡献度是本

研究的关键。为了在研究某一个激励时消除其余

各激励的影响，仅考虑这一激励的时变啮合刚度

和误差等效位移，将其余激励的时变啮合刚度用

平均啮合刚度代替，且其余激励的误差等效位移

忽略不计。通过这样的方法分析不同激励时的传

递路径贡献度。下面针对差动级外啮合激励进行

贡献度分析。

功率是单位时间内广义力所做的功，可表

示为

犘ｆ（狋）＝犉（狋）犞（狋） （１０）

式中犉（狋）是节点力的值，犞（狋）是节点速度的值。

如果作用在一维线性振动系统中某一点的力

为犉（狋）＝犉ｅｉω狋，且该点的速度响应为犞（狋）＝

犞ｅｉω狋，则通过该点的周期平均稳态功率流可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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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计算：

犘ｆ＝
１

２
犉 · 犞 ｃｏｓφ＝

１

２
Ｒｅ犉犞［ ］ ＝

１

２
Ｒｅ犉［ ］犞 （１１）

式中犉和犞 均为复数，φ为犉 和犞 的相位差，上

标表示共轭。

当振动系统为用集中质量法建立的离散系统

时，激励源结构、传递路径和振动接受结构等子系

统之间的界面力和界面速度可用集中质量之间的

力和速度表示，在本文中将对应结构节点之间扭

转方向的力和速度等效为传递路径与振动接受结

构之间的力和速度。因此，本文的功率是考虑传

递路径与振动接受结构之间的力和速度的振动

功率。

基于上述理论进行编程，计算得到只考虑差

动级外啮合内部激励时，各传递路径输入振动接

受结构的力和速度，得到各传递路径的功率流大

小，如图９所示。

由于振动系统中各结构之间的耦合作用是普

遍的，通过将输入各传递路径功率流进行代数求

和，可获得输入振动接受结构的总功率流，如图

１０所示。 图９　差动级外啮合激励引起的各传递路径功率流曲线

Ｆｉｇ．９　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ｅａ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ａｔｈ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ｓｔａｇ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ｍｅｓｈｉｎｇ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图１０　差动级外啮合激励引起的振动接受结构的

总功率流曲线

Ｆｉｇ．１０　Ｔｏｔａｌ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ｃｕｒｖｅ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ｓｔａｇ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ｓｈｉｎｇ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可得各结构在振动传递中的作用非常复杂。

在振动系统中既存在着由激励通过传递路径输入

振动接受结构形成的正功率流，同时也存在着由

振动接受结构通过传递路径反向输入激励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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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功率流。若用总功率流来衡量振动接受结构的

响应，则输入到各传递路径的功率流可视为各传

递路径对振动接受结构响应的贡献量，因此贡献

度公式如下：

犚犻＝
犘ｆ，犻
犘ｆ，ｔｒ

（１２）

式中犘ｆ，犻为输入各传递路径的功率流，犘ｆ，ｔｒ为输入

振动接受结构的总功率流。

基于式（１２），可得到各传递路径的贡献度，如

图１１所示。

从图１１中可以看出，在某些时刻４条路径的

贡献度可以达到很大，路径１和路径４的贡献度
图１１　差动级外啮合激励各传递路径贡献度曲线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ｅａ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ａｔｈ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ｓｔａｇ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ｍｅｓｈｉｎｇ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相对于路径２和路径３的贡献度要更加集中。将

各传递路径为主要传递路径的时间与总时间的比

值定义为传递路径在时间段内的贡献度百分比，

不同激励源下各传递路径的贡献度百分比如图

１２所示。对于差动级外啮合激励，路径１～路径

４在０～０．０５ｓ时间段内的贡献度百分比分别为

９．３％、１１．４％、１．４％和７７．７％。基于以上分析，

差动级外啮合激励主要的振动传递路径是路径

４，这说明在针对差动级外啮合激励时，Ⅱ级内齿

圈和输出轴在振动传递中起着主要作用。

图１２　不同激励源下各传递路径的贡献度百分比

Ｆｉｇ．１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ｅａ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ａｔｈ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ｓ

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其余３处激励进行传递路

径贡献度分析，对于差动级内啮合激励，路径１～

路径４在０～０．０５ｓ时间段内的贡献度百分比如

图１２ 所示，各路径的贡献度百分比分别为

９．３％、１１．８％、１．２％和７７．５％。基于以上分析，

差动级内啮合激励主要的振动传递路径是路径

４，这说明在针对差动级内啮合激励时，Ⅱ级内齿

圈和输出轴在振动传递中起着主要作用。

对于封闭级外啮合激励，路径１～路径４在

０～０．０５ｓ时间段内的贡献度百分比如图１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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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各 路 径 的 贡 献 度 百 分 比 分 别 为 ９．６％、

１０．５％、１．２％和７８．６％。基于以上分析，封闭级

外啮合激励主要的振动传递路径是路径４，这说

明在针对封闭级外啮合激励时，Ⅱ级内齿圈和输

出轴在振动传递中起着主要作用。

对于封闭级内啮合激励，路径１～路径４在

０～０．０５ｓ时间段内的贡献度百分比如图１２所

示，各 路 径 的 贡 献 度 百 分 比 分 别 为 ０．８％、

２０．２％、０．７％和６９．９％。基于以上分析，封闭级

内啮合激励主要的振动传递路径是路径４，这说

明在针对封闭级内啮合激励时，Ⅱ级内齿圈和输

出轴在振动传递中起着主要作用。

４　结　论

从传递路径功率流贡献度的角度对封闭差动

齿轮系统展开研究，建立其振动传递路径动力学

模型，运用龙格库塔法对模型进行求解，获得时／

频域下的振动接受结构的响应，在此基础上分析

封闭差动齿轮系统中不同激励的传递路径贡献

度，得到结论如下：

１）从振动接受结构的振动加速度频域图可以

看出输出轴振动加速度的最大峰值出现在差动级

啮合频率的２倍频处，差动级太阳轮振动加速度的

最大峰值出现在封闭级啮合频率的４倍频处，封闭

级行星轮振动加速度的最大峰值出现在封闭级啮

合频率的４倍频处；振动接受结构输出轴、差动级

太阳轮和封闭级行星轮在最大共振频率下对应的

最大共振幅值分别为１．４０１×１０４、３．３１４×１０３、

９．５１８×１０４（ｍ／ｓ２）／Ｈｚ。

２）根据贡献度分析，包含Ⅱ级内齿圈和输出

轴的路径４在差动级外啮合激励、差动级内啮合

激励、封闭级外啮合激励和封闭级内啮合激励对

应的振动传递路径贡献度百分比分别为７７．７％、

７７．５％、７８．６％和６９．９％，远大于其余３个路径

的贡献度百分比，说明Ⅱ级内齿圈和输出轴在振

动传递中起着主要作用。在各路径对接受结构振

动的贡献量确定后，可以有针对性地在设计制造

过程中对贡献度高的路径进行有效的隔振措施，

以使其在减振降噪等方面发挥理论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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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张蔚波，刘辉，李凡冰，等．齿轮箱类系统的结构声功率流

传递特性［Ｊ］．中国机械工程，２００８，１９（１４）：１７２４１７２６．

ＺＨＡＮＧＷｅｉｂｏ，ＬＩＵ Ｈｕｉ，ＬＩＦａｎｂｉｎｇ，ｅｔａｌ．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

ｔｒａｎｓｉ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ｅａｒ

ｂｏｘｌｉｋｅｓｙｓｔｅｍ［Ｊ］．Ｃｈｉｎａ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８，

１９（１４）：１７２４１７２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雷亚国，汤伟，孔德同，等．基于传动机理分析的行星齿轮

箱振动信号仿真及其故障诊断［Ｊ］．机械工程学报，２０１４，

５０（１７）：６１６８．

ＬＥＩＹａｇｕｏ，ＴＡＮＧ Ｗｅｉ，ＫＯＮＧＤｅｔｏｎｇ，ｅｔａｌ．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ｇｅａｒｂｏｘ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５０（１７）：６１６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窦宏印．风电齿轮箱复合故障信号的传递路径研究［Ｄ］．哈

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２０１６．

ＤＯＵＨｏｎｇｙｉｎ．Ｔｒａｎｆｅｒｐａｔ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ｆａｕｌｔｖｉ

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ｏｆｗｉｎｄｔｕｒｂｉｎｅｇｅａｒｂｏｘ［Ｄ］．Ｈａｒｂｉｎ：Ｈａｒｂ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ＲＩＧＡＵＤＥ，ＭＡＹＥＵＸＦ，ＤＲＩＯＴＮ，ｅｔａｌ．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ｅｅｄｓｏｆｇｅａｒｂｏｘｅ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ｅｓ［Ｊ］．Ｍéｃａｎｉｑｕｅ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２００３，４（２）：１０７

１１２．

［９］　ＧＵＡＮＹＨ，ＬＩＭ，ＬＩＭＴＣ，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ｆｏｒａｃｔｉｖｅｇｅａｒｐａｉｒ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ｎｄａｎ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４，２６９（１／２）：２７３２９４．

［１０］　ＤＲＩＯＴ Ｎ，ＰＥＲＲＥＴＬＩＡＵＤＥＴＪ．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ｍｏｄ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ｓｐｅｅｄｓｏｆａｇｅａｒｐａｉｒｄｕｅｔｏ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ｓａｎｄｓｈａｆｔｍｉｓ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Ｓｏｕｎｄａｎ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２９２（３／４／５）：８２４８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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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莫愁．传递路径分析方法理论研究及其汽车降噪实践［Ｄ］．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２０１５．

ＭＯＣｈｏｕ．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ａｔ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ｉｔ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ａｃａｒｎｏｉｓｅ［Ｄ］．Ｇｕａｎｇ

ｚｈｏｕ：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林佳禾．基于传递路径分析的客车车内振动性能优化与应

用［Ｄ］．福建 厦门：厦门大学，２０１８．

ＬＩＮＪｉａｈ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ｖｉｂｒａ

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ｂｕ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ａｔ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ＸｉａｍｅｎＦｕｊｉａｎ：Ｘｉａｍ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８．（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１３］　方德广，祖庆华，史文库．轻型客方向盘怠速抖动问题的传

递路径分析［Ｊ］．机械设计与制造，２０１６（３）：６１６４．

ＦＡＮＧＤｅｇｕａｎｇ，ＺＵＱｉｎｇｈｕａ，ＳＨＩＷｅｎｋｕ．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ａ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ｂｕｓｓｔｅｅｒｉｎｇｗｈｅｅ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ｎｉｄｌｅ［Ｊ］．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２０１６（３）：６１６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ＫＬＥＲＫＤＤ，ＲＩＸＥＮＤＪ．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ａｔｈ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ｗｉｔｈ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ｅｓｔｂｅｎｃｈ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Ｊ］．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１０，２４（６）：

１６９３１７１０．

［１５］　韩旭．车辆系统振动传递路径分析与结构声辐射控制研究

［Ｄ］．上海：上海交通大学，２００８．

ＨＡＮＸｕ．Ｓｔｕｄｙｏｎ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ａｔｈａｎｓｌｙｓｉｓ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ｏｒｎｅｎｏｉｓｅ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ａ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ｙｓｔｅｍ

［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ＧＯＹＤＥＲＨ ＧＤ，ＷＨＩＴＥＲ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

ｆｒｏｍ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ｉｎｔｏｂｕｉｌｔｕ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ＰａｒｔⅠｉｎｔ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ｂｅａｍａｎｄｐｌａｔｅｌｉｋｅｆｏｕｎ

ｄａ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ｎｄａｎ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０，６８（１）：

５９７５．

［１７］　ＰＩＮＮＩＮＧＴＯＮＲＪ，ＷＨＩＴＥＲ Ｇ．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ｓｏｌａｔｏｒｓｔｏｒｅｓｏｎａｎｔａｎｄｎｏ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ｔｂｅａｍ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ｎｄａｎ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１，７５（２）：１７９１９７．

［１８］　ＫＩＭＹＳ，ＫＩＭＥＹ，ＬＥＥＳＫ．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

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ｔｕｒｂｏｂｌｏｗｅｒｉｎａｆｕｅｌｃｅｌ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ｖｅｈｉｃｌ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２０１０，

２２４（８）：９８５９９５．

［１９］　张秀芳，霍睿，周振，等．滚动轴承支承的齿轮传动轴板耦

合结构功率流传递特性研究［Ｊ］．振动与冲击，２０１３，３２

（９）：６３６７．

ＺＨＡＮＧＸｉｕｆａｎｇ，ＨＵＯＲｕｉ，ＺＨＯＵＺｈｅｎ，ｅ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ｆｔｐｌａｔｅｃｏｕｐｌ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ｇｅａｒｄｒｉｖ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ｒｏｌｌｉｎｇｂｅａｒ

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ｈｏｃｋ，２０１３，３２（９）：６３

６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ＹＡＮＧＦｕｃｈｕｎ，ＦＥＮＧＪｉａｎｘｉ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ｃａｉ．Ｐｏｗ

ｅｒｆｌｏｗ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ｗ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ｇｅａｒ

ｔｒａｉｎｓ［Ｊ］．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Ｔｈｅｏｒｙ，２０１５，９２：８６９９．

［２１］　ＭＡＡＴＡＲＭ，ＶＥＬＥＸＰ．Ａｎ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ｃｏｎｔａｃｔｌｅｎｇｔｈｉｎｐｅｒｆｅｃｔ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ｇｅａｒｓ：

ｓｏｍ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１９９６，１１８（１２）：５８６５８９．

（编辑：陈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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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及齿面摩擦的弧齿锥齿轮动态特性

李　飞１，袁　茹１，朱慧玲１，曹培涛１，佘定君２

（１．西北工业大学 机电学院，西安７１０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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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基于集中参数法建立斜交弧齿锥齿轮８自由度动力学模型和动力学方程，综合考虑静态传动误

差、齿面摩擦、齿侧间隙等激励，采用变步长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法求解传动系统的动态响应，分析了摩擦因数、重合

度对传动系统振动幅值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工况下的摩擦因数不同，随着润滑油的减少，摩擦因数增大，

系统的振动位移和法向啮合力增大；随着接触迹线与根锥之间的夹角增大，重合度减小，振动幅值增大，法向

啮合力增大。

关　键　词：弧齿锥齿轮；集中参数法；齿面摩擦；传动误差；动态响应

中图分类号：Ｖ２３２．８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２５

作者简介：李飞（１９８７－），男，博士生，主要从事弧齿锥齿轮动力学研究。

引用格式：李飞，袁茹，朱慧玲，等．计及齿面摩擦的弧齿锥齿轮动态特性［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２０，３５（８）：１６８７１６９４．ＬＩＦｅｉ，ＹＵＡＮ

Ｒｕ，ＺＨＵＨｕｉｌｉｎｇ，ｅ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ｐｉｒａｌｂｅｖｅｌｇｅａｒ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ｏｏｔ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

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０，３５（８）：１６８７１６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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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Ｆｅｉ１，ＹＵＡＮＲｕ１，ＺＨＵＨｕｉｌｉｎｇ１，ＣＡＯＰｅｉｔａｏ１，ＳＨＥＤｉｎｇｊｕｎ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２．Ｈｕｎａｎ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ｐｌａ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ＺｈｕｚｈｏｕＨｕｎａｎ４１２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８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ｐｉｒａｌｂｅｖｅｌｅｄｂｅｖｅｌｇｅａｒｓｗｅｒ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ｃ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ｔｏｏｔ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ｏｏｔｈ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ｄｙ

ｎａｍ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ｗｅｒｅｓｏｌｖｅｄｂｙ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ｗｉｔｈ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ｓｔｅｐｌｅｎｇｔｈ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ｎｔｈ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ｃｏ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ｗａ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

ｏｉｌ，ｔｈｅ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ｍｅｓｈ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ｄｅｇｒｅｅｗａｓｒｅｄｕｃｅｄ，ｂｕｔ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ｍｅｓｈｉｎｇｆｏｒｃ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ａｎｇｌ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ａｃｔｔｒａ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ｏｔｃｏｎ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ｓｐｉｒａｌｂｅｖｅｌｇｅａ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ｏｔ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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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弧齿锥齿轮具有重合度大、承载能力高、运转

平稳以及接触区对支承的变动敏感等特点，广泛

应用于汽车、直升机等领域。齿侧间隙、摩擦因数

等非线性因素与啮合刚度、传动误差等时变因素

的强耦合作用，弧齿锥齿轮承载传动过程中会产

生振动和噪声，大大影响系统的工作性能。因此，

国内外许多学者大量研究了弧齿锥齿轮的非线性

动力学并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１３］；王三民

等［４６］基于集中参数法建立正交弧齿锥齿轮８自

由度动力学模型，采用Ａ算符算法计算不同工况

下弧齿锥齿轮的非线性特性，进行了倍周期分岔、

拟周期分岔和跳跃现象的分析；冯治恒等［７８］建立

了考虑时变摩擦因数和摩擦力的螺旋锥齿轮１４

自由度动力学模型，研究了混合润滑状态下的时

变摩擦因数与常数摩擦因数对动态啮合力的影

响；苏进展等［９］建立了弯扭轴耦合动力学模型，分

析了传动误差幅值和重合度对弧齿锥齿轮副振动

的影响；Ｗａｎｇ等
［１０］研究了准双曲面齿轮的非线

性特征，如齿侧间隙、啮合刚度等时变参数的激励

作用，采用非线性时变模型进行动力学分析；考虑

到传动系统的齿面摩擦随着润滑油油膜厚度的不

同而呈现出非线性，Ｃａｓｔｒｏ、Ｌｉｖｔｉｎ等
［１１１２］针对全

膜润滑、边界润滑和混合润滑这三种润滑状态进

行了分析，研究了不同润滑状态下的油膜厚度比

和载荷分配系数，提出齿轮传动一般处于混合润

滑状态并求出该润滑状态下的摩擦因数。

本文研究对象为某直升机主减速器内斜交弧

齿锥齿轮传动系统，基于轮齿接触分析（ＴＣＡ）和

轮齿承载接触分析（ＬＴＣＡ），计算得到传动系统

的时变啮合刚度和摩擦因数，采用集中参数法建

立弧齿锥齿轮传动系统的弯扭轴耦合动力学模

型并推导相应的动力学方程，综合考虑静态传动

误差、时变啮合刚度、齿面摩擦、齿侧间隙等激励，

基于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法进行求解得到传动系统的非

线性振动响应，并通过改变接触迹线与根锥的夹

角、摩擦因数来研究其对弧齿锥齿轮传动系统动

态响应的影响。

１　动力学模型及方程

图１为弹性支承下的非正交弧齿锥齿轮传动

系统动力学模型，两齿轮的轴交角为Σ，以两齿轮

的轴线交点为坐标原点，以主动轮的轴线为 犡

轴，建立整体坐标系与主动轮的局部坐标系犛ｐ：

犗犡ｐ犢ｐ犣ｐ重合，将犡ｐ 绕犢ｐ 逆时针旋转Σ与从

动轮轴线重合以建立从动轮局部坐标系犛ｇ：犗

犡ｇ犢ｇ犣ｇ。忽略齿轮的摆振，视两齿轮为刚性锥

盘，支撑齿轮的轴和轴承等效作用于齿宽中点，该

传动系统共有８个自由度，即沿３个坐标方向的

移动 自 由 度 和 绕 轴 方 向 的 转 动 自 由 度：

犡ｐ，犢ｐ，犣ｐ，θｐ，犡ｇ，犢ｇ，犣ｇ，θ｝｛ ｇ
Ｔ。

图１　弧齿锥齿轮传动系统动力学模型

Ｆｉｇ．１　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ｐｉｒａｌｂｅｖｅｌ

ｇｅａｒ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弧齿锥齿轮在啮合过程中，两轮齿之间的法

向啮合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不断变化，为便于

分析，常取齿宽中点犗ｐ、犗ｇ 作为分析点。图中

犜ｐ、犜ｇ 为输入力矩和负载力矩；犽犻犼、犮犻犼（犻＝狆，犵；

犼＝狓，狔，狕）为等效支撑刚度和支撑阻尼；犽ｈ、犮ｍ 为

时变啮合刚度和啮合阻尼；犿ｐ、犿ｇ 为主、从动轮

的集中质量；犲ｎ 为齿轮副的静态传动误差；犫ｍ 为

齿轮副的齿侧间隙；μ为齿轮副的摩擦因数；θｐ、θｇ

为两齿轮的扭转振动位移，规定正方向与齿轮轴

转动方向一致。

齿轮副在啮合时的法向啮合力及沿坐标方向

的分力为

犉ｎ＝犮ｍλｎ＋犽ｈ（狋）犳（λｎ） （１）

犉狓ｐ＝犉ｎｓｉｎαｎｓｉｎδ１＋犉ｎｃｏｓαｎｓｉｎβｍｃｏｓδ１ ＝犉ｎ犪１

犉狔ｐ＝犉ｎｃｏｓαｎｓｉｎβｍｓｉｎδ１－犉ｎｓｉｎαｎｃｏｓδ１ ＝犉ｎ犪２

犉狕ｐ＝犉ｎｃｏｓαｎｃｏｓβｍ ＝犉ｎ犪３

犉狓ｇ＝犉ｎｓｉｎαｎｓｉｎδ２－犉ｎｃｏｓαｎｓｉｎβｍｃｏｓδ２ ＝犉ｎ犪４

犉狔ｇ＝犉ｎｓｉｎαｎｃｏｓδ２＋犉ｎｃｏｓαｎｓｉｎβｍｓｉｎδ２ ＝犉ｎ犪５

犉狕ｇ＝－犉ｎｃｏｓαｎｃｏｓβｍ ＝犉ｎ犪６ （２）

式中犉ｎ为法向啮合力，犽ｈ（狋）为时变啮合刚度，λｎ

８８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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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法向相对位移，αｎ 为法向压力角，βｍ 为中点螺

旋角，δ１、δ２ 为分锥角，犪１，犪２，犪［ ］３
Ｔ 为法向啮合

力在 主 动 轮 局 部 坐 标 系 下 的 方 向 余 弦，

犪４，犪５，犪［ ］６
Ｔ 为法向啮合力在从动轮局部坐标系

下的方向余弦，犳（λｎ）为非线性间隙函数

犳（λｎ）＝

λｎ－犫ｎ λｎ＞犫ｎ

０ λｎ ≤犫ｎ

λｎ＋犫ｎ λｎ＜－犫

烅

烄

烆 ｎ

式中犫ｎ为法向间隙的一半。

齿轮副啮合传动过程中一般处于混合润滑状

态，两啮合齿面间存在齿面摩擦力，摩擦力的方向

与大小在一个啮合周期内是时变的，并在啮合节

点处发生转变，在啮合过程中形成一种内部激励。

则齿宽中点处的摩擦力在主、从动轮局部坐标系

下沿各坐标方向的分力及绕坐标轴的摩擦力矩计

算如下：

犉ｆ＝μ犉ｎ犉ｆ犻狓

犉ｆ犻狓 犉ｆ犻狔 犉ｆ［ ］犻狕 ＝狀ｆ犻犉ｆ＝ 狀ｆ犻狓 狀ｆ犻狔 狀ｆ［ ］犻狕
Ｔ
犉ｆ

犕ｆ犻狓 犕ｆ犻狔 犕ｆ［ ］犻狕 ＝狉ｆ犻犉ｆ＝ 狉ｆ犻狓 狉ｆ犻狔 狉ｆ［ ］犻狕
Ｔ
犉ｆ

（犻＝狆，犵） （３）

式中狀ｆ犻＝［狀ｆ犻狓，狀ｆ犻狔，狀ｆ犻狕］
Ｔ（犻＝狆，犵）为局部坐标系

犛犻下的摩擦力方向余弦，狉ｆ犻＝［狉ｆ犻狓，狉ｆ犻狔，狉ｆ犻狕］
Ｔ（犻＝

狆，犵）为局部坐标系犛犻下的摩擦力旋转半径。由

式（３）可知，摩擦力的大小取决于摩擦因数与法向

啮合力，主动轮的摩擦力方向与相对速度方向相

反，从动轮的摩擦力方向与相对速度方向相同，则

可基于弧齿锥齿轮的齿面方程和啮合原理计算求

得齿宽中点在啮合坐标系犛ｈ下的位矢、法矢和相

对滑动速度方向，通过坐标转换即可得到在主、从

动轮局部坐标系犛ｐ、犛ｇ中的摩擦力方向和摩擦力

旋转半径。

考虑到弧齿锥齿轮副的两扭转自由度不相互

独立，存在刚体位移，引入啮合点法向相对位移

λｎ为新的广义坐标以消除刚体位移，定义为两齿

轮各坐标方向的位移投影至啮合力方向，规定沿

啮合力正方向的投影为负，则两齿轮啮合点间因

振动和误差而产生的法向相对位移为

λｎ＝－犪１犡ｐ－犪２犢ｐ－犪３犣ｐ－犪４犡ｇ－犪５犢ｇ

－犪６犣ｇ＋犪３狉ｐθｐ＋犪６狉ｇθｇ－犲ｎ（狋） （４）

式中狉ｐ、狉ｇ为两齿轮的啮合点半径，犲ｎ（狋）为齿轮

副的静态传递误差，其计算方法为

犲ｎ（狋）＝犲０＋∑
∞

犻＝１

犲犻ｃｏｓ（ｉωｅ狋＋φ犻） （５）

式中犲０ 为静态传递误差平均值，常取０；犲犻为齿轮

副的第犻阶误差幅值，常取１阶变量；ωｅ齿轮副的

啮合频率：ωｅ＝狀１×狕１／６０；φ犻 为犻阶相位角，常

取０°。

图１弧齿锥齿轮传动系统动力学模型相对应

的动力学方程为

犿ｐ̈犡ｐ＋犮ｐ狓犡ｐ＋犽ｐ狓犡ｐ＝犉狓ｐ＋狀ｆｐ狓犉ｆ

犿ｐ̈犢ｐ＋犮ｐ狔犢ｐ＋犽ｐ狔犢ｐ＝犉狔ｐ＋狀ｆｐ狔犉ｆ

犿ｐ̈犣ｐ＋犮ｐ狕犣ｐ＋犽ｐ狕犣ｐ＝犉狕ｐ＋狀ｆｐ狕犉ｆ

犑ｐ̈θｐ＋犉狕ｐ狉ｐ－犉ｆ狉ｆｐ狓 ＝犜１

犿ｇ̈犡ｇ＋犮ｇ狓犡ｇ＋犽ｇ狓犡ｇ＝犉狓ｇ＋狀ｆｇ狓犉ｆ

犿ｇ̈犢ｇ＋犮ｇ狔犢ｇ＋犽ｇ狔犢ｇ＝犉狔ｇ＋狀ｆｇ狔犉ｆ

犿ｇ̈犣ｇ＋犮ｇ狕犣ｇ＋犽ｇ狕犣ｇ＝犉狕ｇ＋狀ｆｇ狕犉ｆ

犑ｇ̈θｇ＋犉狕ｇ狉ｇ＋犉ｆ狉ｆｇ狓 ＝－犜２ （６）

式中犑ｐ、犑ｇ为主、从动轮的集中转动惯量；犜１、犜２

为输入、负载力矩，由均值和波动部分组成，即

犜１＝犜１ｍ＋犜１ｖ、犜２＝犜２ｍ＋犜２ｖ；犉犻犼（犻＝狆，犵；犼＝狓，

狔，狕）为法向啮合力沿坐标轴方向的分力。

结合式（４）和式（６），进行消除刚体位移处理，

可得

λ̈ｎ＋犪１̈犡ｐ＋犪２̈犢ｐ＋犪３̈犣ｐ＋犪４̈犡ｇ＋犪５̈犢ｇ＋

犪６̈犣ｇ＋
犪２３
犿ｅ
－
犪３μ（狉ｆｐ狓狉ｐ犑ｇ＋狉ｆｇ狓狉ｇ犑ｐ）

犑ｐ犑
［ ］

ｇ

［犮ｍλｎ＋犽ｈ（狋）犳（λｎ）］＝

犪３
犜１狉ｐ
犑ｐ

＋
犜２狉ｇ
犑（ ）
ｇ

－̈犲ｎ（狋） （７）

式中犿ｅ＝犑ｐ犑ｇ／（犑ｐ狉
２
ｇ＋犑ｇ狉

２
ｐ）为齿轮副的集中质

量，μ犿 为混合润滑状态下的摩擦因数。

对动力学方程进行量纲一化处理为

狓̈ｐ＋２ζｐ狓
狓ｐ＋κｐ狓狓ｐ－２（犪１＋μ狀ｆｐ狓）ζｐｍ

λ－（犪１＋μ狀ｆｐ狓）κｐｈ犳（λ）＝０

狔̈ｐ＋２ζｐ狔
狔ｐ＋κｐ狔狔ｐ－２（犪２＋μ狀ｆｐ狔）ζｐｍ

λ－（犪２＋μ狀ｆｐ狔）κｐｈ犳（λ）＝０

狕̈ｐ＋２ζｐ狕
狕ｐ＋κｐ狕狕ｐ－２（犪３＋μ狀ｆｐ狕）ζｐｍ

λ－（犪３＋μ狀ｆｐ狕）κｐｈ犳（λ）＝０

狓̈ｇ＋２ζｇ狓
狓ｇ＋κｇ狓狓ｇ－２（犪４＋μ狀ｆｇ狓）ζｇｍ

λ－（犪４＋μ狀ｆｇ狓）κｇｈ犳（λ）＝０

狔̈ｇ＋２ζｇ狔
狔ｇ＋κｇ狔狔ｇ－２（犪５＋μ狀ｆｇ狔）ζｇｍ

λ－（犪５＋μ狀ｆｇ狔）κｇｈ犳（λ）＝０

狕̈ｇ＋２ζｇ狕
狕ｇ＋κｇ狕狕ｇ－２（犪６＋μ狀ｆｇ狕）ζｇｍ

λ－（犪６＋μ狀ｆｇ狕）κｇｈ犳（λ）＝０

λ̈＋犪１̈狓ｐ＋犪２̈狔ｐ＋犪３̈狕ｐ＋犪４̈狓ｇ＋犪５̈狔ｇ＋犪６̈狕ｇ＋２犪ζｍ
λ＋犪κｈ犳（λ）＝犳＋犳ｅ＋犳ｖ （８）

式中犡犻 ＝犫ｎ狓犻；犢犻 ＝犫ｎ狔犻；犣犻 ＝犫ｎ狕犻；λｎ ＝犫ｎλ；τ＝ωｎ狋；ωｎ ＝
犽ｍ
犿槡ｅ

；ζ犻犼 ＝
犮犻犼
２犿犻ωｎ

；ζ犻ｍ ＝
犮ｍ
２犿犻ωｎ

；ζ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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犮ｍ
２犿ｅωｎ

；κ犻犼 ＝
犽犻犼
犿犻ω

２
ｎ

；κ犻ｈ ＝
犽ｈ（狋）

犿犻ω
２
ｎ

；ω＝
ωｅ

ωｎ
；ωｆ＝

Ωｆ

ωｎ
；犪＝

犪３狉ｐ犿ｅ（犪３狉ｐ－μ狉ｆｇ狓）

犑ｇ
＋
犪６狉ｇ犿ｅ（犪６狉ｇ＋μ狉ｆｇ狓）

犑ｇ
；犳＝

犪３犜１ｍ
狉ｐ犿ｅ犫ｎω

２
ｎ

；犳ｅ ＝
犲１
犫ｎ
ω
２ｃｏｓ （ωτ）；κｈ ＝ １ ＋ ∑

犖

犻＝１

犽ａ犻
犽ｍ
ｃｏｓ（犻ωτ＋φｋ犻）＋

犽ｂ犻
犽ｍ
ｓｉｎ（ｉωτ＋φｋ犻［ ］）； 犳ｖ＝

犪３
犫ｎω

２
ｎ

狉ｐ犜１ｖ
犑ｐ

＋
狉ｇ犜２ｖ
犑（ ）
ｇ

＝犪［３ 犃ｆ１
犿ｅ犫ｎω

２
ｎ

ｓｉｎ（ωｆτ）＋
犃ｆ２
犿ｅ犫ｎω

２
ｎ

ｓｉｎ（ωｆτ ］）犳（λ）＝犳（λｎ）犫ｍ
＝

λ－１ （λ＞１）

０ （－１≤λ≤１）

λ＋１ （λ＜－１

烅

烄

烆 ）

。

２　参数计算

２１　时变啮合刚度

齿轮副的重合度一般不为整数，啮合过程中

同时参与啮合的齿对数随时间呈周期性变化，故

齿轮副的综合啮合刚度是个周期函数，本节基于

弧齿锥齿轮三齿模型进行轮齿承载接触分析求得

一个啮合周期内的扭转刚度离散值和啮合点半

径，进而计算得到啮合刚度离散值，采用傅里叶级

数进行拟合得到时变啮合刚度为

犽ｈ（狋）＝犽ｍ＋∑
犖

犻＝１

［犽ａ犻ｃｏｓ（ｉωｅ狋＋φｋ犻）＋

犽ｂ犻ｓｉｎ（ｉωｅ狋＋φｋ犻）］ （９）

式中犽ｍ 为平均啮合刚度，犽ａ犻、犽ｂ犻为啮合刚度波动

值，ωｅ 为啮合频率。考虑次谐和超谐响应的影

响，取３阶变量。

２２　摩擦因数

齿轮副的混合润滑由全膜润滑和边界润滑构

成，该状态下的滑动摩擦因数［１３］为

μｍｂ＝犳
１．２
 μｍｌ＋（１－犳）μｂｌ （１０）

式中μｂｌ为边界润滑状态下的滑动摩擦因数，常取

为常数０．１～０．２，μｍｌ为全膜润滑状态下的滑动摩

擦因数［１４］

μｍｌ＝０．０６０７
狇０
狏ｓ（ ）犚

０．２

η
－０．０５ σ

犱（ ）
１

０．２５

（１１）

式中狇０ 为单位齿宽上的法向载荷；狏ｓ为啮合点的

相对滑动速度；η为润滑油动力黏度；σ为平均齿

面表面粗糙度，σ＝ σ
２
１＋σ槡

２
２；犱１ 为主动轮分度圆

半径；犚为综合曲率半径，犚＝
犚１犚２
犚１＋犚２

；犳为混合

润滑下点接触载荷分布百分比系数［１５］

犳 ＝
１．２１

０．６４

１＋０．３７
１．２６

（１２）

式中＝
犺ｍｉｎ

σ
，犺ｍｉｎ为最小油膜厚度

［１６］，计算如下：

犺ｍｉｎ＝３．６３（η狌ｓ）
０．６８

μ
０．４９犚０．４９３·

犈－０．１１７
ω
－０．０７３（１－ｅ－

０．６８犽） （１３）

式中狌ｓ为卷吸速度；μｐ 为润滑油黏压系数；犽

为椭 圆 接 触 率；犈 为 综 合 弹 性 模 量，犈＝

２

１－狏２１
犈（ ）
１

＋
１－狏２２
犈（ ）
２

。

乏油润滑下的摩擦因数μｆ由边界润滑摩擦

因数μｂｌ和!

流润滑摩擦因数μｍｌ共同决定，计算

公式为［１７］

μｆ＝
犉
犠
＝
μｍｌ犠ｃ＋μｂｌ犠ｂ

犠
＝μｍｌ犽ｃ＋μｂｌ犽ｂ

（１４）

式中犽ｃ为!

流油膜的承载系数，犽ｂ为峰点接触的

承载系数，且犽ｃ＋犽ｂ＝１。

３　计算实例

表１为某直升机主减速器弧齿锥齿轮的基本

参数，该弧齿锥齿轮传动系统输入功率为１２００

ｋＷ，输入转速为２００００ｒ／ｍｉｎ。

表１　系统基本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狔狊狋犲犿犫犪狊犻犮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参数 主动轮 从动轮

齿数 ２９ ７６

模数／ｍｍ ３．７５ ３．７５

压力角／（°） ２０ ２０

螺旋角／（°） ３０ ３０

齿宽／ｍｍ ４０ ４０

轴交角 ７５ ７５

旋向 左旋 右旋

　　基于弧齿锥齿轮基本参数，采用变步长

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法求解动力学方程，考虑到啮合初

期的瞬态响应，将开始的数百个啮合周期剔除，以

得到系统在稳态下的动力学响应曲线。图２为混

合润滑状态下的弧齿锥齿轮传动系统沿啮合线方

向的时间历程图、动态啮合力图、相图和傅里叶变

０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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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正常工况下非线性振动特性图

Ｆｉｇ．２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

ｕｎｄｅｒｎｏｒｍ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换（ＦＦＴ）频谱图。由时间历程图可知，齿轮副的

法向相对位移在［８０．０４５８，８５．４１８５］μｍ间波动；

由动态啮合力图可知，两啮合齿轮间为单边冲击；

由相图可知，弧齿锥齿轮传动系统为周期振动，从

ＦＦＴ频谱图可知，响应频率成分较单一。

３１　不同工况下动态响应特性

齿轮啮合过程中，齿轮润滑状态可根据油膜

厚度比进行分类［１８］：＞２为全膜润滑，＜０．２为

边界润滑，０．２＜＜２为混合润滑。润滑油的油

膜厚度、齿面的表面粗糙度都会对摩擦因数产生

影响，本节分析三种不同工况下的摩擦因数对动

态响应的影响，即正常工况下μ１、乏油状态下μ２

和干运转下μ３。

由图２～图４可知，混合润滑下法向相对位

移在［８０．０４５８，８５．４１８５］μｍ间波动，贫油润滑下

法向相对位移在［８０．０４６１，８５．４２１０］μｍ间波动，

干运转下法向相对位移在［８０．０４５７，８５．４７２２］μｍ

间波动。引入方均根值来评判摩擦因数对系统动

态响应的影响，由表２可知，传动系统的振动位移

和法向啮合力随摩擦因数的增大而增大，增长幅

图３　乏油状态下动态响应

Ｆｉｇ．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ｔｈｅｏｉｌｌｅｓｓ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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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干运转下动态响应

Ｆｉｇ．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ｔｈｅｄｒｙ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表２　相关方均根值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犻狀犵狉狅狅狋犿犲犪狀狊狇狌犪狉犲狏犪犾狌犲

摩擦因数 振动位移／μｍ 法向啮合力／Ｎ

０．０２４４ ８２．９３７ １５０７０

０．０５ ８２．９３９ １５０７１

０．５２ ８２．９７７ １５０９２

度较小。

３２　重合度对振动幅值的影响

齿轮副的综合啮合刚度主要和单齿啮合刚

度、单齿对综合啮合刚度以及齿轮副的重合度等

参数有关，故重合度会直接影响啮合刚度。本节

基于齿轮宏观参数不变，采用齿面主动设计的方

法，调整大轮齿面接触迹线与根锥的夹角以得到

不同重合度，由于大轮齿面接触迹线的切线方向

与根锥的夹角为［０°，９０°］，故取大轮齿面接触迹

线与根锥的夹角为：１５°、４５°、７５°，该三种夹角所对

应的设计重合度为：２．１２５、１．４１７、１．２５，基于轮齿

加载接触分析（ＬＴＣＡ）得到这三种重合度下的时

变啮合刚度如图５所示，不同重合度下的齿轮副

动态响应如图６所示。

从图５中可以看得，随着接触迹线与大轮根

锥的夹角增大，重合度减小，啮合刚度也相应减

小；由图６可知，夹角为１５°时的振动幅值在

［８０．０１１２，８７．２０６７］μｍ间波动，夹角为４５°时的

振动幅值在［８６．５４８１，９１．８４９３］μｍ间波动，夹角

为７５°时的振动幅值在［８８．７４６８６，９５．３９８８］μｍ

间波动。引入方均根值来评判接触迹线与根锥夹

角对系统动态响应的影响，由表３可知，随着接触

迹线与根锥夹角的增大，重合度减小，传动系统振

图５　三种重合度下的啮合刚度

Ｆｉｇ．５　Ｍｅｓｈｉｎｇ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ａｔｔｈｒｅｅ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ｄｅｇｒｅ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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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三种重合度下的动态响应

Ｆｉｇ．６　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ｔｔｈｒｅｅｖ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ｄｅｇｒｅｅｓ

表３　方均根值

犜犪犫犾犲３　犚狅狅狋犿犲犪狀狊狇狌犪狉犲狏犪犾狌犲

接触迹线与

根锥夹角／（°）
重合度

振动

位移／μｍ

法向

啮合力／Ｎ

１５ ２．１２５ ８３．６１２ １４７３５

４５ １．４１７ ８９．２６３ １４８２９

７５ １．２５０ ９２．０８５ １４８６５

动位移增大，法向啮合力减小。

４　结　论

１）齿轮副处于不同工况下的摩擦因数不同，

随着摩擦因数的增大，传动系统振动位移和法向

啮合力随摩擦因数的增大而增大，增长幅度较小。

２）基于弧齿锥齿轮的宏观参数不变的基础

下，随着大轮齿面接触迹线与根锥的夹角增大，齿

轮副的重合度减小，啮合刚度也相应的减小。

３）重合度对传动系统的振动特性影响较大，

随着重合度的增大，传动系统振动位移减小，法向

啮合力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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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风洞收缩段流场特性对比

高丽敏，刘　哲，蔡　明，刘　波，程　昊，黎浩学

（西北工业大学 动力与能源学院

翼型、叶栅空气动力学国家级重点实验室，西安７１００７２）

摘　　　要：基于西北工业大学高亚声速平面叶栅风洞，测量了维氏收缩段的出口流场，发现其方向场品质

较差，相比速度场和总压场，核心区沿周向减小了１５％。对四种收缩段进行数值模拟后，对比了收缩段的出

口核心区、均匀性及分离特性，发现维氏曲线在前部收缩，进口收缩过急引起旋涡，但出口稳流段较长，因此出

口均匀性更好。双三次曲线在后部收缩，主流区顺压梯度更大，因此附面层更薄，气流偏角更小，分离特性更

好，但出口过冲更大。现有维氏收缩段的三维结构在拓宽核心区同时对气流扰动较大，恶化速度场与方向场，

气流偏角增加最大达４３％。进口管径对双三次收缩段的流场特性影响不大。

关　键　词：气流品质；收缩曲线；流场测量试验；收缩段出口流场；分离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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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ｍｉｔｙａｎｄ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ｆｏｕｒ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ｙ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Ｉｔ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Ｗｉｔｏｚｉｎｓｋｙｃｕｒｖ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ｅｄａｔｆｒｏ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ｔｏｏｆａｓｔｃａｕｓｅｄ

ｖｏｒｔｅｘａｔｉｎｌｅｔ，ｂｕｔｔｈｅｏｕｔｌｅｔ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ｌｏｎｇｅｒｏｕｔｌｅｔｓｔｅａｄｙｆｌｏｗｓｅｃ

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ｄｏｕｂｌｅｃｕｂｉｃｃｕｒｖｅｍａｉｎｌｙ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ｅｄａｔｒｅａｒｗｉｔｈｇｒｅａｔｅｒｆｏｒｗａｒ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ｏｆ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ｓｏｔｈｅｒｅｅｘｉｓｔｅｄｔｈｉｎｎｅｒ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ｓｍａｌｌｅｒ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ａｎｄ

ｂｅｔｔｅｒ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 Ｗｉｔｏｚｉｎｓｋｙ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ｄｅｎｓｔｈｅｃｏｒｅａｒｅａｗｈｉｌｅｄｉｓｔｕｒｂｉｎｇａｉｒｆｌｏｗ，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ｓ，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ｕｐｔｏ４３％．Ｔｈｅｉｎｌｅｔｐｉｐ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ｈａｓｌｉｔｔ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ｄｏｕｂｌｅｃｕｂｉｃ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ａｉｒｆｌｏｗ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ｕｔｌｅｔ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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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洞作为空气动力学研究和飞行器研制的基

础性试验设备，是采用动力装置驱动气流，根据运

动的相对性和相似性原理进行各种气动力试验的

设备［１５］。试验便利性和试验费用低廉的特点使

其在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广泛使用，诸如“空气螺旋

桨理论”、“边界层理论”［３４］就是建立在风洞试验

的基础上。好的风洞试验段需要满足标准来流条

件，因此在设计风洞时，需要对风洞各部件综合考

量。收缩段作为风洞设备的组成部分，为试验段

提供特定速度的来流，直接影响气流品质，因此收

缩段设计至关重要。

收缩段的性能取决于收缩比和收缩曲线［５］。

在收缩比确定的前提下，决定出口流场品质的关

键因素是收缩曲线。为了满足出口气流“流动不

分离”、“均匀平行稳定”［５］的要求，目前通常采用

维氏曲线［５６］、双三次曲线［５７］和五次曲线［５］作为

收缩段型线。现有风洞中，大连海事大学［６］燃机

实验室的跨声速扇形叶栅风洞收缩段采用了维氏

曲线；西北工业大学的ＮＦ３风洞
［５］、国防科技大

学的低湍流度磁悬浮风洞［８］与上海大学低湍流度

风洞［９］收缩段均采用了双三次曲线；中国科学

院［１０］跨声速涡轮平面叶栅风洞收缩段则采用五

次曲线。

王帅等［１１］计算了三种曲线的二维流场，发现

双三次曲线综合性能最好。王喜魁［１２］研究二维

收缩曲线时发现五次曲线其能够很好地减薄附面

层。仇健［１３］模拟汽车风洞三维收缩段时发现：相

同收缩比和收缩长度的情况下，双三次曲线的分

离特性更好，而维氏曲线的出口均匀性更好。吴

宗成等［１４］研究低湍流度水洞三维收缩段时发现：

收缩比与收缩段长度固定时，维氏曲线出口过冲

最小，均匀性最好，五次曲线过冲最大，均匀性最

差。苏耀西等［１５］发现：收缩曲线应在入口避免急

剧收缩，出口必须平缓，以此满足进口不分离且出

口均匀。国外 Ｍｏｒｅｌ
［１６］研究双三次曲线时提出：

通过合理选择壁压系数可以获得进口不分离、出

口均匀的二维双三次曲线簇。Ｂｏｒｇｅｒ
［１７］通过控

制五次多项式系数，寻找使进出口不分离、出口均

匀的最小五次曲线收缩长度，并指出增大收缩比

对缩短收缩段长度有利。Ｂｅｌｌ等
［１８］指出收缩段

更长利于气流均匀，但过长会增厚附面层，减小核

心区。Ｆａｎｇ等
［１９］发现二维曲线流场与采用相同

曲线作为型线的三维收缩段流场存在区别，对

Ｍｏｒｅｌ
［１６］的二维曲线设计方法进行改进，得到了

适于三维收缩段的设计方法，其所设计的收缩段

气动性能较好。

上述研究表明：不同收缩曲线的气动性能各

有优劣，收缩长度和收缩比对收缩曲线的气动性

能存在影响，并且二维收缩曲线与三维收缩段的

设计方法也有区别。研究人员在研究收缩段时，

大多采用数值手段［６，１０１５，２０２１］，较注重模拟轴对称

与二维流动［６，１１１２，２１］，实际风洞中，绝大多数风洞

收缩段是三维［７，１０，１３２０］的，壁面横向存在流动，出

口流场与轴对称及二维收缩段有异，此时仅考虑

轴对称二维情况则略显匮乏。本文基于西北工业

大学高亚声速平面叶栅风洞维氏收缩段出口流场

的测量，对四种收缩段流场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

比较了不同收缩曲线及收缩段结构对流场品质的

影响。

１　收缩段出口截面流场测量

为便于机械加工，收缩段设计为两段式收缩

结构，如图１，第一收缩段采用维氏曲线作为型

线，由直径＝８００ｍｍ的圆形收缩至１００ｍｍ×

８００ｍｍ（本文表示矩形区域均指：狔向×狕向）的

矩形截面犛１，收缩比为６．２８，收缩方向为狔向；第

二收缩段为方转方，由矩形截面犛１ 收缩至风洞试

验段进口的矩形截面犛２，收缩比为３．２（收缩比指

收缩段进出口横截面积之比）。

本文研究对象为第一收缩段，图１中以绿色

标示，由于狓、狔、狕向分别对应于叶栅轴向、展向、

周向（本节为详细描述测点位置与流场特征，云图

坐标无量纲化，狓、狔、狕分别对应无量纲量狓ｎｏｎ、

狔ｎｏｎ、狕ｎｏｎ）。

图１　高亚声速平面叶栅风洞收缩段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ｈｉｇｈｓｕｂｓｏｎｉｃｃａｓｃａｄｅｗｉｎｄ

ｔｕｎｎｅ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ｅｃｔｉｏｎ

风洞试验段能实现的马赫数范围为０．３～

０．９５。根据流量守恒

狇犿 ＝犓
狆


犜槡 
犃狇犿（λ） （１）

式中狇犿 表示流量，犓 为常系数，对空气取 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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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４０４（ｋｇ·Ｋ）／（Ｎ·ｍ），狆表示总压，犜表示

总温，犃表示面积，狇犿（λ）代表流量函数。

犛２ 面与犛１ 面的流量函数之比等于第二收缩

段的收缩比，由流量函数得到第一收缩段出口截

面犛１ 上的马赫数。为区分不同截面的马赫数，使

用犛１、犛２ 作下标，详见表１。可以看出，犛１ 面马赫

数范围犕犪犛１＝０．１～０．１８４时，满足犛２ 面的马赫

数范围犕犪犛２＝０．３４～０．９５。

由于西北工业大学平面叶栅风洞为高亚声

速，试验主要在高马赫数下进行，且不同收缩段的

流场特性的区别随马赫数增加而表现得更加显

著，同时限于篇幅的原因，本节对犛１ 面马赫数

犕犪犛１＝０．２的工况的流场进行了测量。

表１　犛１ 与犛２ 面马赫数工况

犜犪犫犾犲１　犕犪犮犺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犛１犪狀犱犛２

马赫数 最小值 最大值

犕犪犛１ ０．１ ０．１８４

犕犪犛２ ０．３４ ０．９５

１１　试验方法

２０１９年对该叶栅风洞第一收缩段出口截面

犛１ 的流场进行测量。试验中所采用的设备为五

孔探针、位移机构、高精度三维自动坐标架和压力

扫描阀，设备简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测量设备

Ｆｉｇ．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试验中采用五孔探针的非对向测量法，由五

个压力孔感受到的压力值计算得到测点处与不同

物理量对应的无量纲参数犽（犽的下标代表相应物

理量），进而求出物理量数值犢，根据

犢 ＝犳（犽犕犪，犽α，犽γ） （２）

式中犢 代表马赫数犕犪、俯仰角α、偏转角γ、总压

狆
和静压狆。

图３中０、１、２、３、４分别代表５个测压孔，犆

代表气流方向。

图３　五孔探针及角度定义

Ｆｉｇ．３　Ｆｉｖｅｈｏｌｅｐｒｏｂｅａｎｄａｎｇｌ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五孔探针固定于位移机构上，其行程为８０

ｍｍ，精度为１ｍｍ，且可实现３６０°旋转，精度为

０．１°。固定探针的位移机构安装于高精度三

维自动坐标架，可实现在犛１ 整个矩形截面上

沿三个方向自动位移，行程为６００ｍｍ，精度为

０．１ｍｍ。

试验前，将五孔探针固定于位移机构中，调整

探针头部使其与风洞轴线平齐；位移机构安装于

三维坐标架的水平台，通过水平仪保证坐标架的

三个位移方向分别与风洞狓、狔、狕向平行。由于

三维坐标架的位移行程和位移精度均优于位移机

构，且为自动步进，因此采用坐标架进行位移，带

动五孔探针测量流场，五孔的压力通过压力扫描

阀读取，经过计算得到流场参数。

试验中，探针头部从测量截面犛１ 沿狓负方向

向风洞内部位移５ｍｍ，避免外界自由流对测量数

据产生影响。测量区域照片如图４（ａ）所示。图

４（ｂ）为犛１ 截面上的测点布置示意图，在近壁面处

加密测点，共计３９９个测点。

１２　试验结果

通过五孔探针测量，得到了维氏收缩段出口

犛１ 面的速度场、总压场和方向场，如图５。为详细

７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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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测量区域与测点布置

Ｆｉｇ．４　Ｐｈｏｔｏｏｆ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ａｒｅａａｎ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ｌａｙｏｕｔ

观察流场各物理参数分布及相应核心区，将坐标

无量纲化。（文中核心区指特定区域内针对某物

理参数的可用范围，即物理参数梯度变化缓和的

图５　维氏收缩段出口流场（犕犪犛１＝０．２）

Ｆｉｇ．５　Ｏｕｔｆｌｏｗ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ｏｆＷｉｔｏｚｉｎｓｋｙ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犕犪犛１＝０．２）

区域，本文通过核心区占出口区域的展向百分

比×周向百分比表示其大小）。速度场指马赫数

犕犪犛１分布，衡量速度大小均匀性；总压场指总压

恢复系数σ分布，反应气流损失；方向场指气流偏

角βｄｅｖ分布，衡量方向均匀性，气流偏角为当地气

流方向偏移主流的角度（主流方向为狓正向），由

探针测得的俯仰角α和偏转角γ计算获得。如式

（３）所示

βｄｅｖ＝ａｒｃｓｉｎ ｓｉｎ
２
α＋ｓｉｎ

２
槡 γ （３）

　　图５中三个云图对称分布，其中速度场（图

５（ａ））和总压场（图５（ｂ））核心区域达到９０％×

９０％，核心区域马赫数大于０．１９８，与设定马赫数

０．２的偏差保持在０．００５以内；核心区域气流的

总压恢复系数基本都在０．９９以上，气流损失很

小。对于方向场（图５（ｃ）），核心区域大约占

９０％×７５％，均匀区较小，栅距方向端部三维流动

较强。

图６为犛１ 面狔、狕方向中心线上气流偏角分

布。可以看出，狔向９０％范围内的气流偏角整体

控制在±０．５°以内，狕向７５％区域内气流偏角达

到±１°，狕向气流偏角偏大，方向核心区偏小。

上述试验结果表明，维氏收缩段出口的速度

场、总压场良好，但出口栅距方向端部三维流动

较强，气流偏角较大，方向核心区较小，导致出

口可用区域减小，相比速度场和总压场，其核心

区沿周向减小了１５％。为探究原因并对收缩段

作出改进，下文利用数值方法对四种收缩段进

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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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维氏收缩段出口气流偏角

Ｆｉｇ．６　Ｏｕｔｌｅｔ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ｏｆＷｉｔｏｚｉｎｓｋｙ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数值计算

２１　收缩曲线及收缩段模型

维氏曲线截面高度犺与轴向距离为狓 的关

系如式（４）所示。该曲线是由前苏联科学家

Ｗｉｔｏｚｉｎｓｋｙ对理想不可压对称流推出，特点是根

据进出口高度犎ｉ和犎ｏ 及收缩段长度犔生成曲

线是唯一的。

双三次曲线（式（５））由两段三次曲线拼接而

成。除进出口高度犎ｉ和犎ｏ及收缩段长度犔外，

另需确定两段三次曲线前后连接点的横坐标狓ｍ

（本文收缩段狓ｍ 取０．５）。

维氏公式

犺＝
犎ｏ

１－ １－
犎ｏ

犎（ ）
ｉ

２ １－
３狓２

３犔（ ）２
２

１＋
狓２

３犔（ ）２

熿

燀

燄

燅

烅

烄

烆

烍

烌

烎

２

０．５

（４）

　　双三次公式

犺－犎ｏ

犎ｉ－犎ｏ

＝

１－
１

狓２ｍ
（狓／犔）３

狓
犔
≤狓ｍ

１

１－狓
２
ｍ

［１－（狓／犔）
３］ 狓

犔
＞狓

烅

烄

烆
ｍ

（５）

　　根据式（４）和式（５）生成的维氏曲线与双三次

曲线，如图７（ａ）所示，曲率变化图如图７（ｂ）。可

以发现与双三次曲线相比，维氏曲线前段收缩急

剧，曲率很大，容易出现逆压梯度，后段则很平缓。

双三次曲线曲率分布则比较均匀，收缩部位明显

靠近曲线中后部。

图７　收缩曲线及曲率变化

Ｆｉｇ．７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ａｎｄ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所研究的四种收缩段分别为

１）Ｗｉｔｏｚｉｎｓｋｙ＃１，简称 ＷＺ＃１，即叶栅风洞

现有收缩段，采用维氏曲线作为型线，进口直径

＝８００ｍｍ，且收缩段整体为圆转方三维结构。

２）Ｗｉｔｏｚｉｎｓｋｙ＃２，简称 ＷＺ＃２，为与ＷＺ＃１

对比获得三维收缩结构对气流的影响，同时与改

进收缩段对比获得不同曲线的气动特性，收缩段

前采用圆转方结构，采用维氏曲线作为型线，进口

直径＝８００ｍｍ，收缩段为二维收缩型式。

３）Ｄｏｕｂｌｅｃｕｂｉｃ＃１，简称ＤＣ＃１基于风洞

气源能力设计的大管径收缩段，采用双三次曲线

作为型线，收缩段前采用圆转方结构，进口直径

＝９００ｍｍ，收缩段为二维收缩型式。

４）Ｄｏｕｂｌｅｃｕｂｉｃ＃２，简称ＤＣ２，设计收缩段，

所用型线与ＤＣ＃１一致，收缩段前采用圆转方结

构，进口直径＝８００ｍｍ，收缩段为二维收缩型式。

为了节约计算资源同时更好地模拟试验工

况，依据工程实际，在收缩段进口增加长度为４００

ｍｍ的进口延伸段代替稳定段来流，出口增加长

度为２００ｍｍ的出口延伸段稳定气流，收缩段几

何结构如图８。

采用商用软件ＣＦＸ求解器进行求解，为关注

附面层的发展以及逆压梯度下的壁面约束流动，

选用低雷诺数流动性能较好的犽ωＳＳＴ（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湍流模型，使用基于压力的耦合

型求解器，数值方法为二阶迎风格式。

９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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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收缩段几何结构（单位：ｍｍ）

Ｆｉｇ．８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ｅｃ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ｍｍ）

计算条件根据试验给定出口背压为大气压，

调节进口总压使出口马赫数达到０．２，轴向进气，

总温给定３３０Ｋ，无滑移绝热壁面条件。依据风

洞结构中在进口延伸段进口采取壁面开缝的措施

来中断附面层发展的具体措施，可忽略进口附面层

厚度。风洞稳流段含有两个蜂窝器和三个整流网，

可以有效降低湍流度，因此来流湍流度给定１％。

２２　网格无关性验证

使用ＩＣＥＭ 对收缩段造型构造结构化网格，

依据所选湍流模型控制壁面狔
＋为１左右，同时保

证其与主流区网格交界处网格密度缓慢过渡。网

格无关性验证选用的网格量（犖）分别为：６０万、８０

万、１００万、１２０万。对四种网格数量的计算结果中

的轴向速度进行对比确定最佳网格量，如图９。

图９　轴向速度分布

Ｆｉｇ．９　Ａｘｉ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图９表现出随着网格数的增加，狓向速度略

微增加，趋势保持一致，１２０万网格与６０万网格

的轴向速度差距不超过１％，因此计算网格量选

用６０万。

２３　数值结果分析

２．３．１　核心区

速度核心区即除去边界层外的主流区域，通

过收缩段出口狔、狕向中心线上速度分布，可以直

观对比核心区大小，如图１０，进而预估出整个出

口截面的核心区范围，如表２。

依据表２可以大致得到不同收缩段出口截面

的核心区范围：两种双三次收缩段的速度分布基

本一致，核心区最大，为８８％×９２．５％；ＷＺ＃１次

０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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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狔、狕向出口速度

Ｆｉｇ．１０　Ｏｕｔｌｅ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ｌｏｎｇ狔ａｎｄ狕

表２　速度核心区

犜犪犫犾犲２　犞犲犾狅犮犻狋狔犮狅狉犲犪狉犲犪

方向
速度核心区占比／％

双三次收缩段 ＷＺ＃１ ＷＺ＃２

狔 ８８ ８４ ７８

狕 ９２．５ ９０ ８０

之，为８４％×９０％；ＷＺ＃２最小，为７８％×８０％。

相比 ＷＺ＃２，ＷＺ＃１的三维结构能增大１３．２％

的核心区，双三次收缩段能进一步增大５．８％。

为观察四种收缩段的损失特性，同样给出收

缩段出口狔、狕向中心线上的总压恢复系数分布，

如图１１。

双三次收缩段沿狔向和狕向的核心区都大于

维氏收缩段，但总压恢复系数更小。ＷＺ＃２比双

三次收缩段的总压恢复系数更高，说明了维氏曲

线的损失特性更好。ＷＺ＃１相比 ＷＺ＃２并无圆

转方和过渡段，会使沿程损失略微下降，但并不明

图１１　狔、狕向出口总压恢复系数

Ｆｉｇ．１１　Ｏｕｔｌｅｔ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ｌｏｎｇ狔ａｎｄ狕

显。此外，ＷＺ＃１的三维收缩结构能够明显拓宽

核心区，与速度核心区的结论一致。ＤＣ＃１的损

失特性比ＤＣ＃２略好。

２．３．２　气流均匀性

动压系数［５，２２］衡量收缩段出口气流的速度大

小均匀性，理想情况下，速度核心区动压系数应该

为０，而且各处的速度大小相等，方向沿轴线。但

实际情况中，由于洞壁的干扰以及收缩曲线的差

异，附面层发展情况不同，会使动压系数有较大区

别，因此动压系数可以反映出气流核心区速度大

小均匀性。

由于对比动压系数大小需要事先确定核心

区，因此依据文中第２．３．１节核心区的结果来对

比四种型式收缩段的气流均匀性。

动压系数

μ犻 ＝
狇犻

珔狇
－１ （６）

其中μ犻是第犻点的动压系数，狇犻是第犻点的动压，

即当地总压与静压之差；珔狇是测量点的平均动压

值。根据国军标，均匀区域的动压系数不大于

０．００５（图１２中以虚线标示）。

狔向维氏收缩段的均匀性更好，ＷＺ＃１动压系

数更大，说明三维结构对气流均匀性不利。两个双

三次收缩段中心部分的动压系数均达到０．００５，核

心区两侧约２０％的区域超出０．００５，且整体波动较

大，两者相比之下，ＤＣ＃１的均匀区略大。

狕向四种收缩段中心区域的动压系数远小于

０．００５。整体来看，ＷＺ＃２的动压系数最小，整体

非常平滑，是由于维氏出口稳流段较长，更有利于

气流均匀，而且 ＷＺ＃２避免了 ＷＺ＃１三维结构

１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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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狔、狕向出口动压系数

Ｆｉｇ．１２　Ｏｕｔｌｅｔ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ｌｏｎｇ狔ａｎｄ狕

扰动气流的不利影响。ＤＣ＃２次之，ＤＣ＃１动压

系数最大，气流均匀性最差。

因此，相比双三次收缩段，维氏收缩段收缩后

的稳流段较长，气流分布更加均匀。ＷＺ＃２比

ＷＺ＃１的均匀性更好，证明 ＷＺ＃１的三维收缩

结构并不利于改善出口气流均匀性。整体来看，

两种双三次收缩段相比ＤＣ＃２的性能更好。

２．３．３　气流偏角

气流偏角［５，２１］是指当地气流方向偏移主流的

角度，反映流动的方向均匀性，主要受到横向压力

梯度影响。本文出口的主流方向定义为狓正向。

气流偏角βｄｅｖ定义

βｄｅｖ，犻 ＝ａｒｃｔａｎ
狏２＋狑槡

２

（ ）狌
（７）

其中βｄｅｖ，犻是第犻点的气流偏角，狌、狏、狑 分别是沿

狓向、狔向和狕向的分速度。国军标规定：方向均

匀区域的气流偏角不大于０．２°（图１３中以虚线

图１３　狔、狕向出口气流偏角

Ｆｉｇ．１３　Ｏｕｔｌｅｔ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ａｌｏｎｇ狔ａｎｄ狕

标示）。

沿着狔向，四种收缩段出口的气流偏角均小

于０．２°，同时双三次收缩段的气流偏角整体更

小，ＤＣ＃２的气流偏角最小。对比两种维氏收缩

段发现，ＷＺ＃１的三维结构会对气流产生扰动，

致使气流偏角整体增加，最大从０．０７°增加至

０．１°，增大了４３％，但对方向均匀区的拓展并无

积极作用。

对比狕向 ＷＺ＃２与双三次收缩段气流偏角

分布，其在中心区域气流偏角基本一致，但采用双

三次曲线可以将方向均匀区拓宽０．１ｍ，占狕向宽

度１２．５％。相比 ＷＺ＃２、ＷＺ＃１的三维收缩结

构能够拓展狕向方向均匀区１７．５％，但会使其气

流偏角整体增大。

因此，双三次收缩段的气流方向均匀性更好，

ＤＣ＃２整体优于ＤＣ＃１。ＷＺ＃１的三维结构会

增加气流扰动，使气流偏角整体增加，略微拓展狕

向方向均匀区。

２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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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４　轴向静压梯度

轴向静压梯度［５，２２］是指轴线上的气流静压沿

流程变化的程度，反映了气流加速的快慢以及加

速位置，如图１４。

轴向静压梯度

!犆ｐ＝
ｄ犆ｐ
ｄ狓

（８）

式中犆ｐ是静压系数。

图１４反映出双三次收缩段与维氏收缩段有

着明显的区别，但ＤＣ＃１和ＤＣ＃２几乎完全重

合，ＷＺ＃１与 ＷＺ＃２相比，轴向静压梯度有微小

差异，由三维结构引起。维氏收缩段在进口处压

力梯度更大，峰值位于前半段（狓＝０．３ｍ），说明其

进口收缩更快，在出口处压力梯度小，收缩慢。双

三次收缩段正好与其相反，梯度峰值位于后半段

（狓＝０．６５ｍ），进口收缩慢，出口收缩快。双三次

收缩段在后半段收缩，且顺压梯度更大，利于形成

更薄的附面层，核心区更宽，方向更均匀，与文中

第２．３．１节和第２．３．３节结论一致。

图１４　轴向静压梯度分布

Ｆｉｇ．１４　Ａｘ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２．３．５　分离特性

良好的收缩曲线在实现均匀出口气流的同

时，应该满足流场无分离的要求。可以通过近壁

速度分布进行分析，如图１５。

整体来看，ＤＣ＃１和ＤＣ＃２的近壁速度分布

完全重合，ＷＺ＃１和 ＷＺ＃２的收缩段部分近壁

速度趋势基本一致，过渡段部分速度分布则不同。

ＷＺ＃１三维流动最强，上游过渡段受到三维收缩

段结构的影响，近壁速度分布最为紊乱，ＷＺ＃２

及双三次收缩段为方转方结构，对上游流动影响

小，因此过渡段速度分布平缓。

图１５　近壁速度分布

Ｆｉｇ．１５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ｎｅａｒｗａｌｌ

在收缩段入口处（虚线框１），维氏收缩段的

近壁速度明显下降，存在逆压梯度，双三次收缩段

速度平缓；加速后在出口处，所有收缩段的近壁速

度都发生过冲，存在逆压梯度（过冲指气流速度的

峰值超过设定速度，图中以虚线框２、３标示）。维

氏收缩段的过冲较小，远离出口，双三次收缩段的

过冲更强，靠近出口，因此维氏收缩段的出口均匀

性更好。

由于四种收缩段进出口处存在逆压梯度，有

分离的可能，给出流线图进行分析，流线颜色表示

当地轴向马赫数（犕犪ａｘｉａｌ）大小。

图１６表明，维氏收缩段进口处均发生分离，

出现一对旋涡，而双三次曲线则具有良好的流线，

说明进口分离是由收缩曲线的原因导致，在于维

３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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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子午面流线

Ｆｉｇ．１６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ｏｎｍｅｒｉｄｉａｎｐｌａｎｅ

氏曲线进口收缩较急，而并非 ＷＺ＃１的三维收缩

结构。

２．３．６　马赫数等值线

马赫数等值线的轮廓可以表明速度大小均匀

性，而等值线的分布密度可以表现速度梯度。因

此给出轴向马赫数（犕犪ａｘｉａｌ）等值线分布如图１７

所示。

图１７　轴向马赫数等值线

Ｆｉｇ．１７　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ｉｎｅｏｆａｘｉａｌＭａｃｈｎｕｍｂｅｒ

马赫数等值线表明，四种收缩段并没有出现

显著的不均匀流动段，速度过渡良好。另外维氏

收缩段的加速段（速度等值线分布密集处）靠近收

缩段进口，出口的速度等值线没有向试验段凸起，

说明其出口主流较为均匀。双三次收缩段的加速

段更靠近出口，出口的速度等值线向试验段凸起

明显，导致出口主流的不均匀性略差，佐证了上文

的流场均匀性分析结果。

３　结　论

本文基于西北工业大学高亚声速平面叶栅风

洞，采用试验数值相结合的方法，研究采用不同曲

线与几何的收缩段的气动性能，可得出如下结论：

１）对维氏收缩段进行测量，发现其出口的速

度场、总压场良好，核心区宽广，但出口栅距方向

端部三维流动较强，方向核心区较小，且整体气流

偏角较大。

２）维氏曲线在前部加速气流，出口气流更均

匀，损失特性更好，但进口收缩过急壁面逆压梯度

会引起气流分离。双三次曲线在后部加速气流，

主流区顺压梯度更大，附面层更薄，因此出口核心

区更宽，方向更均匀，分离特性更好，但出口过冲

更大。

３）现有收缩段的三维结构在拓宽核心区同

时对气流扰动较大，会恶化速度大小均匀性和方

向均匀性，气流偏角增加最大达４３％。两种双三

次收缩段相比，ＤＣ＃１的损失特性更好，气流均

匀性更差，但差距很小，且轴向静压梯度、轴线速

度分布完全一致，因此进口管径对双三次曲线气

动性能影响不大。

综上，为了改进现有维氏收缩段的出口方向

场，必须避免圆直接收缩至方的现有收缩结构，同

时可以采用双三次收缩段进一步提高方向场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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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飞行试验数据的进气道畸变

预测与试验验证

姜　健１
，２，赵海刚２，李俊浩２

（１．西北工业大学 动力与能源学院，西安７１０１２９；

２．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西安７１００８９）

摘　　　要：采用响应曲面的试验设计方法，构建了基于试飞数据的进气道压力畸变预测模型，进行不同飞

行工况进气道畸变模型预测与飞行试验验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模型预测与飞行试验结果相比，综合压力

畸变指数平均相对误差为４．２１％，稳态周向畸变指数平均相对误差为７．９９％，结果吻合良好，能够满足对该

型进气道畸变预测要求；大迎角、侧滑及其组合飞行时，进气道内部附面层气流分离是造成进气道出口畸变的

主要因素；进气道出口低压区的位置与飞行姿态角相对应，并在周向上向压气机的旋转方向有小范围偏转，偏

转角度与发动机状态相关；采用“模型预测＋飞行试验”的模式能够完整、安全高效地考核评估飞机进气道的

畸变特性，具有很好的工程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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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矢量推力技术与高性能涡扇发动机在新

一代战斗机上的应用，使得飞机的飞行马赫数越

来越高，大迎角、侧滑角等飞行机动性能更强，进

而造成进气道出口流场畸变强度增大，影响到发

动机的工作稳定性，严重时可导致压气机失速、喘

振，甚至发动机空中停车等不安全事故的发

生［１４］。因此，飞机进气道流场畸变、压力损失系

数等特性的研究成为新一代战斗机设计及试飞鉴

定的关键内容，也是国内外学者高度重视的研究

课题之一［５］。

在国内，西北工业大学的吴虎、刘振侠，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的郭荣伟、胡骏、黄金泉等教授的课

题组进行了进气道畸变特性仿真、预测及其对发

动机稳定性相关影响的技术研究［６１４］。空军工程

大学、沈阳发动机研究所等单位在台架试验中利

用插板形式进行了不同畸变特性的模拟及其对发

动机稳定性的影响研究［１５］。中国飞行试验研究

院依托系列飞机、发动机型号的设计定型试飞，进

行了不同工况下的飞机进气道畸变强度测量及评

估技术研究［５］。

在国外，欧美等航空发达国家在包含畸变在

内的进气道性能的仿真、测量试验方面投入了大

量人力、物力开展相关技术研究，取得了巨大的研

究成果［１６２１］。其中美国的 ＮＡＳＡ于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初启动了高稳定性发动机控制（ｈｉｇｈｓｔａｂｉｌｉ

ｔｙｅｎｇｉｎ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ＨＩＳＴＥＣ）系统研究项目，该系

统主要包括进气道畸变评估与发动机稳定性管理

两部分内容，目的是在飞行中通过飞机的迎角、侧

滑角等关键参数的测量来实时预测出进气道出口

的畸变特性，作为发动机数控系统的输入变量，进

行实时、定量化的发动机稳定性控制与管理。

相比于国外在试飞中对进气道畸变特性的实

时预测评估以及将预测结果与发动机稳定性融合

控制的研究与应用，国内在飞机进气道畸变特性

试飞鉴定评估中，依然采用加装全尺寸进气道测

量耙进行测试评估试验理念。这种在试飞中加装

进气道测量耙给飞行试验带来了安全隐患，特别

是在高机动飞行中，这种介入式测量带来的的气

流扰动和安全隐患更为突出。

本文以某型飞机设计定型试飞为依托，结合

装备预研航空工业联合基金项目，基于飞机进气

道与发动机相容性科目飞行试验数据，采用响应

曲面的试验设计方法，构建了进气道压力畸变特

性预测模型，进行不同工况下试飞结果的预测及

试飞验证评估研究，获得了较为精确的进气道畸

变预测模型，探索并验证了“模型预测＋飞行试

验”的模式在完整、安全、高效地考核评估飞机进

气道的畸变特性试飞中的可行性和合理性，为后

续型号进气道流场畸变预测和相关的飞行试验提

供技术参考。

１　研究方案与测量系统设计

１１　预测的飞机进气系统介绍

某型歼击机是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重型制空

战斗机，为我空军作战的主要力量。该型飞机进

气系统采用翼下多元多波系外压式超声速进气

道，进气道构型沿气流方向平直设计，唇口面为斜

矩形，左右两侧进气道几何参数相同。为了满足

在整个飞行包线范围内的进气道与发动机空气流

量的匹配，该型进气道内部配备多级超声速压缩

斜板，斜板板位开度由控制器根据环境温度、发动

机转速等参数进行自动调节。进气道前端底部配

备多级叶栅式辅助进气门，通过进气道内外压差

自动调节辅助进气门的开度，以满足在飞机静止

或低速滑行时、发动机中间及以上状态的较大空

气流量需求。

１２　研究方案

研究方案如图１所示。分为３步：第１步是

对前期已有的该型号稳定平飞、爬升、盘旋等小机

动工况下的进气道畸变飞行试验数据进行处理分

析，并以试飞数据为基础进行进气道畸变模型构

建技术研究，建立初步的进气道畸变模型；第２步

在前期未参与建模试飞数据的基础上，加入盘旋

机动、收敛转弯、俯冲拉起飞行等有限机动飞行试

飞数据，进行模型预测结果的验证与修模，获得预

测精度满足试飞结果评估要求的预测模型；第３

步为针对特殊边界和半滚倒转、斤斗等高机动、大

７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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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进气道畸变预测研究方案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ｆｏｒｉｎｌｅｔ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过载飞行等机动飞行工况，在前期包括试飞方案

设计规划等技术准备以及进气道测试方案设计、

加装与联校等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分别进行了该

工况下的模型预测和飞行试验结果验证，进一步

提高该型进气道畸变预测模型的精度和在特殊边

界、大过载机动等工况的适用性和准确性。并在

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完成该型飞机进气道畸变特

性预测与试飞验证报告的编写。表１为进气道畸

变特性预测与试飞验证工况规划表。

表１　进气道畸变特性预测与飞行试验工况规划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犕犻狊狊犻狅狀狆犾犪狀狀犻狀犵犳狅狉犻狀犾犲狋犱犻狊狋狅狉狋犻狅狀犲狊狋犻犿犪狋犻狅狀

犪狀犱犳犾犻犵犺狋狋犲狊狋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

序号 试飞工况 研究阶段

１
滑行、起飞、爬升（含爬升限）、

下滑及着陆
建模

２
典型高度速度平飞、平飞加减速，

发动机过渡态等
建模

３
典型高度、速度带迎角、侧滑角

飞行等
建模＋修模

４
盘旋机动、收敛转弯、俯冲拉起

飞行等
修模＋验证

５ 斜板备份／手动功能检查 建模＋修模

６
半滚倒转、斤斗等高机动、

大过载飞行等
验证

１３　测试系统设计方案

本项目在试飞载机上加装了机载测试和遥测

等系统。遥测系统用于试飞中机上测试数据的实

时预处理与地面监控站遥测数据交联，以便科研

人员对飞机试飞关键数据进行实时远程监控。机

载测试系统由传感器及信号调理单元、通用数据

采集单元、机载ＧＰＳ数据单元等组成，用于试飞

中试验机测试参数的采集、记录等功能，为后续试

飞数据的处理、结果评定提供数据依据。

图２　进气道畸变测量系统设计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ｉｎｌｅｔ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为了在特殊边界和部分大过载试飞验证中获

取该型飞机进气道出口压力畸变数据，在进气道

出口截面上加装了进气道畸变测量系统，如图２

所示。整个测量系统由６支周向等角度安装的测

量耙和６个壁面静压测点组成，测量耙与壁面静

压测点间隔分布。每支测量耙上等环面布置５个

总静压测点、１个总温测点与１个０．９犚（犚 为发

动机进口截面半径）处的动态压力测点。其他测

８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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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参数包括进气道斜板角度、发动机各截面温度

和压力、风扇及压气机转速等参数。在试验前，进

行了管路气密性检查和整个测试系统的联校，确

保了测试系统的测量精度。

图３为试飞中加装的进气道测量耙，装机前总

静压受感部经过风洞试验校准，满足测试精度要求。

图３　进气道压力畸变测量耙

Ｆｉｇ．３　Ｒａｋｅ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ｌｅ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２　进气道压力畸变预测建模

２１　进气畸变强度指标与建模因子分析

采用综合压力畸变指数犠、稳态周向畸变指

数Δσ０、紊流度ε等３个参数作为建模的响应变

量，具体定义如下。

综合压力畸变指数犠 由稳态周向畸变指数

Δσ０ 和紊流度ε组成。即

犠 ＝Δσ０＋ε （１）

　　稳态周向畸变指数Δσ０ 计算如下：

由于测点按照等环面布置，所以周向位置φ
的径向平均总压为

狆

狉 （φ）＝∫

１

０

狆
（狉′，φ）ｄ狉′ （２）

式中狆
（狉′，φ）是周向φ、径向狉′处测得的总压。

狉′＝狉／狉ｔｉ为发动机进口任一环半径与轮缘半径之

比；得到径向平均总压沿周向分布曲线，对曲线上

低于平均总压的低压区取平均值，公式如下：

狆

ａｖｌ＝

１

φ２－φ１∫
φ２

φ１

狆

狉 （φ）ｄφ （３）

　　再沿周向对狆

狉 （φ）取平均值，可得到流场的

面平均总压如下：

狆

ｆａｖ＝∫

１

０

狆

狉 （φ）ｄφ （４）

　　最后，稳态周向畸变指数按照下式来计算：

Δσ０ ＝ １－
狆

ａｖｌ

狆
（ ）
ｆａｖ

×１００％ （５）

　　紊流度ε是发动机进口截面狉′＝０．９处总压

脉动方均根幅值沿周向的平均值，公式如下：

ε＝
１

狀∑
狀

犻＝１

１

犿∑
犿

犼＝１

狆ｔｄｉ－狆（ ）ｔａｖ［ ］２
１
２

狆

烅

烄

烆

烍

烌

烎ｔａｖ

（６）

式中狀为平均值中动态总压测点数；犿 为数据样

本量；狆ｔｄｉ为测点动态压力；狆ｔａｖ为测点动态压力平

均值；通常影响战斗机进气畸变构型和畸变强度

的因素包括飞机飞行高度、速度以及飞行姿态等。

因此，在本文的预测建模中，选取飞行高度犎ｐ、飞

行马赫数犕犪、迎角α、侧滑角β等４个表征飞行

工况的参数作为畸变预测模型的影响因子。

２２　基于响应曲面法的畸变建模方案

响应曲面法是一种解决多变量问题的统计学

方法，利用合理的试验设计方法得到一定的数据，

并使用多项式回归（或人工神经网络训练）得到系

统自变量和响应特征之间的非线性关系［２２］。

响应曲面法解决非线性问题的主要步骤如

下：①确定研究问题的合理设计空间，包括自变量

的确定以及各自变量参数的变化范围；②构造多

项式函数，对于大部分非线性问题，采用二次多项

式逼近真实规律；③使用合理的试验设计方法，进

行试验设计；④通过试验或者仿真计算等手段，得

到各设计点的响应特征；⑤最小二乘法回归拟合

多项式的系数，并做模型的适合性检验，在某些情

况下，可能需要剔除一部分相关性较差的项，再次

进行拟合［２３］。

假设某过程的相应变量狔与多个自变量狓１，

狓２，狓３，…，狓狀
０
都具有函数关系

狔＝犳（狓１，狓２，狓３，…，狓狀
０
）＋ζ （７）

式中为ζ统计误差，狀０ 为设计变量个数。

可以将其近似为如下二次多项式形式：

狔
（狆）＝犮０＋∑

犻

犮犻狓犻＋ ∑
１≤犻≤犼≤狀０

犮犻犼狓犻狓犼

（狆＝１，２，…，狀ｓ） （８）

式中狀ｓ为试验次数；狓１，狓２，狓３，…，狓狀
０
为设计变

量；犮＝ 犮１ 犮２ … 犮狀［ ］ｒ
Ｔ 为回归系数矩阵，可由

最小二乘法得到。

在求解上述二次多项式之前，需要采用合适

的试验设计方法得到足够的响应变量样本。中心

复合设计［２２］是响应曲面法分析中常用的试验设

计方法，适用于影响因子数不大于７的试验，其试

９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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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点包含中心点、顶点、轴向点３类。图４为影响

因子数犽＝２的复合设计方法试验点分布图。

图４　犽＝２的中心复合设计试验点分布

Ｆｉｇ．４　Ｔｅｓｔｐｏｉｎｔ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ｄｅｓｉｇｎｍｅｔｈｏｄｗｉｔｈ犽＝２

响应曲面生成后，需要对每一个自变量利用

犘值进行显著性检验，犘值可以简单认为是“该自

变量对统计结果完全不产生影响”这一事件发生

的概率，工程中一般要求犘＜０．０５以表明其显著

性，即在９５％的置信区间内可以认为该自变量对

于模型的预测结果影响显著。

同时为判断响应面的近似程度，采用校正决

定系数犚２ 对其预测能力进行评估，工程中足够

的逼近模型通常要求模型的犚２≥０．８。

犚２ ＝１－
犛ｓｅ
犛ｓｔ

（９）

式中犛ｓｅ是误差平方和，犛ｓｔ是总平方和。

犛ｓｅ＝∑

狀
ｓ

犻＝１

（狔犻－狔
（狆）
犻 ）

２ （１０）

犛ｓｔ＝∑

狀
ｓ

犻＝１

狔
２
犻

烄

烆
－
∑

狀
ｓ

犻＝１

狔
（狆）
烌

烎
犻

２

狀ｓ
（１１）

２３　畸变预测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基于响应曲面法的原理与本项目畸变预测建

模方案，并综合考虑模型求解难度与模型预测精

度要求，对于这种非线性问题，采用以下二次多项

式方程进行：

狔
（狆）＝犮０＋∑

犻

犮犻狓犻＋ ∑
１≤犻≤犼≤狀０

犮犻犼狓犻狓犼

（狆＝１，２，…，狀ｓ） （１２）

　　求解上述狀０ 个变量的二次回归方程式，需要

确定狇＝犆
２
狀
０
＋２个系数，因此试验次数就至少不能

小于狇。在响应曲面法中，通常需要选取合适的

试验方法来获取求解方程所需的样本，本文进行

模型样本选取时，采用中心复合设计方法，利用该

方法得到的样本点设计域如表２所示，设计域的

设置基本涵盖了飞行包线中的所有区域，表中设

计变量狓１、狓２、狓３、狓４ 分别对应影响因子犎ｐ、犕犪、

α、β。

表２　样本点设计域

犜犪犫犾犲２　犇犲狊犻犵狀犱狅犿犪犻狀狅犳狊犪犿狆犾犲狆狅犻狀狋狊

设计变量 －犪 －１ ０ １ 犪

狓１ ３ ５ ８ １１ １３

狓２ ０．４ ０．６ ０．９ １．２ １．４

狓３／（°） １ ３ ６ ９ １１

狓４／（°） －５ －３ ０ ３ ５

　　在设计域范围内，依据中心复合设计方法所

确立的原则，本文在已有的飞机进气道／发动机相

容性试飞数据中选取特定飞行高度犎ｐ、飞行马赫

数犕犪、迎角α、侧滑角β及其组合条件下的稳态

周向畸变指数Δσ０、综合压力畸变指数犠。在取

得的样本点基础上，进行二次多项式的响应曲面

拟合，初次拟合的结果如表３所示，表中犉表示犉

检验统计量值。

分析结果表明整个模型的显著性良好，但部

分项的显著性检验犘值大于０．０５，应予以剔除。

剔除不显著项后再次进行拟合，得到的拟合结果

如表４所示，模型及各子项均满足犘＜０．０５，模型

的校正决定系数犚２＝０．８０１，也满足犚２≥０．８的

要求，表明该模型足够逼近原始问题，可以用来预

测非试验点的响应值。

表３　初次拟合结果分析

犜犪犫犾犲３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犳犻狉狊狋犳犻狋狋犻狀犵狉犲狊狌犾狋

参数 平方和 均方值 犉 犘 检验结果

狔
（狆） ０．０１２ ８．４４２×１０－４ ４．７２ ０．００２５ 显著

狓１ １．３０９×１０－３ １．３０９×１０－３ ７．３３ ０．０１６２

狓２ １．９８８×１０－３ １．９８８×１０－３ １１．１２ ０．００４５

狓３ ２．８６１×１０－３ ２．８６１×１０－３ １６．０１ ０．００１２

０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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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参数 平方和 均方值 犉 犘 检验结果

狓４ －１．７４×１０－１８ －１．７４×１０－１８ －９．７１×１０－１５ １

狓１狓２ １．５６２×１０－４ １．５６２×１０－４ ０．８７ ０．３６４６

狓１狓３ ７．２２５×１０－５ ７．２２５×１０－５ ０．４ ０．５３４５

狓１狓４ ０ ０ ０ １

狓２狓３ ２．２５×１０－６ ２．２５×１０－６ ０．０１３ ０．９１２２

狓２狓４ ０ ０ ０ １

狓３狓４ －１．７４×１０－１８ －１．７４×１０－１８ －９．７１×１０－１５ １

狓２１ １．７８１×１０－５ １．７８１×１０－５ ０．１ ０．７５６６

狓２２ ３．０６３×１０－３ ３．０６３×１０－３ １７．１４ ０．０００９

狓２３ １．２４３×１０－３ １．２４３×１０－３ ６．９５ ０．０１８７

狓２４ ８．２９１×１０－４ ８．２９１×１０－４ ４．６４ ０．０４７９

残差 ２．６８１×１０－３ １．７８７×１０－４

失拟 ２．６８×１０－３ ２．６８×１０－４ １６０８．２３ ＜０．０００１ 显著

纯误差 ８．３３３×１０－７ １．６６７×１０－７

总离差 ０．０１４

表４　剔除不显著项后的拟合结果分析

犜犪犫犾犲４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犳犻狋狋犻狀犵狉犲狊狌犾狋犲狓犮犾狌犱犻狀犵犻狀犪狆狆犪狉犲狀狋犻狋犲犿狊

参数 平方和 均方值 犉 犘 检验结果

狔
（狆） ０．０１２ １．６５３×１０－３ １２．４１ ＜１×１０

－４ 显著

狓１ １．３１×１０－３ １．３０９×１０－３ ９．８３ ４．８×１０－３

狓２ １．９９×１０－３ １．９９×１０－３ １４．９３ ８×１０－４

狓３ ２．８６×１０－３ ２．８６×１０－３ ２１．４８ １×１０－４

狓４ －１．７×１０－１８ －１．７４×１０－１８ －１．３×１０－１４ １

狓２２ ３．０５２×１０－３ ３．０５×１０－３ ２２．９２ ＜１×１０
－４

狓２２ １．２３５×１０－３ １．２４×１０－３ ９．２７ ５．９×１０－３

狓２４ ８．２２５×１０－４ ８．２３×１０－４ ６．１８ ０．０２１

残差 ２．９３×１０－３ １．３３×１０－４

失拟 ２．９２９×１０－３ １．７２×１０－４ １０３３．７５ ＜１×１０
－４ 显著

纯误差 ８．３３３×１０－７ １．６７×１０－７

总离差 ０．０１４

　　获得的预测模型包含常数项、飞行高度 犎ｐ、

飞行马赫数犕犪、迎角α、侧滑角β的一次项以及

犕犪、α、β的二次项。

３　畸变预测试飞验证结果分析

３１　基于已有数据的预测模型初步验证分析

采用该型号鉴定试飞进气道数据中未参与建

模的数据点对拟合结果进行验证，验证工况点

１０６个。表５为典型工况下模型预测与试飞数据

结果对比。

结果表明：稳态周向畸变指数Δσ０ 最大预测

误差为２０．５８％、平均误差为７．９９％，综合压力畸

变指数犠 最大预测误差为１０．１６％，平均误差为

４．２１％。结果吻合良好，模型预测能够满足进气

１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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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典型工况进气模型预测与飞行试验数据结果对比

犜犪犫犾犲５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狆狉犲犱犻犮狋犲犱狉犲狊狌犾狋犪狀犱犳犾犻犵犺狋狋犲狊狋犱犪狋犪犻狀狋狔狆犻犮犪犾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

犎ｐ／ｋｍ 犕犪 α／（°） β／（°）
Δσ０／％ 犠／％

试飞 预测 误差 试飞 预测 误差

１２．９ １．２ －０．４ ０．３ ０．６８ ０．８２ ２０．５８ １．８７ ２．０６ １０．１６

１３．０ ０．８ ５．１ ５．０ １．３２ １．２９ ２．２７ ２．７６ ２．７１ １．８１

８．０ ０．８ ０．３ －０．９ ０．７４ ０．６２ １６．２２ １．９８ １．７９ ９．５９

１３．０ ０．８ ７．４ ４．６ １．５１ １．４３ ５．２９ ２．８９ ２．８３ ２．０７

１０．９ ０．８ ２．１ －４．６ ０．９２ １．００ ８．６９ ２．１５ ２．２５ ４．６５

８．０ ０．８ ０．５ １．４ ０．９７ ０．９２ ５．１５ ２．１１ ２．１２ ０．４７

１３．０ ０．８ ７．７ －５．１ １．６１ １．６４ １．８６ ３．０７ ３．０６ ０．３２

１１．０ ０．８ ５．７ ４．３ １．４ １．５０ ７．１４ ２．７４ ２．８５ ４．０１

１１．１ ０．８ ５．５ ０．１ １．１ １．１７ ６．３６ ２．３２ ２．４２ ４．３１

１１．０ ０．８ ５．５ ２．８ １．２ １．１３ ５．８３ ２．４５ ２．３５ ４．０８

５．５ ０．５ ８．０ －０．１ ３．９２ ３．７４ ４．５９ ５．１６ ５．０２ ２．７１

５．５ ０．５ ５．０ －０．６ ３．７４ ３．５９ ４．０１ ４．９８ ４．８７ ２．２１

道畸变特性的鉴定要求。

本项目建立的进气道畸变预测模型以飞行高

度犎ｐ、飞行马赫数犕犪、迎角α、侧滑角β作为输

入参数进行建模，其模型构建中涉及的进气道气

动构型是影响预测结果的关键因素，因此，该进气

道预测模型适用于采用翼下二元多波系外压式超

声速进气道的系列飞机进气道畸变预测评估。

３２　畸变随飞行迎角预测及试飞验证结果分析

在飞行包线范围内，分别采用飞行试验和模

型预测的方法，获得了不同飞行高度、飞行马赫数

和飞行姿态下的进气道出口总压畸变数据结果。

图５为飞行高度犎ｐ＝１３ｋｍ、犕犪＝０．４６、β接

近０°、发动机中间状态时进气道稳态周向畸变指

数Δσ０ 随飞行迎角的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

进气道出口的稳态周向畸变指数整体随飞行迎角

的增大而上升，在小迎角区域，Δσ０ 随迎角上升较

明显，在迎角α＝８°之后又随着迎角增大缓慢上

升，总体变化趋于平缓。模型预测结果与试飞测

量数据计算结果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吻合较好。

图６（ａ）、图６（ｂ）所示为 犎ｐ＝５．５ｋｍ、犕犪＝

０．４条件下，迎角α分别为１０．２°、１７．９°时，发动

机中间状态进气道出口总压畸变图谱。比较两幅

不同迎角的等压线图谱，可以看出相对于迎角α

为１０．２°时图谱，迎角α＝１７．９°时压力均匀度变

差，可知稳态畸变强度增大，但在该迎角范围内，

流场的畸变构型没有明显变化。另外，在大迎角

飞行时，进气道出口截面明显产生“半月”型低压

区，该低压区的形成是由于在大迎角飞行时，进气

道入口下壁面区域附面层分离后，沿进气道流程

逐步分离扩散，最终在发动机的进口截面下半区

域形成低压区。

图５　Δσ０ 随飞行迎角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５　Δσ０ｃｈａｎｇｅｃｕｒｖ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ｎｇｌｅｏｆａｔｔａｃｋ

３３　畸变随飞行侧滑角预测及试飞验证结果分析

图７为犎ｐ＝６．５ｋｍ、犕犪＝０．４６，在小迎角区

域、发动机中间状态时，进气道出口稳态周向畸变

指数Δσ０ 随飞行侧滑角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出：

进气道出口的稳态周向畸变指数随飞行侧滑角的

变大而增加，这是因为随着侧滑角的增大，进气道

内壁面上的附面层分离导致进气条件逐渐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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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典型大迎角飞行下进气道出口等压线图谱

Ｆｉｇ．６　Ｔｙｐｉｃａｌｉｓｏｂａｒ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ｉｎｌｅｔｏｕｔｌｅｔａｔｈｉｇｈ

ａｎｇｌｅｏｆａｔｔａｃｋ

图７　Δσ０ 随飞行侧滑角变化曲线

Ｆｉｇ．７　Δσ０ｃｈａｎｇｅｃｕｒｖ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ｎｇｌｅｏｆｓｉｄｅｓｌｉｐ

使得稳态周向畸变指数增高。模型预测与试飞测

量数据计算结果变化趋势一致，结果较吻合。

图８（ａ）、图８（ｂ）所示为飞行高度犎ｐ＝８ｋｍ、

飞行马赫数 犕犪＝０．６条件下，侧滑角β分别为

２．７°、１０．４°时，发动机中间状态进气道出口总压

畸变图谱。可以看出：随着飞行侧滑角的增大，气

流分离进一步增强，进气道截面低压区范围明显

变大，压力畸变强度增大。另外，在大侧滑飞行

时，进气道出口截面上也出现了较大面积的低压

区，但在侧向气流的影响下，流场内的压力梯度从

左上向右下逐步变疏，呈现高、低压区向同一侧

“挤压”的现象，分析可知，此时处于带迎角的收敛

转弯飞行，进气道内壁面的附面层分离区位于左

下方，沿进气道流程逐步分离扩散形成二次流以

及在发动机抽吸作用下，最终在发动机进口截面

形成“半月”型低压区，该低压区位置在压气机旋

转效应影响下向右方向偏转，这也是造成进气道

畸变构型图谱在风洞吹风与飞行试验相差异的

地方。

图８　典型大侧滑角飞行下进气道出口等压线图谱

Ｆｉｇ．８　Ｔｙｐｉｃａｌｉｓｏｂａｒ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ｉｎｌｅｔｏｕｔｌｅｔａｔｈｉｇｈ

ａｎｇｌｅｏｆｓｉｄｅｓｌｉｐ

图９为 犎ｐ＝５．５ｋｍ、犕犪＝０．４６、α＝１２．０°、

β＝－７．８°，发动机中间状态时进气道出口等压线

图谱，从图中可以看出：当迎角、侧滑角叠加时，低

压区面积比单纯大迎角或侧滑角飞行时更大，且

压力梯度的不均匀度提高，可知进气道出口流场

总压畸变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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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典型迎角与侧滑角下进气道出口等压线图谱

Ｆｉｇ．９　Ｔｙｐｉｃａｌｉｓｏｂａｒ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ｉｎｌｅｔｏｕｔｌｅｔａｔｈｉｇｈ

ａｎｇｌｅｏｆａｔｔａｃｋａｎｄａｎｇｌｅｏｆｓｉｄｅｓｌｉｐ

４　结　论

引入了“模型预测＋飞行试验”的研究方案，

采用基于响应曲面的试验设计方法，构建了基于

试飞数据进气道压力畸变特性预测模型，进行不

同飞行工况下进气道畸变特性模型预测与飞行试

验研究。通过对数据的整理计算与分析，得出以

下结论：

１）所建立的进气道畸变特性预测模型与试

验测量值相比，综合压力畸变指数犠 平均相对误

差为４．２１％，稳态周向畸变指数Δσ０ 平均相对误

差为７．９９％，结果吻合良好，能够满足对该型进

气道结果的预测要求；

２）大迎角、侧滑及其组合飞行时，进气道内

部附面层气流分离是造成进气道出口畸变的主要

因素；

３）进气道出口低压区的位置与迎角、侧滑角

相对应，并在周向上向压气机的旋转方向上有小

范围偏转；

４）采用“模型预测＋飞行试验”的模式能够

完整、安全高效地考核评估飞机进气道的畸变特

性，具有很好的工程适用性。

参考文献：

［１］　廉筱纯，吴虎．航空发动机原理［Ｍ］．西安：西北工业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　刘大响，叶培梁，赵景芸，等．航空发动机设计手册：第７册

进排气装置［Ｍ］．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　刘大响，叶培梁，胡骏，等．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稳定性设

计与评定技术［Ｍ］．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　赵鹤书．飞机进气道气动原理［Ｍ］．北京：国防工业出版

社，１９８９．

［５］　赵海刚，屈霁云，姜健，等．高机动飞行下进气道／发动机相

容性试验研究［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１０，２５（９）：２０７７

２０８２．

ＺＨＡＯＨａｉｇａｎｇ，ＱＵＪｉｙｕｎ，Ｊ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ｅｔａｌ．Ｔｈｅｆｌｉｇｈｔ

ｔｅｓｔｏｆｉｎｌｅｔ／ｅｎｇｉｎｅ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ｄｕｒｉｎｇｒａｐｉｄｌｙ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ｍａｎｅｕｖｅ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０，

２５（９）：２０７７２０８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杜建建，李舜酩，方立成．进气畸变与旋转失速诱导叶片振

动的相关性分析［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１１，２６（１１）：２６２３

２６２９．

ＤＵＪｉａｎｊｉａｎ，ＬＩＳｈｕｎｍｉｎｇ，ＦＡＮＧＬｉｃｈｅｎｇ．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ｂｌａｄ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ｉｎｌｅｔ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ｓｔａｌ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１，２６

（１１）：２６２３２６２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芮长胜，吴虎．周向总压畸变条件下多级轴流压气机失速

首发级预测分析［Ｊ］．航空发动机，２０１１，３７（５）：４９５２．

ＲＵＩＣ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ＷＵＨｕ．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ｉｒｓｔｓｔａｌｌ

ｓｔａｇｅｏｆ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ａｘｉａｌｆｌｏｗ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ｗｉｔｈ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Ｊ］．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２０１１，３７

（５）：４９５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刘振侠，郭东明，张丽芬，等．Ｓ形进气道流场数值模拟［Ｊ］．

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０６，２１（６）：２３１５２３１９．

ＬＩＵＺｈｅｎｘｉａ，ＧＵＯＤｏｎｇｍ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ｅｔａｌ．Ｎｕ

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ｆｏｒｓｕｐｅｒｓｏｎｉｃＳｓｈａｐｅｄｉｎ

ｌｅ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０６，２１（６）：２３１５

２３１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黄金泉，仇小杰，鲁峰，等．航空发动机性能恢复控制方法

［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１２，２７（７）：１５９５１６０４．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ｑｕａｎ，ＱＩＵＸｉａｏｊｉｅ，ＬＵ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ｅｎｇｉｎｅ［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２，２７（７）：１５９５１６０４．（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１０］　王健康，张海波，陈可，等．基于喘振裕度估计模型的发动机

高稳定性控制［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１３，２８（９）：２１４５２１５４．

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ｋａｎｇ，ＺＨＡＮＧ Ｈａｉｂｏ，ＣＨＥＮ Ｋｅ，ｅｔａｌ．Ｔｈｅ

ｈｉｇｈ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ｕｒｇｅｍａｒｇｉｎｅｓｔｉ

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３，２８

（９）：２１４５２１５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陈霆昊，张海波，孙健国．基于攻角预测模型的航空发动机

高稳定性控制［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１０，２５（７）：１６７６

１６８２．

ＣＨＥＮＴｉｎｇｈａｏ，ＺＨＡＮＧ Ｈａｉｂｏ，ＳＵＮＪｉａｎｇｕｏ．Ａｅｒｏｅｎ

ｇｉｎｅｈｉｇｈ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ｃｈｅｍｅｄｅｓｉｇ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ｎｇｌｅｏｆ

ａｔｔａｃｋ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

２０１０，２５（７）：１６７６１６８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谢文忠，郭荣伟．腹下无隔道大偏距Ｓ弯进气道流场特性

［Ｊ］．航空学报，２００８，２９（６）：１４５３１４５９．

ＸＩＥＷｅｎｚｈｏｎｇ，ＧＵＯＲｏｎｇｗｅｉ．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ｏｆｖｅｎｔｒａｌｄｉ

ｖｅｒｔｅｒｌｅｓｓｈｉｇｈｏｆｆｓｅｔＳｓｈａｐｅｄｉｎｌｅｔａｔｔｒａｎｓｏｎｉｃｓｐｅｅｄｓ

［Ｊ］．Ａｃｔａ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ｅｔ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８，２９（６）：

１４５３１４５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胡骏，赵运生，丁宁，等．进气畸变对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

稳定性的影响［Ｊ］．航空发动机，２０１３，３９（６）：６１２．

ＨＵＪｕｎ，ＺＨＡＯＹｕｎｓｈｅｎｇ，ＤＩＮＧ Ｎｉｎｇ，ｅ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

４１７１



　第８期 姜　健等：基于飞行试验数据的进气道畸变预测与试验验证

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ｌｅｔ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ｏｎｈｉｇｈｂｙｐａｓｓｒａｔｉｏ

ｔｕｒｂｏｆ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Ｊ］．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２０１３，３９（６）：６

１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吴斌，黄金泉，叶巍，等．涡扇发动机进口畸变条件下的优

化控制规律［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１５，３０（３）：７４６７５３．

ＷＵＢｉｎ，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ｑｕａｎ，ＹＥＷｅｉ，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ｃｏｎ

ｔｒｏｌｓｃｈｅｍｅｆｏｒｔｕｒｂｏｆ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ｕｎｄｅｒｉｎｌｅｔ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ｃｏｎ

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５，３０（３）：７４６

７５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江勇，陈戈，孔卫东，等．某型航空发动机对插板式进气畸

变的响应［Ｊ］．空军工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１，１２

（３）：１５．

ＪＩＡＮＧＹ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ｅ，ＫＯＮＧ Ｗｅｉｄｏｎｇ，ｅｔａｌ．Ａｎａｅｒｏ

ｅｎｇｉｎ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ｔｈｅｉｎｓｅｒｔｅｄｂｏａｒｄａｉｒｆｌｏｗｉｎｌｅｔｄｉｓｔｏｒ

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ｉｒＦｏｒｃ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１２（３）：１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ＭＥＬＩＣＫＨＣ，ＹＢＡＲＲＡＡ Ｈ．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ｍａｘｉｍｕｍｉｎ

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ｉｎｌｅｔ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Ｍ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Ｒ］．ＡＩＡＡ７８９７０，１９７８．

［１７］　ＤＥＬＡＡＴＪＣ，ＳＯＵＴＨＷＩＣＫＲＤ，ＧＡＬＬＯＰＳＧＷ．Ｈｉｇｈ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ｎｇｉｎ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ＡＩＡＡ９６２５８６，１９９６．

［１８］　ＯＲＭＥＪＳ，ＤＥＬＡＡＴＪＣ，ＳＯＵＴＨＷＩＣＫＲＤ，ｅｔａｌ．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ｎｇｏｆａｈｉｇｈ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ｎｇｉｎ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Ｒ］．ＮＡＳＡＴＭ１９９８２０６５６２，１９９８．

［１９］　ＤＥＬＡＡＴＪＣ，ＳＯＵＴＨＷＩＣＫＲＤ，ＧＡＬＬＯＰＳＧＷ，ｅｔａｌ．

Ｈｉｇｈ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ｎｇｉｎ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ＨＩＳＴＥＣ）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ｌｉｇｈｔ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Ｒ］．ＡＩＡＡ９８３７５６，１９９８．

［２０］　ＳＯＵＴＨＷＩＣＫＲＤ，ＧＡＬＬＯＰＳＧ Ｗ．Ｈｉｇｈ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ｎ

ｇｉｎ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ＨＩＳＴＥＣ）ｆｌｉｇｈｔ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Ｒ］．

ＡＩＡＡ９８３７５７，１９９８．

［２１］　ＣＯＵＳＩＮＳＷ Ｔ，ＤＡＶＩＳＭ Ｗ．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ｎｌｅｔ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ｔ１ｃｏｎ

ｃｅｐｔ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Ｒ］．ＡＳＭＥ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１ＧＴ

４５０６７４５０６８，２０１１．

［２２］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ＤＣ．试验设计与分析［Ｍ］．傅钰生，译．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９８：５６３５７５．

［２３］　郭勤涛，张令弥，费庆国．用于确定性计算仿真的响应曲面

法及其试验设计研究［Ｊ］．航空学报，２００６，２７（１）：５５６１．

ＧＵＯ Ｑｉｎｔａｏ，ＺＨＡＮＧ Ｌｉｎｇｍｉ，ＦＥＩＱｉｎｇｇｕｏ．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ｉｔ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ｆｏ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

ｔｉｃ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Ａｃｔａ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ｅｔＡｓｔｒｏｎａｕ

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６，２７（１）：５５６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编辑：陈　越）

５１７１



第３５卷 第８期

２０２０年 ８月

航空动力学报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犲狉狅狊狆犪犮犲犘狅狑犲狉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８

Ａｕｇ


．２０２０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０５５（２０２０）０８１７１６０８　　　　　　　　犱狅犻：１０．１３２２４／ｊ．ｃｎｋｉ．ｊａｓｐ．２０２０．０８．０１６

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喷流降噪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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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大涵道比分开排气喷管的缩比模型进行了吹风实验，模拟了双涵道喷流在加热条件下的远场

噪声特性，分析了４种不同几何参数的锯齿构型对喷流噪声的影响。结果表明：喷流噪声以大尺度涡产生的

低频噪声为主导，主要贡献方向为下游１５０°附近；锯齿喷管可以有效抑制低频部分及下游方向的噪声，最高

可降低峰值声压级（ＳＰＬ）约６ｄＢ；锯齿的切入程度可以显著的影响降噪量，４种锯齿构型中切入程度高的外涵

锯齿构型降噪效果最优，总声压级（ＯＡＳＰＬ）最高可降低３ｄＢ；内涵锯齿构型的降噪效果比外涵锯齿低，总声压级

最高降噪量在１ｄＢ以内；内外涵锯齿构型可以在外涵锯齿的基础上进一步抑制低频噪声，下游方向总声压级最

高降噪量为１．７ｄ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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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流噪声是动力装置噪声的主要分量之一，

在边线工况下喷流噪声对飞机适航的有效感觉噪

声级（ＥＰＮＬ）贡献很大，对于涵道比较低的发动

机，喷流噪声是动力装置的第一大分量［１］。自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飞机的喷流噪声水平在持续地降

低，这主要归功于双涵道的应用和不断增大的涵

道比。大涵道比使得产生相同推力的喷气速度降

低，可以有效抑制喷流噪声的水平。现如今新一

代的民用涡扇发动机涵道比都在８以上，喷流噪

声的贡献已经低于风扇噪声，但仍是动力装置主

要噪声分量，其降噪设计仍然受到工业界和研究

机构的关注。

除了增大涵道比外，降低喷流噪声的主要方

法是增强喷流射流与周围大气的掺混，从而缩短

高湍流度流动区域和声源区域的长度［２３］。喷流

降噪最具可行性是对喷管尾缘形状进行优化设

计，比如增加锯齿、突片［４］或者波瓣等形状［５］，进

而产生流向涡（也叫“纵向涡”）来强化喷流的掺

混。突片和波瓣的设计会带来比较大的气动性能

损失［６］，目前工业界中最主流的设计是锯齿形尾

缘，其已经成功应用在如Ｂｏｅｉｎｇ７３７ＭＡＸ、Ｂｏｅ

ｉｎｇ７８７、ＡＲＪ２１等多个飞机型号设计上。研究表

明，良好的锯齿设计可以在推力性能损失很小的

情况下降低２～３ｄＢ的适航噪声
［７］。近２０年来，

国外工业界通过数值和实验的手段对锯齿尾缘的

降噪设计开展了大量的研究［８１３］。Ｃａｌｌｅｎｄｅｒ

等［８１０］通过实验研究了双涵冷喷流下内涵锯齿的

近场和远场噪声特性，并通过粒子图像测速仪对

流场进行测量，分析了锯齿的降噪机理。Ｂｒｉｄｇｅｓ

等［１１］研究了单股热喷流下锯齿数、切入角、锯齿

长度等不同变量对喷流噪声的影响，认为锯齿是

降低喷流噪声最理想的方法。Ｒａｓｋ等
［１２］对中等

涵道比下内涵锯齿、外涵锯齿和内外涵锯齿的降

噪效果进行了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内外涵锯齿的

降噪效果与单一锯齿效果接近。Ｌｏｈｅａｃ等
［１３］对

ＣＦＭ５６发动机的排气喷管模型进行了锯齿设计，

并在风洞中进行了吹风实验，结果表明锯齿设计

在高工况下可降低有效感觉噪声级２．５ｄＢ，外涵

锯齿在该发动机下收益不高，安装效应可削弱锯

齿喷管的降噪效果。国内方面，庄家煜、李晓

东［１４］对各种形状的喷口进行了实验研究，结果表

明锯齿喷口的降噪效果明显，且推力损失最低。

汪洋海、李晓东［１５］对超声速喷流进行了实验研

究，研究表明锯齿喷口明显降低了超声速啸声的

强度。何敬玉等［１６］实验研究了Ⅴ形槽喷管对双

涵冷喷流噪声的降噪特性，验证了其对下游方向

具有较好的降噪效果。何敬玉、李晓东［１７１８］对带

有吊挂的双涵热喷流噪声进行了实验研究，结果

表明内涵添加锯齿的喷口可以抑制高频噪声的产

生，综合降噪效果最好，吊挂改变了喷流噪声周向

的频谱特性。

总地来看，目前学术界主要的研究对象为中

等及以下涵道比的喷流噪声，即涵道比在３～８之

间，而对大涵道比发动机喷流噪声特性及降噪方

法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通过实验的方法研究了

涵道比为１０的涡扇发动机分开排气喷管的喷流

噪声特性，设计了４种不同的锯齿构型，实验测量

了各种锯齿构型的喷流噪声远场频谱，并分析了

锯齿设计对其降噪特性的影响，对大涵道比喷流

噪声的降噪设计具有指导意义。

１　实验系统

本文对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分开排气喷管的

缩比模型进行了吹风实验，外涵气源为空气压缩

机常温供气，内涵气源采用燃烧加热的方式来模

拟发动机热喷流，通过在远场布置麦克风来测量

喷管喷流的噪声特性。本次吹风实验是在全消声

室的环境下进行的，消声室尺寸为９ｍ×７ｍ×

４．６ｍ，截止频率为２００Ｈｚ。

图１给出了双涵道热喷流噪声实验台的示意

图，该双涵道热喷流噪声实验台主要由气源、调节

阀、消声器、稳压箱、燃烧室及外涵与内涵实验段

构成。实验所需的气源来自储存在高压气罐内的

空气，高压空气由空气压缩机压缩得到，可连续提

供持续时间不小于１５ｍｉｎ、压力不小于０．４ＭＰａ

的干燥压缩空气。高压空气通过２个调节阀分别

进入外涵与内涵，其中外涵空气进入消声器进行

消声，以减少来流的湍流噪声以及压缩机噪声，内

７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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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双涵道热喷流噪声实验台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ｄｕａｌｓｔｒｅａｍｈｏｔｊｅｔｎｏｉｓｅｔｅｓｔ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涵空气经过稳压箱后进入燃烧室参与燃烧，转化

为高温高压的燃气，最终外涵常温空气与内涵燃

气共同通过实验段排出，以模拟涡扇发动机双涵

道热喷流的流动状态。

为了观测双涵道热喷流噪声实验台供气管路

系统中的压力和温度，以便于调整实验工况，在管

路系统中设置了多个压力和温度传感器，如图２所

示。在内涵稳压箱内设置有总压感头，主要用来测

量内涵稳压箱内的压力，以监测燃烧室的前端压

力；在燃烧室的出口位置设置有３个总温感头，主

要监测燃烧室的燃烧情况与出口的温度分布；在外

涵的稳压箱内设置有总压感头，主要用来监测外涵

的总压；在内涵喷管的出口位置设有总温和总压复

合感头，用来监测内涵出口的总压和总温。

图２　气流参数测量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实验所用到的远场传声器为丹麦 ＧＲＡＳ公

司的１／４英寸（６．３５ｍｍ）自由场传声器，测量的

频率范围为２００～６００００Ｈｚ，标定使用的声源为

Ｂ＆Ｋ（Ｂｒüｅｌ＆Ｋｊｒ）４２２８号标准声源，该声源的

标准输出声压级为９４ｄＢ，频率为１０００Ｈｚ。在实

验进行前，利用标准声源对传声器进行逐一标定，

获得每只传声器的电压时域信号，再对时域信号

进行相关的处理后得到该频率下的电压信号幅

值，通过标准声源的标准声压级进行换算，得到每

只传声器的标定值。

远声场麦克风布置如图３所示，综合考虑消

声室尺寸及远场条件，在距离喷口４５倍喷口直径

的位置布置１１只传声器，角度范围为上游α＝６０°

到下游α＝１６０°，相邻传声器之间的角度为１０°，

以较为准确地捕捉喷流噪声的远场指向特性。

图３　远声场麦克风布置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ｆａｒｆｉｅｌｄｍｉｃｒｏｐｈｏｎｅ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２　实验件与实验工况

本文研究的喷流噪声实验件基于大涵道比涡

扇发动机的分开排气喷管，实验件照片见图４，包

括未采用降噪措施的轴对称基准构型喷管，以及

经过降噪设计的锯齿喷管构型，包括外涵锯齿设

计、内涵锯齿设计以及内外涵锯齿设计。

图４　喷流噪声实验件照片

Ｆｉｇ．４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ｏｆｊｅｔｎｏｉｓｅｔｅｓｔｓａｍｐｌｅｓ

锯齿喷管的主要参数包含有锯齿齿数、切入

角θ及其他参数，齿数指喷管锯齿的周向总个数，

切入角为齿根处切线与齿根齿尖连线的夹角，反

映的是锯齿切入到流场的大小程度，如图５所示。

本文研究的喷流噪声实验件参数主要包括锯

齿的分布和切入程度，具体实验件参数见表１。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实验件除表内参数不同外，其

余参数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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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锯齿切入角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ｃｈｅｖｒｏｎ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

表１　喷流噪声实验件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犌犲狅犿犲狋狉狔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犼犲狋狀狅犻狊犲狋犲狊狋狊犪犿狆犾犲狊

编号
齿数 切入程度

内涵 外涵 内涵 外涵

Ｃｏｎｆｉｇ０

Ｃｏｎｆｉｇ１ １６ 中等

Ｃｏｎｆｉｇ２ １６ 高

Ｃｏｎｆｉｇ３ ８ 中等

Ｃｏｎｆｉｇ４ ８ １６ 中等 中等

　　实验工况为飞机起飞边线工况，受实验条件

的限制，消声室内无法模拟来流的飞行条件，故环

境大气为静止状态，其余条件均与实际典型发动

机的工况一致。喷管外涵压比为１．５，温度为常

温，喷管内涵压比为１．２３，燃烧加热后总温为７００

Ｋ，外涵出口速度为２６６ｍ／ｓ，内涵出口速度为２９２

ｍ／ｓ，涵道比为１０。

３　实验结果分析

３１　流动特性分析

为探究锯齿降噪机理，对实验工况下的喷流

流场进行了ＣＦＤ模拟。喷流噪声产生的主要机

理为湍流发声，因此湍动能（犽）是定性表征声源位

置和强度的参数。图６为基准轴对称喷管（Ｃｏｎ

ｆｉｇ０）与外涵锯齿喷管（Ｃｏｎｆｉｇ１）在流向上的湍

动能分布对比。与基准轴对称喷管相比，锯齿的

切入明显改变了喷口附近的流场，使得其附近的

喷流在齿根位置被向外挤压，从而导致更多的气

流卷入了与大气的掺混，喷口局部湍动能增强，而

下游区域则由于掺混过程加速，湍动能相比基准

轴对称喷管有所减弱。

图７为基准轴对称喷管和外涵锯齿喷管在不

同剖面处的涡量分布对比。由图可见，外涵锯齿的

存在使得锯齿中心线两侧的流动在展向形成了一

对流向涡结构，通过这对流向涡，将更多的周围气

图６　基准轴对称喷管与外涵锯齿喷管的湍动能分布对比

Ｆｉｇ．６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ｋｉｎｅｔｉｃ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ａｘｉ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ｄｂｙｐａｓｓｃｈｅｖｒｏｎｎｏｚｚｌｅｓ

图７　基准轴对称喷管与外涵锯齿喷管的涡量分布对比

Ｆｉｇ．７　Ｖｏｒｔｉｃｉｔ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ａｘｉ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ｄｂｙｐａｓｓｃｈｅｖｒｏｎｎｏｚｚｌｅｓ

流卷吸进喷流，在局部形成较大的速度梯度，形成

增强掺混的效果。根据这一现象，可以解释锯齿降

噪的机理是在锯齿附近增强黏性掺混效应，使得下

游的速度梯度降低，以锯齿附近局部声源强度增加

换取下游声源强度减弱，以综合达到降噪的目的。

图８　基准轴对称喷管各方向角的频谱特性

Ｆｉｇ．８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ａｘｉ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ｎｏｚｚｌｅｎｏｉｓ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ｌａｒａｎｇｌｅｓ

３２　基准轴对称喷流噪声特性

图８为基准轴对称喷管在不同方向角（α）下

的喷流噪声频谱特性。可以看到，大涵道比涡扇

发动机的喷流噪声在各个方向角内均以低频为主

导，随着频率的增加，声压级先增大后减小，呈现

典型的抛物线分布，峰值频率的斯特劳哈尔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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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狉）为０．２～０．４。受篇幅所限，此处仅给出一些

具备代表性的方向角的频谱结果，其中α＝６０°代

表上游方向，α＝９０°代表中游方向，α＝１２０°和α＝

１５０°代表下游方向。随着方向角α的增大，喷流

噪声逐渐升高，尤其是低频范围内更为明显，当方

向角α处于１５０°时，低频噪声明显增大，且峰值频

率向低频方向移动。这主要是由喷流噪声产生的

机理决定的，Ｔａｍ等
［２，１９２０］认为不同频率的喷流

噪声是由不同尺度的涡系结构所贡献的，该结论

在后人的实验结果中得到了验证［２１２４］，即小尺度

涡主导高频噪声，方向性不明显，大尺度涡主导低

频噪声，有着相对明显的方向性，且主导方向为下

游方向。随着方向角往下游移动，能够感知到越

来越多的大尺度涡，导致低频噪声逐渐升高，同时

由于所感知的涡的尺度越来越大，峰值频率变低。

图９为基准轴对称喷管的喷流噪声总声压级

随方向角α的变化。总声压级是频率范围内所有

能量的总和，随着方向角α的增大，喷流噪声总声

压级呈逐渐升高的趋势，且随着方向角α越来越

大，升高的趋势越明显，这同样是由于大尺度涡贡

献的低频噪声在下游方向的方向性所导致的。

图９　基准轴对称喷管各方向角的总声压级

Ｆｉｇ．９　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ｏｕ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ａｘｉ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ｎｏｚｚｌ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ｌａｒａｎｇｌｅｓ

３３　外涵锯齿降噪特性

锯齿降噪的设计需要充分考虑对喷管气动性

能的影响，良好的锯齿设计可以将推力损失降低

在０．５％以内。锯齿的设计由多个几何参数决

定，本文研究的锯齿降噪构型综合了这些几何设

计参数对喷管气动性能的影响。由于本文的重点

在锯齿降噪性能上，气动性能的部分不在讨论范

围内，这里仅分析不同锯齿构型对喷管喷流噪声

特性的影响。

图１０为轴对称喷管与外涵锯齿构型在各个方

向角内的频谱特性对比，其中Ｃｏｎｆｉｇ１和Ｃｏｎｆｉｇ２

分别为不同切入程度的外涵锯齿构型。对比

Ｃｏｎｆｉｇ０和Ｃｏｎｆｉｇ１可以看到，外涵锯齿构型的

图１０　外涵锯齿构型各方向角的频谱特性

Ｆｉｇ．１０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ｂｙｐａｓｓｃｈｅｖｒｏｎｎｏｚｚｌｅ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ｌａｒａｎｇ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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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谱特性相比基准轴对称喷管有着相对明显的变

化，首先是在低频部分，外涵锯齿构型比基准轴对

称喷管有明显的降低，在不同方向角内，Ｃｏｎｆｉｇ１

比Ｃｏｎｆｉｇ０在峰值频率上声压级可以降低２～３

ｄＢ。与此同时，外涵锯齿构型的高频噪声比基准轴

对称喷管有着明显的增加，尤其是在犛狉＝１０附近

声压级增加约为３～６ｄＢ。这主要是由于低频部分

的噪声是由外涵与环境大气间的剪切作用产生的

大尺度涡贡献的，外涵锯齿加强了外涵与环境大气

的掺混作用，引入了更多的流向涡，使得大尺度涡

转化为了小尺度涡，从而降低了低频噪声，但同时

增加了高频噪声。

除锯齿切入程度不同外，Ｃｏｎｆｉｇ１和Ｃｏｎｆｉｇ

２的其他几何参数均相同，对比可以看到，在α＝

６０°方向，两者的频谱相差不大，随着方向角的增

大，外涵锯齿切入程度的影响变得明显，α＝９０°方

向，Ｃｏｎｆｉｇ２比 Ｃｏｎｆｉｇ１在峰值频率上降低约

１．５ｄＢ，α＝１５０°方向，Ｃｏｎｆｉｇ２比Ｃｏｎｆｉｇ１在峰值

频率上降低约３．５ｄＢ，相比Ｃｏｎｆｉｇ０最高可降低

峰值声压级约６ｄＢ。可见外涵锯齿的切入程度可

显著的影响低频噪声的幅值，尤其是在下游方向，

而不同的切入程度对高频噪声的影响比较小。分

析其原因：一方面是锯齿的切入程度影响外涵与

环境大气的掺混作用，导致更多的大尺度涡转化

为小尺度涡，故其对下游方向的低频噪声作用明

显；另一方面虽然更多的小尺度涡会增大对高频

噪声的贡献，但由于小尺度涡没有明显的方向性，

在所有方向角范围内都有影响，体现某一个方向

角上的影响较小。

３４　内涵锯齿降噪特性

图１１为轴对称喷管与内涵锯齿构型在各个

方向角内的频谱特征对比。可以看到，仅在内涵

图１１　内涵锯齿构型各方向角的频谱特性

Ｆｉｇ．１１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ｒｅｃｈｅｖｒｏｎｎｏｚｚｌｅ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ｌａｒａｎｇｌｅｓ

采用锯齿降噪构型在各个方向角的频谱特征相比

基准轴对称喷管有一定的降幅，低频部分降低

０．５～１ｄＢ，高频部分有微弱的增加，其综合降噪

效果没有外涵锯齿构型大，分析其原因可能来源

于两方面：一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基于大涵道比涡

扇发动机，内涵流量约为外涵流量的１／１０，而内

涵锯齿的作用是增强内涵与外涵气流的掺混，由

于外涵流量远大于内涵流量，掺混效果并不明显；

二是掺混的效果同样取决于两者气流的速度差，

本文中内涵出口气流与外涵出口气流的速度是比

较接近的，在没有其他措施的情况下，单独内涵锯

齿能够提供的降噪效果比较有限。

３５　内外涵锯齿降噪特性

图１２为轴对称喷管与内外涵锯齿构型在各

个方向角内的频谱特征对比，为了便于说明，将

Ｃｏｎｆｉｇ１也一同进行分析对比。对比Ｃｏｎｆｉｇ０与

Ｃｏｎｆｉｇ４，内外涵锯齿构型的频谱特性与外涵锯

齿构型类似，其在低频部分有明显的降低，高频部

１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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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有明显的增加。对于Ｃｏｎｆｉｇ１与Ｃｏｎｆｉｇ４，两

者的外涵锯齿几何参数一致，区别仅在于有无内

涵锯齿，可以看到在内涵添加锯齿可以在外涵锯

齿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低频噪声，在峰值频

率上可降低０．５～１．５ｄＢ，而高频部分则只有略微

的增加。可以看到此时内涵锯齿产生的降噪效果

要稍大于单独内涵锯齿相比基准轴对称喷管的降

图１２　内外涵锯齿构型各方向角的频谱特性

Ｆｉｇ．１２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ｒｅａｎｄｂｙｐａｓｓ

ｃｈｅｖｒｏｎｎｏｚｚｌ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ｌａｒａｎｇｌｅｓ

噪效果，可能的原因是经过外涵锯齿的作用，外涵

喷流速度降低，内外涵速度差增大，使得内涵锯齿

的作用体现了出来。

３６　总声压级分析

图１３为５种喷流噪声实验件的远场总声压

级随方位角α的变化对比。各个锯齿构型相比基

准轴对称喷管在下游方向都有降噪效果，尤其是

在１４０°～１６０°范围内，与此同时上游方向的声压

级有所升高。因为锯齿的结构将大尺度涡转化为

小尺度涡，大尺度涡在下游方向的贡献占主导，小

尺度涡则没有明显的方向性，在下游方向低频噪

声的抑制作用大于高频噪声的增加，综合效果是

总声压级降低，而在上游方向则是高频噪声的增

加大于低频噪声的抑制作用，综合效果是总声压

级增加，在９０°～１２０°范围内两者的作用相互抵

消，总声压级差别不大。

图１３　喷流噪声实验件的远场总声压级对比

Ｆｉｇ．１３　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ｏｕ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ｅｖｅ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ｓｔｓａｍｐｌｅｓ

对比几种锯齿降噪构型，切入程度高的外涵锯

齿构型降噪效果最优，在下游方向总声压级最高降

噪量为３ｄＢ；其次为内外涵锯齿构型，在下游方向

总声压级最高降噪量为１．７ｄＢ，内涵锯齿构型降噪

效果最低，最高降噪量小于１ｄＢ。对于上游方向声

压级的升高，在实际的发动机降噪设计中可不予考

虑，因为在该方向范围内喷流噪声不是主要噪声

源，其声压级的升高对发动机噪声的影响有限。

４　结　论

本文对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分开排气缩比喷

管模型的喷流噪声进行了实验研究，并对比了不

同锯齿构型的降噪特性，结论如下：

２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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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喷流噪声以大尺度涡产生的低频噪声为

主导，且有着明显的方向性，主要传播方向为下游

１５０°附近。

２）外涵锯齿加强了外涵喷流与环境大气的掺

混，使得大尺度涡转化为了小尺度涡，降低了低频

噪声，增加了高频噪声，总的效果是总声压级降低。

增加外涵锯齿的切入程度可显著地加强降噪效果，

尤其是在下游方向的低频噪声，而对高频噪声的影

响比较小。切入程度高的外涵锯齿构型降噪效果

最优，在下游方向总声压级最高降噪量为３ｄＢ。

３）内涵锯齿降低了一定的低频噪声，而高频

噪声只有微弱的增加，其总的降噪效果没有外涵

锯齿大，总声压级最高降噪量在１ｄＢ以内。

４）内外涵锯齿构型可以在外涵锯齿的基础

上进一步降低低频噪声，而高频部分只有微弱的

增加，下游方向总声压级最高降噪量为１．７ｄ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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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气动热力基础理论与适航领域工程问题有机结合，对典型的喘振和失速影响因素开展了系统

的研究，发展了一套多影响因素作用下航空发动机稳定裕度快速预估方法；在此基础上以ＪＴ９Ｄ发动机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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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航条款符合性验证活动的关键要素，完善了条款适航符合性验证流程，为进一步提升我国民用发动机适航

审定能力提供了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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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喘振和失速问题是航空发动机压缩系统中两

种典型的气动不稳定工况，喘振和失速的发生会

严重影响发动机的气动性能和运行安全。喘振会

诱发发动机压力、流量大幅波动并伴随周期性的

气流振荡，发动机气动性能明显恶化，压缩系统部

件强烈振动和热端部件超温，在极短时间内造成

发动机部件严重损坏，甚至还会导致发动机熄

火［１］；失速则会导致叶片在高频的交变气动载荷

下产生疲劳，如果失速团的频率接近叶片固有频

率，还会使得叶片产生很大的振动应力，造成叶片

损坏。这两种气动失稳现象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发

现起至今一直受到行业内的极大关注［２］。随着压

缩系统设计负荷的提高以及使用工况的拓展，航

空发动机喘振和失速问题愈加突出。

为确保发动机的设计能防止危害性的喘振和

失速发生，中国民用航空规章《航空发动机适航规

章》（ＣＣＡＲ３３）明确提出了喘振和失速相关的适

航要求（ＣＣＡＲ３３．６５），其中确定喘振和失速的

影响因素及其影响大小是适航符合性验证活动的

关键环节之一。

经过长期系列化型号发展和适航审定实践，

欧美等民用航空工业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相对成

熟的航空发动机研制体系和相应的先进适航审定

管理模式，如美国联邦航空局（ＦＡＡ）的机构委任

授权（ＯＤＡ）、欧洲航空安全局（ＥＡＳＡ）的设计单

位批准（ＤＯＡ）。相较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我国民

用航空工业起步较晚，对适航符合性验证过程一

些关键技术和判定准则等认识仍显不足。在喘振

和失速特性研究方面，虽然已开展了一系列的理

论研究［３５］和设计技术探讨［６７］，但是在适航符合

性验证的喘振和失速影响因素及其影响规律方

面，仍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成熟的工程实践以及

两者的有机结合，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民用航

空发动机型号的发展。

本文针对喘振和失速影响因素开展了较为全

面系统的研究。首先基于整机气动热力理论发展

了一套多影响因素作用下航空发动机稳定裕度快

速预估方法，在此基础上以某型号发动机为研究

对象，开展了喘振和失速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

规律研究；并基于研究结果明确了喘振和失速适

航符合性验证活动的关键要素，进一步完善了喘

振和失速适航条款的符合性验证流程。

１　喘振和失速特性适航条款解析

１１　条款安全意图

《航空发动机适航规定》（ＣＣＡＲ３３）第３３．６５

条规定了航空涡轮发动机喘振和失速特性的适航

要求［８］，其安全意图是确保发动机：①在全寿命周

期、全工作包线范围内起动和运行时，具有足够的

喘振裕度，不会发生危害性喘振或失速；②具备在

一定时间内承受喘振和失速的能力，针对发动机

在起飞状态可能出现不稳定征兆的情况，发动机

设计应具备相应的防喘措施，确保发动机不会超

越喘振和失速边界运行。

本文的喘振裕度（也称稳定裕度）采用压比裕

度（等换算流量下增压比的相对百分比）的定义，

具体如下：

压比裕度

δ＝
πｓ－πｏ

π（ ）
ｓ 狇ｃｏｒ

（１）

式中狇ｃｏｒ为喘点换算流量，πｓ为喘点压比，π０ 为工

作线上相等换算流量的工作点压比。

１２　符合性验证思路

全新型号发动机在表明第３３．６５条款的适航

符合性时，符合性方法通常包括（计算）分析、地面

试验、高空台和飞行试验的适当组合，具体的符合

性验证思路如下：

１）基于工程试验数据、循环分析和传统经

验，确定压缩系统各部件（风扇、增压级和高压压

气机）的喘振裕度要求。

２）通过整机／部件工程试验和分析，开展预

期工作包线范围内喘振裕度、工作稳定性的定量

评估，包括确定各压缩部件的工作线、喘振边界线

以及确定影响工作线和喘振边界线的影响因素及

其影响大小等。

３）开展整机符合性验证试验，具体包括最严

苛试验条件（通常不止一个）的选取、制定符合性

５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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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试验方案及进行试验等。

４）基于１）的喘振裕度要求，综合以上分析和

试验结果，进行条款整体符合性分析。

本文的研究主要针对“喘振和失速影响因素

及其影响大小的确定”这一关键环节进行。

２　喘振和失速影响因素研究

２１　喘振和失速主要影响因素的确定

为了更加全面的评估喘振和失速的影响因

素，综合研究了 ＡＣ（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３３．６５

１
［９］、工程实践数据和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英国、

美国在评估军用小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气动稳定性

时提出了２２项喘振和失速影响因素，俄罗斯和中

国提出了１６项影响因素
［１０］，同时结合民用航空

发动机实际运行特点，将本文重点研究的影响因

素归纳为以下４类：

１）进气畸变类（大攻角、侧风）

２）工质变化类（雷诺数、吸雨）

３）几何变化类（加工及装配公差、寿命期内

结构衰变）

４）功率瞬变类（加速、减速）

２２　航空发动机稳定裕度快速预估方法

１）方法概述

图１　航空发动机稳定裕度快速预估方法的原理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ｆａｓｔ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ｎ

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ａｒｇｉｎ

为了开展喘振和失速特性的影响因素及其规

律研究，本文构建了一种考虑多影响因素的航空

发动机稳定裕度快速预估方法，总体思路如图１

所示。首先针对航空发动机建立其整机性能评估

评估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平行压气机模型、

Ｗａｓｓｅｌｌ模型、吸雨模型、结构衰变模型和转子动

力学模型等子模型，实现进气畸变、雷诺数、吸雨、

加工及装配公差与结构衰变、功率瞬变等影响因

素的定量评估，并最终形成一种考虑多种因素影

响的航空发动机喘振及失速特性及稳定裕度快速

预估方法。

其中，平行压气机模型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

提出的可用于处理复杂进气畸变的理论模型，模

型假设各子压气机分别在畸变区和非畸变区的进

口条件下工作，分别求得各子压气机性能，再按质

量流量平均得到压气机总体特性。Ｗａｓｓｅｌｌ模型

是一种基于统计规律的雷诺数修正模型，根据统

计数据拟合出效率、流量和喘振点压比与特征雷

诺数的关系，从而对不同雷诺数条件下压气机特

性进行修正，该模型已成功应用于工程实践中。

吸雨模型是基于受吸雨影响后发动机工作状态变

化特点，主要考虑雨水对压缩系统部件的额外压

缩功、燃烧室的燃烧特性、涡轮部件的燃气性质３

方面影响所建立的修正模型，利用该模型可得到

吸雨影响下发动机特性及稳定裕度的变化规律。

结构衰变模型主要考虑加工及装配公差与寿命期

内结构衰变所引发的各部件流量、效率等特性参

数衰退，其修正系数来源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ＮＡＳＡ）公开发表的统计数据
［１１１３］。转子动力学

模型主要考虑转子转动惯性的影响，模拟发动机

动态过程中转轴上压缩部件和涡轮部件之间能量

需求的不平衡性。

图２　航空发动机稳定裕度快速预估方法的结构层次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ｆａｓｔ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ｎ

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ａｒｇｉｎ

该稳定裕度快速预估方法“自上而下”包括４

个层级：用户操作层、发动机性能仿真层、影响因

素仿真层以及底层数值计算层，如图２所示。通

过输入发动机的飞行包线、部件特性、详细的几何

尺寸、二次空气系统布局以及控制规律等，可计算

得到各影响因素影响下航空发动机喘振和失速特

性及稳定裕度变化。

６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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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方法验证

图３、图４和表１分别为平行压气机模型、转

子动力学模型和 Ｗａｓｓｅｌｌ模型计算结果与试验值

的对比。从图中可以看出模型计算结果与试验值

吻合得较好，相对误差范围：平行压气机模型相对

误差小于 ２．５％、Ｗａｓｓｅｌｌ模型相对误差小于

３．５％、转子动力学模型相对误差小于５％，误差

均在工程可接受的范围内。

图３　某单级压气机平行压气机模型结果与试验值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ｍｏｄｅｌ

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ｄ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ｆｏｒａｓｉｎｇｌｅ

ｓｔａｇ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

图４　某型发动机加速过程中模型推力与试验值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ｕｓｔｖａｌｕｅｄｕｒｉｎｇ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ｏｄｅｌ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ｄｔｅｓｔｄａｔａ

ｆｏｒａｎ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

　　在验证 Ｗａｓｓｅｌｌ模型的准确性时，定义狇ｃ为

验证点流量，狇ｄ为设计点流量，πｄ 为设计点压比，

对某型压气机的特性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验

证结果如表１所示。

由于目前没有充分的吸雨试验数据支撑，因

此没有开展吸雨模型的校验。结构衰变模型主要

依据已有发动机型号的统计数据，不需要进行模

型的校验工作。

表１　某型压气机 犠犪狊狊犲犾犾模型结果与试验值对比
［１２］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犠犪狊狊犲犾犾犿狅犱犲犾狉犲狊狌犾狋犪狀犱

狋犲狊狋犱犪狋犪犳狅狉犪犮狅犿狆狉犲狊狊狅狉
［１２］

参数 犚犲／１０５ 试验值
Ｗａｓｓｅｌｌ模型

计算值

相对

误差／％

狇ｃ／狇ｄ
１１．７ １．０１６ １．００３ －１．３

４．１１ １．２４ １．２３４ ０．５８

πｓ／πｄ
１１．７ ０．９９７ ０．９６２ －３．５

４．１１ １．２０３ １．１８ １．９

２３　喘振和失速影响因素的影响规律分析

基于上述所建立的航空发动机稳定裕度快速

预估方法，以民用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ＪＴ９Ｄ为

研究对象，开展了４类主要影响因素及其组合效

应对喘振和失速特性的影响规律研究。作为美国

普·惠公司研制的第一代大涵道比民用涡扇发动

机，ＪＴ９Ｄ采用单级风扇、３级增压级、１１级高压

压气机、环形燃烧室、２级高压涡轮、４级低压涡

轮以及尾喷管几何不可调的结构设计。发动机的

主要技术参数如表２所示。

表２　犑犜９犇发动机主要技术参数
［１３］

犜犪犫犾犲２　犕犪犻狀狋犲犮犺狀犻犮犪犾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犑犜９犇犲狀犵犻狀犲
［１３］

参数 数值

地面起飞推力／ｋＮ ２０５．１４

巡航耗油率／（ｋｇ／（ｄａ·Ｎ／ｈ）） ０．６５９

最大巡航推力／ｋＮ ４６．２３

压气机、风扇压比 ２２．６，１．５３

低压涡轮前进口极限温度／℃ ９１５

低压涡轮前进口温度／℃ ８６２

低压、高压转自转速／（ｒ／ｍｉｎ） ３７５０，８０００

涵道比 ５．１４

　　１）进气畸变影响

根据全飞行包线内最严苛的飞行迎角和侧风

条件，确定发动机进口最大的总压畸变。采用周

向总压畸变指数犇ｃ６０衡量畸变程度，定义如下：

犇ｃ６０ ＝
狆ｔ－狆ｔ，６０

狆ｔ－狆ｓ
（２）

其中狆ｔ，６０为风扇进口处平均总压最低的６０°扇区

的总压，狆ｔ为风扇进口平均总压，狆ｓ 为风扇进口

平均静压。

７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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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状态下各压缩部件在不同转速下的压比、

图５　进气畸变对压缩部件特性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Ｉｎｌｅｔ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效率特性与均匀进气条件对比如图５所示（压缩

部件特性图上各曲线分别代表不同相对转速狀＝

狀ｃ／狀ｄ，其中狀ｃ代表工作转速，狀ｄ代表设计转速）。

风扇部件的喘振边界和最高效率均损失严重，转

速越低抗畸变能力越弱，喘振边界和效率损失越

大；由于进口总压畸变经过风扇之后逐级衰减，因

此相较于风扇部件增压级和高压压气机的喘振边

界和效率损失逐渐减小。

２）工质变化影响

（１）雷诺数

雷诺数的变化主要由飞行高度（犎）引起，本

文选取飞行包线内最大飞行高度（犎＝１２ｋｍ）进

行分析。图６中各压缩部件的压比、效率特性计

算结果显示：雷诺数对各压缩部件的效率影响较

大，而对喘振边界影响相对较小；对于风扇、增压

８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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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雷诺数对压缩部件特性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ｎｕｍｂ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级和高压压气机来说，雷诺数降低均导致喘振边

界降低。

（２）吸　雨

研究表明发动机运行在飞行包线内最小高度

且最大速度点并处于空中慢车状态时，发动机会

吸入最大的含雨量［１４］。本文重点研究了该状态

下吸雨对发动机喘振与失速特性的影响，从图７

可以看出吸雨使得增压级和高压压气机稳定工作

线明显向喘振边界线方向偏移，严重影响发动机

运行安全。分析其原因认为：一方面，雨水吸入发

动机，随着转子叶片旋转并向下游运动，此过程需

要额外的机械功用于驱动液态水的运动，其产生的

效果与高压轴功率提取相似；另一方面，发动机工

作在慢车状态，吸入发动机的液态水只有少量蒸发

成水蒸气，大量液态水穿过核心机后直接进入燃烧

室使得燃烧效率大幅降低，总压损失系数升高。

９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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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吸雨对压缩部件特性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Ｒａｉｎ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３）几何变化影响

本文采用所构建的几何变化分析方法，针对

地面起飞状态点进行了计算分析。

（１）加工及装配公差

图８　加工及装配公差对压缩部件喘振裕度的影响

Ｆｉｇ．８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

ｓｕｒｇｅ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图８给出了全工作包线范围内，加工及装配

公差对喘振裕度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由于加工

及装配公差的不确定性，其影响可能导致喘振裕

度的降低，也可能导致喘振裕度的提升；其中最大

喘振裕度损失小于１．１％。

（２）寿命期内结构衰变

本文重点关注了结构衰变对喘振／失速特性

及稳定裕度的影响，其影响机制在此不作考虑。因

此，借鉴了ＮＡＳＡ对ＪＴ９Ｄ进行跟踪研究得出的统

计规律［１２１３］。图９给出了寿命期内结构衰变对设

计点稳定裕度的影响，可以看出随着飞行循环数的

增加，各压缩部件的稳定裕度值均呈现下降的趋

势，其中增压级受结构衰变的影响最大，高压压气

机次之，风扇最小。图１０飞行循环数为６０００时，

风扇、增压级的工作线和喘振边界线的变化，可以

看出风扇部件的结构衰变主要降低了喘振边界线，

而对工作线影响不大；而增压级的结构衰变不仅降

低了喘振边界线，同时还大幅提高了工作线。

４）功率瞬变影响

本文利用所发展的功率瞬变计算方法，重点

研究了发动机动态过程中的加、减速过程对喘振

裕度的影响。在计算方法中重点关注动态过程中

图９　压缩部件稳定裕度随飞行循环数的变化

Ｆｉｇ．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ａｒｇｉｎ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ｆｌｉｇｈｔｃｙｃｌｅｓ

０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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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寿命期内结构衰变对风扇和增压级特性的影响

Ｆｉｇ．１０　Ｅｎｇｉｎ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ｆａｎａｎｄｂｏｏｓｔｅｒ

轴系上的能量不平衡，不考虑转速变化引起的叶

尖间隙变化，忽略动态过程对喘振边界的影响。

给定图１１所示的动态过程供油规律，计算得到压

缩部件的动态工作线变化（如图１２所示）。从图

１２可以看出，高压压气机在加速过程中动态工作

线向喘振边界方向移动，喘振裕度损失较大，严重

影响发动机运行安全；而增压级在加速过程中的动

态工作线的运动则与之相反，这是因为低压部件的

工作线变化不仅取决于低压涡轮前温度还与高、低

压轴的转差率有关，加速初始阶段高压转子转速提

高，转差率增加，高压压气机抽吸能力加强，因此低

压部件动态工作线往远离喘振边界方向移动。

５）组合效应分析

发动机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会受到多种喘振

和失速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因此在进行稳定性

预估时，应对影响因素进行适当的叠加分析，以确

定各影响因素的组合效应。

首先对全飞行包线内的典型状态开展了主要

影响因素分析，得到各典型状态需重点考虑的主

要影响因素组合，如表３所示。

根据影响因素的特征将其组合效应分为耦合

类和非耦合类：耦合类是指同时影响发动机共同

工作线和压比、效率特性的影响因素，分析表３的

影响因素组合认为主要涉及进气畸变与雷诺数的

耦合作用；非耦合类是指只影响发动机共同工作

线而对压比、效率特性的影响很小或无影响的影

响因素，分析认为主要涉及吸雨、加减速动态过程

等；另外加工及装配公差和寿命期内结构衰变等

几何变化也考虑为非耦合类。

本文分别针对耦合类和非耦合类影响因素的

组合效应开展了研究。

图１１　瞬态过程供油规律

Ｆｉｇ．１１　Ｆｕｅｌｓｕｐｐｌｙｃｕｒｖｅ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

图１２　增压级和高压压气机瞬态过程工作线变化

Ｆｉｇ．１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ｌｉｎ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ｆａｎａｎｄ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

　　（１）非耦合类

鉴于非耦合类影响因素只影响发动机的共同

工作线，因此其组合效应采用ＳＡ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标准组织Ｓ１６委员会所

推荐的“简单叠加”方法，对吸雨、加减速动态过程

等非随机影响因素采用代数求和进行计算，对加

工及装配公差、寿命期内结构衰变等随机影响因

１３７１



航　空　动　力　学　报 第３５卷

表３　飞行包线内典型状态影响因素分析

犜犪犫犾犲３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犱犲狊狋犪犫犻犾犻狕犻狀犵犳犪犮狋狅狉狊狅犳狋狔狆犻犮犪犾狊狋犪狋狌狊犻狀犳犾犻犵犺狋犲狀狏犲犾狅狆犲

典型状态 主要影响因素

地面起飞 畸变进气、吸雨、几何变化、动态过程

高原起飞 畸变进气、吸雨、几何变化、动态过程

高原最小爬升 畸变进气、吸雨、几何变化、动态过程

最大高度且最小速度 畸变进气、雷诺数、吸雨、几何变化、动态过程

最大高度且最大速度 畸变进气、雷诺数、吸雨、几何变化、动态过程

最小高度且最大速度 畸变进气、吸雨、几何变化、动态过程

海平面最大速度 畸变进气、吸雨、几何变化／动态过程

素采用和方根进行计算［１５１６］，如下列公式：

Δδ＝Δδｎｒ＋Δδｒｄ （３）

　　非随机影响因素

Δδｎｒ＝∑
狀

犻＝１

（Δδ）犻 （４）

　　随机影响因素

Δδｒｄ＝ ∑
狀

犼＝１

（Δδ）
２

槡 犼 （５）

　　（２）耦合类

针对耦合类影响因素，本文主要开展了畸变

进气与雷诺数的组合效应研究。以ＮＡＳＡＬｅｉｗｓ

中心的跨声速单级压气机Ｓｔａｇｅ６７为对象，探究

非耦合类所采用的“简单叠加”法的适用性，结果

如图１３所示。其中，ＲＮＩ为雷诺数指数，量符号

记为犐Ｒｎ，表示飞行包线内某高度的雷诺数与海平

面雷诺数的比值。ＤＣ代表进气畸变的程度，量

符号记为犇ｃ，采用的是国军标 ＧＪＢ／Ｚ２２４２００５

针对流场畸变指数的定义

犇ｃ＝ （狆

ａｖｅ－狆


ｌｏｗ）／狆


ａｖｅ （６）

其中狆

ａｖｅ代表进口截面的平均总压，狆


ｌｏｗ代表进口

截面的畸变区总压。

对比“简单叠加”法与进气畸变与雷诺数耦合

三维数值的计算结果可以发现：非耦合类所采用

的“简单叠加”法对流量的预估偏差较大。其偏差

的主要原因是分析畸变进气所采用的平行压气机

模型未考虑子压气机间的周向掺混；而随着雷诺数

降低（犚犲＝犉ｉ／犉ｖ，表示惯性力与黏性力之比），黏性

力相对增大，子压气机间的周向掺混更加剧烈。

为了更加准确评估进气畸变与雷诺数的耦合

效应，对评估进气畸变的平行压气机模型考虑在

低雷诺下修正，借鉴文献［１７１８］关于高、低压子

压气机周向流动的处理方式，引入关联雷诺数的

周向掺混系数，模型修正结果如图１３所示。可以

看出修正后的模型结果整体较“简单叠加”法更接

近三维数值模拟的结果，并且与三维数值模拟结

果吻合度较好。

图１３　“简单叠加”法和模型修正结果与三维数值模拟

结果对比

Ｆｉｇ．１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ｍｏｎｇ“ｓｉｍｐｌｅｓｕｍ”ａｎｄ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３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在确定上述４类影响因素的影响规律后，以

ＪＴ９Ｄ发动机为对象，对表３中的７个典型状态点

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到各影响因素在７个典型状

态下的发动机喘振裕度损失范围，如表４所示。

从表中看出，对于风扇部件，进气畸变（包括进气

畸变与雷诺数耦合）对稳定裕度影响权重最大，其

次是寿命期内结构衰变的影响，加工及装配公差

影响权重最小；对于增压级，寿命期内结构衰变、

吸雨对稳定裕度影响权重最大，其次是动态过程、

进气畸变（包括进气畸变与雷诺数耦合）的影响，

同样加工及装配公差的影响权重最小；对于高压

压气机，寿命期内结构衰变、进气畸变与雷诺数耦

合、雨水吸入、动态过程对稳定裕度影响权重最

大，其次是进气畸变的单独影响、雷诺数的影响，

加工及装配公差的影响权重仍然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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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典型状态点各影响因素作用下发动机稳定裕度损失范围

犜犪犫犾犲４　犈狀犵犻狀犲狊狋犪犫犻犾犻狋狔犿犪狉犵犻狀犾狅狊狊犱狌犲狋狅犲犪犮犺犱犲狊狋犪犫犻犾犻狕犻狀犵犳犪犮狋狅狉狊犪狋狋狔狆犻犮犪犾狊狋犪狋狌狊

影响因素
压缩系统各部件稳定裕度损失量

风扇 增压级 高压压气机

进气畸变 －３．７２～－３．０２ －４．０１～－３．１７ －４．８６～－３．４３

雷诺数 －２．４４～０ －３．２８～０ －４．３９～０

吸雨 －０．６８～－０．１６ －７．４３～－２．４７ －６．６１～－０．９４

加工及装配公差 －０．５７～－０．１８ －０．９６～－０．５５ －１．０８～－０．３１

寿命期内结构衰变 －２．７９～－２．１１ －８．５６～－６．７６ －７．３８～－４．９１

动态过程 －０．６２～－０．５４ －４．１３～－２．８８ －６．０２～－４．２１

进气畸变与雷诺数耦合 －４．１０～－３．７２ －４．０５～－３．８６ －６．７３～－５．８１

图１４　ＣＣＡＲ３３．６５适航符合性验证流程示意图

Ｆｉｇ．１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ＣＣＡＲ３３．６５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３　喘振和失速适航符合性验证流程

在上述喘振和失速影响因素及其影响规律研

究的基础上，基于文中第１．２节的符合性验证思

路，进一步充实了“喘振和失速影响因素及其影响

大小的确定”关键环节的审定要素，完善了ＣＣＡＲ

３３．６５条喘振和失速特性的符合性验证流程，如

图１４所示。在发动机适航审定过程中，可以利用

所发展的稳定裕度快速预估方法，明确不同设计

特征的发动机在符合性验证试验环节至少应考虑

的喘振和失速影响因素及其影响大小，并为最严

苛试验条件的选取提供定性和定量依据。改进后

的条款符合性验证流程为更好地实施适航审定工

程判断提供了参考与指导。

４　结　论

本文基于航空发动机气动热力基础理论，构

建了多影响因素作用下航空发动机喘振／失速特

性及稳定裕度快速预估方法，并围绕 ＣＣＡＲ３３

第３３．６５条相关的喘振和失速影响因素及其规律

开展了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１）发展了能快速准确预估民用大涵道比发

动机性能及稳定裕度的方法，与试验结果对比计

算误差均控制在±５％以内。

２）以ＪＴ９Ｄ发动机为研究对象，开展了４类

典型喘振和失速影响因素的影响规律和影响权重

研究，结果表明对风扇部件稳定裕度影响权重最

大的是进气畸变，对增压级和高压压气机影响权

重最大的是寿命期内结构衰变，３类压缩部件影

响权重最小的均为加工及装配公差，为３３．６５条

款适航审定工程判断提供了指导。

３）进一步完善了第３３．６５条喘振和失速特

性的适航符合性验证流程，明确了“确定喘振和失

速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大小”环节适航审定应重

点关注的内容，为我国民用发动机适航审定能力

的提升提供了技术支撑。

本文探索了一种气动热力基础理论与适航领

域工程应用相结合的研究模式，对促进全行业协

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过程中发现，

工程实践经验不足、数据库匮乏是制约本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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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顺利开展的主要原因，因此更加突显出

大力推动行业协同发展、顶层规划并落实数据库

建立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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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发动机型号审定概念

设计阶段风险模型

张　弓，何　歆，冯建文，甄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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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在审定项目概念设计阶段识别潜在风险并规划处理措施以提高审定效率，通过综合条款分

类统计、符合性方法及实施风险、技术要点解析等方法建立了典型民用航空发动机概念设计阶段工作模型，并

开发了条款工作状态信息表。模型在某型民用航空发动机型号审定的实施识别了２７８项潜在风险，并针对典

型结构完整性条款从要求确定到设计实现各个过程的潜在风险进行了详细分析，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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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型号合格审定并获颁型号合格证（ＴＣ）

是民用航空发动机进入市场的法定前提。目前包

括通用电气（ＧＥ）、普惠（ＰＷ）、罗尔斯罗伊斯

（ＲＲ）公司在内的成熟民用航空发动机制造商的

多数项目能够在３年内完成所有必须的符合性验

证工作，以支持其局方签发 ＴＣ。受限于工业实

践基础，我国的民用航空发动机型号往往需要更

长的时间来完成整个型号合格审定过程，其关键

原因之一就在于项目早期局方与申请人未在技术

问题上达成一致。如果在项目早期能够充分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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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风险，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前开展技术攻关、

合理规划符合性验证工作项，从而提高后续工作

效率，支撑各阶段验证及审定工作有序进行，保证

型号审定顺利完成。

为了使审定局方尽早地介入潜在审定项目，

对重要领域和规章相关要求符合性的问题与意向

申请人达成共识，为后续审查活动的顺利开展奠

定基础，我国民用航空发动机型号合格审定程序

设置了项目申请前的概念设计阶段工作［１］，这与

国际主流局方的做法基本一致［２３］。

美国联邦航空局（ＦＡＡ）所建立的ＴＣ模型中

包含概念设计阶段的显性规定，其主要工作内容

包括程序指导、项目前指导（规章和政策的讨论）、

熟悉性介绍和审定计划等方面。ＦＡＡ在本阶段

的工作最重要的目的是初步熟悉项目的类型和审

定计划，以便更有效地规划审定资源。欧洲航空

安全局（ＥＡＳＡ）的型号合格审定管理并没有严格

意义上的概念设计阶段，但在申请提交至ＥＡＳＡ

后，首先实施的０阶段与ＦＡＡ概念设计阶段工

作基本相同，其最重要的目的是根据项目的评估

情况建立审查组。无论ＦＡＡ的概念设计阶段还

是ＥＡＳＡ的０阶段工作，都是建立在成熟的发动

机制造商和审定体系基础之上的，对于概念设计

阶段通过何种方式与申请人就重要的符合性领域

达成共识，识别风险并规划处理措施缺乏可供参

考的说明。

图１　审定过程中的风险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Ｒｉｓｋ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ｉｎ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国内对于民用航空发动机ＴＣ概念设计阶段

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只有极个别的研究成果针

对型号审定的概念设计阶段进行了论述［４］，并且

主要集中在航空器领域。具体实践中，由于型号

项目匮乏，以往完成的型号审定项目也缺乏概念

设计阶段工作的实践经验。

当前国内针对型号审定的研究仍多集中于计

划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符合性验证方法存在的显性

技术差异，无法在项目早期充分识别风险。概念

设计阶段的技术工作缺失已经成为我国民用航空

发动机取证和审定过程中风险控制和消除的极大

障碍。本文针对这一现象，通过综合条款风险分

类统计、符合性方法及实施风险、技术要点解析等

方法建立了典型民用航空发动机概念设计阶段工

作模型，开发了项目条款工作信息表，并结合某型

民用航空发动机型号实施了概念设计阶段的条款

和风险识别的专题研究工作。

１　概念设计阶段条款验证风险分类

分析

　　根据当前民用航空发动机适航审定所设置的

工作模型［１］，审查组所实施的审定工作工程部分

的主要工作内容在于判定符合性证据的适用性和

有效性。型号合格审定过程各个阶段中的主要技

术工作内容与风险如图１所示，以下对技术工作

内容进行分析：

１）要求确定阶段（第Ⅱ阶段）

主要工作是确定审定基础，即审查组与申请

人就适用规章、专用条件、豁免和等效安全

（ＥＬＯＳ）等方面达成共识。

２）计划制定阶段（第Ⅲ阶段）

主要工作是制定表明符合性的路径，即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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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与申请人就符合性验证的思路、方法以及安排

方面达成共识。

３）计划实施阶段（第Ⅳ阶段）

主要工作是通过实施符合性验证，生成符合

性证据，并进行符合性判定，即审查组与申请人就

符合性证据的有效性和适用性达成共识。

４）证后阶段（第Ⅴ阶段）

主要工作是产品制造和使用过程中工程问题

的处理，包括对潜在不安全设计特征和不符合性

的持续评估，若涉及产品设计定义更改，则与型号

审定过程形成闭环处理。

型号合格审定过程工作模型的建立是围绕符

合性证据的生成与判定而来，根据产品系统工程

和项目生命周期内风险分析的原理［５６］，可知上述

第Ⅱ～Ⅴ阶段的风险对项目的影响程度依次降

低，如图２所示。

图２　审定项目全生命周期风险分析

Ｆｉｇ．２　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ｏｆｔｙｐｅ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本节对型号审定各个阶段风险进行分类分

析，说明概念设计阶段风险的识别方法，并根据阶

段工作内容对识别出的风险后果进行综合评估，

将其分为Ⅰ、Ⅱ、Ⅲ、Ⅳ类风险。

１１　审定基础中要求的共识及其风险

审定基础中适用条款、潜在专用条件、潜在豁

免和ＥＬＯＳ的具体要求达成的共识工作若出现

技术分歧，通常会导致项目颠覆性问题，因此从后

果危害程度方面分析，此类风险的后果严重程度

最高。同时，由于后续计划制定和实施阶段对要

求的分解和落实是以要求的正确性和完整性为前

提，因此要求确定阶段审定基础共识中存在的问

题具有极高的隐蔽性，往往只能体现在运行以及

运行中所出现的事故／事故征候中。苏城空难［７］、

潘城空难［８］、纽约肯尼迪机场 ＤＣ１０ 吸鸟事

故［９］、伦敦希思罗机场燃油瞬时结冰事故［１０］均显

示了在民用航空发动机审定的要求确定时潜在的

假设缺陷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由于此类问题隐蔽性较高，项目全生命周期

内发生的概率难以先验地确定，为避免问题发生

后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将此类问题发生的概率保

守地估计为与其他阶段问题发生的概率一致。因

此，从风险的后果严重程度和发生概率两个方面

定性地分析可知审定基础中要求共识潜在的风险

最为关键，本文的研究中将其定义为Ⅰ类风险。

概念设计阶段对审定基础中的要求达成共识

方面的风险具体可以分为３个典型的问题：

１）规章要求双方理解存在差异，无法达成一

致认识；

２）规章要求的意图双方理解存在部分不清

楚的内容；

３）双方完全不理解某条规章要求的意图。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上述３类典型问题之外，

共识要求过程中隐含着一类问题，双方达成了针

对某条规章的共识但并不能确认该共识的正确

性。针对此类现象，某型民用航空发动机型号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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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概念设计阶段工作中针对每一条款的理解双方

都需要研究相应的证明材料，包括修正案说明、咨

询通告、已有审定实践经验等来侧面印证所达成

共识的正确性。

某型民用航空发动机项目中，针对复合材料

风扇叶片的潜在专用条件，其中对２倍离心载荷

试验验证要求、复合材料叶片积木式试验技术要

求等方面要求意图理解部分不清楚，均定义为

Ⅰ．２类风险，此风险若无恰当的纠正措施安排，可

能会导致验证工作不充分，对产品符合性结论的

有效性产生颠覆性影响。

１２　符合性方法的共识及其风险

符合性方法达成共识同样是概念设计阶段的

重要工作，若局方和潜在申请人就符合性方法的

类型、实施路径、准则等方面存在技术分歧，通常

会导致项目无法形成可接受的验证思路，从而妨

碍制定双方可接受的审定计划，极大地影响后续

获得和确认符合性证据的过程。从后果危害程度

方面分析，此类风险的后果严重程度较高。由于

符合性方法方面的分歧相对于要求确定时的假设

分歧是显性的，因此这部分风险的发生概率可以

后验地确定。从风险后果严重程度和发生概率两

个方面定性分析可知符合性方法共识潜在风险为

次关键风险，本文的研究中将其定义为Ⅱ类风险。

概念设计阶段对符合性方法达成共识方面的

风险具体分为３个典型问题：

１）符合性方法的要求双方理解存在差异，无

法达成一致；

２）符合性方法的要求双方理解存在部分不

清楚的技术点；

３）双方共识完全不理解某项符合性方法的

要求。

与共识规章要求的工作结果相同，隐含问题

是双方达成了针对某项符合性方法要求的共识，

但不能确认该共识的正确性。本文所进行研究工

作采用了与共识规章要求相同的措施。某型民用

航空发动机项目中，针对ＣＣＡＲ３３．２３条安装节

的符合性方法分析中，验证试验的保载时间、温度

载荷修正、极限载荷／限制载荷中失效工况的分析

等方面并不清楚，分别定义为Ⅱ．２／３类风险，可

能会导致错误的符合性验证思路与计划，直接影

响符合性证据的形成。

１３　符合性实施的共识及其风险

符合性实施方面达成共识，此项工作主要目

的是在掌握符合性方法的要求为前提下，研究潜

在申请人目前是否具备条件实施各个适用条款所

要求的符合性方法对型号项目进行验证。实际上

是在评估当前潜在申请人的技术条件能否满足覆

盖所有符合性验证工作的需求。若局方和潜在申

请人就符合性的具体实施无法达成共识，或不具

备条件实施，都说明潜在申请人无法按照计划生

成符合性证据，影响审定项目的顺利进行。但由

于符合性实施方面的分歧以及条件方面的缺口可

以通过技术攻关、寻求外部合作等方式进行转移，

因此从后果严重程度方面分析，此类风险后果严

重程度为普通。符合性实施方面的分歧同样是显

性并可以后验确定的，同时经识别后可设置多种

措施予以纠正。从风险后果严重程度和发生概率

两个方面定性分析可知，符合性实施共识潜在风

险为次关键风险，本文的研究中将其定义为Ⅲ类

风险。

概念设计阶段对符合性实施达成共识方面的

风险具体分为３个典型问题：

１）符合性验证的实施双方理解存在差异，无

法达成一致；

２）双方共识不清楚如何实施该项符合性验

证工作（缺乏使能项）；

３）双方共识如何实施符合性验证工作，但关

键技术需要攻关。

某型民用航空发动机项目中，ＣＣＡＲ３３．８３

条振动试验要求对高温转子及叶片进行动应力测

量，而针对热端部件尤其是高压涡轮叶片旋转状

态下的零部件动应力测试技术不成熟，需要技术

攻关，此类符合性验证工作的使能项缺失定义为

Ⅲ．３类风险。

１４　设计贯彻及其风险

文中第１．１～１．３节所涉及的风险完全识别

并消除后，按照审定计划实施符合性验证工作并

进行符合性判定的证据适用性和有效性就可以得

到保证。但对于具体型号，若设计中未贯彻规章

的要求，则最终导致不符合规章要求的产品。此

类风险若无法在项目早期识别并予以纠正，虽然

对局方进行符合性判定和确认的工作并无实质性

影响，但会导致潜在申请人研制项目的颠覆性问

题，这同样是概念设计阶段技术交流的重要工作

内容。

从后果危害程度方面分析，针对审定项目，此

类风险的后果严重程度较低，若针对潜在申请人

研制项目，后果严重程度可定义为高。由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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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方面的风险在项目全生命周期内可通过更改

设计等多种方式进行纠正，因此，从风险后果严重

程度和发生概率方面定性分析可知设计贯彻方面

的风险为次要风险，本文的研究中将其定义为Ⅳ

类风险。

概念设计阶段对设计贯彻达成共识方面的风

险具体分为２个典型问题：

１）设计构型部分贯彻规章要求；

２）设计构型尚未贯彻规章要求。

某型民用航空发动机项目中，控制系统软硬

件设计研发对ＤＯ１７８Ｃ
［１１］和ＤＯ２５４

［１２］等过程

要求进行了部分贯彻，国内也缺乏相应经验，定义

为Ⅳ．２类问题。

１５　证后设计更改的风险

证后设计更改可以视为复杂程度和规模较小

的新的审定项目，因此文中第１．１～１．４节内容同

样适用于证后阶段的风险分析，后文不再进行详

细论述。

本文上述所识别的４类风险分类如表１所

示，其所构成的闭环系统覆盖要求确定、计划制

定、计划实施等各个阶段进行符合性判定的全部

风险内容。

表１　概念设计阶段的风险分类

犜犪犫犾犲１　犆犪狋犲犵狅狉犻狕犲犱狉犻狊犽犻狀犮狅狀犮犲狆狋狌犪犾犱犲狊犻犵狀狆犺犪狊犲

风险类别 分歧 部分不清楚 不清楚

规章理解Ⅰ类 规章理解存在分歧 意图部分不清楚 意图不清楚

符合性方法Ⅱ类 方法要求存在分歧 方法要求部分不清楚 方法要求不清楚

符合性验证Ⅲ类 验证实施存在分歧 实施方法清楚技术需要攻关 不清楚如何实施符合性验证

设计贯彻Ⅳ类 部分贯彻 尚未贯彻

　　建立针对型号项目规章条款的分类模型并不

是审定项目概念设计阶段工作的最终目的，识别

具体型号的风险以及审定技术的专题研究是更为

现实的需求。因此，在建立概念设计阶段风险分

类和工作模型的基础上，还需要建立条款工作状

态信息表（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ｒｍ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ａｂｌｅ，

ＲｅＴＩＴ），以此为工具实施具体项目的概念设计阶

段工作。

２　概念设计阶段犚犲犜犐犜的建立

审定项目处于概念设计阶段时，由于型号构

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规章要求的符合性问题

与潜在申请人达成共识是该阶段的重要工作。由

于民用航空发动机的型号研制和审定经验相对匮

乏，形成共识过程当中的证据链是核心问题，因

此，本文在ＲｅＴＩＴ的开发中重点关注所形成共识

的依据。

项目概念设计阶段针对每一条适用条款均建

立ＲｅＴＩＴ，结构与风险分类模型保持一致，即工

作信息包括规章理解、符合性方法、符合性实施以

及设计贯彻４个部分。除此之外，ＲｅＴＩＴ还设置

了进行条款研究和风险所必需的规章资料相关信

息列。ＲｅＴＩＴ的框架分类如表２～表６所示，其

中表２为规章资料信息，表３为规章要求的理解

信息，表４为符合性验证方法信息，表５为符合性

实施信息，表６为设计贯彻信息，表２～表６的所

有信息综合构成条款的全部工作状态，以下对各

个部分分别进行论述。

２１　条款内容及规章资料部分

规章及相关的资料是开展ＲｅＴＩＴ分析研究

的基本信息，具体内容如表２所示。ＲｅＴＩＴ中将

适用条款的内容细分为可被独立理解的最小单

元，并以此为依据开展后续的研讨和共识工作。

表２　犚犲犜犐犜规章资料信息框架

犜犪犫犾犲２　犉狉犪犿犲狅犳狉犲犵狌犾犪狋犻狅狀狉犲犾犪狋犲犱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犻狀犚犲犜犐犜

规章类别 资料类别

ＣＣＡＲ３３
条款内容

建议的修订项

ＦＡＲ３３

高于３０号修正案内容及可能的处理措施

咨询通告（ＡＣ）

审定政策（ｐｏｌｉｃｙ）

ＣＳＥ

条款内容及可能的处理措施

符合性方法（ＡＭＣ）

审定备忘录（ＣＭ）

替代性

方法

潜在等效安全（ＥＬＯＳ）及其适用性

潜在豁免及其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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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国现行有效的ＣＣＡＲ３３Ｒ２制定于

２０１１年，因此在确定条款研究的资料基础时，针

对适用条款，还需要搜集国外局方相对应的最新

修正案内容，包括ＦＡＲ３３部高于３０号修正案的

内容以及ＣＳＥ对应条款内容，同时应针对其中

的差异提出可能的处理措施。

规章对应的资料部分需要整理的包括ＦＡＡ

方面的咨询通告（ＡＣ）和审定政策（ｐｏｌｉｃｙ），ＥＡ

ＳＡ方面可接受的符合性方法（ＡＭＣ）和审定备忘

录（ＣＭ）。同时还需要总结已经颁布的针对该条

款的ＥＬＯＳ以及豁免，并分析其技术要点，研究

ＥＬＯＳ和豁免的潜在适用性。

２２　规章理解部分

概念设计阶段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对条款

的研讨主要集中在理解和实质性要求上。由于要

求共识正确性对后续工作影响程度很高，因此规

章理解部分应特别注意达成共识的技术点的依据

或来源。此外，对于要求共识中所识别的风险项，

应制定相应的处理措施，并将其纳入局方和申请

人共同维护的问题清单当中。具体内容如表３

所示。

表３　犚犲犜犐犜规章理解信息框架

犜犪犫犾犲３　犉狉犪犿犲狅犳狉犲犵狌犾犪狋犻狅狀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犻狀犚犲犜犐犜

理解项 信息内容

条款实质要求

条款理解

实质性要求

双方一致性

依据或来源

风险项
风险描述

处理措施

２３　符合性验证方法部分

符合性验证方法的研究针对规章理解中所识

别的每一条要求开展，确定要求的符合性证据，并

识别生成该符合性证据的方法要求。根据生成符

合性证据的方法要求，计划符合性验证的工作项，

确定方法类别，并根据该工作项涉及的工作范围

（包括对象和参数范围）制定交付物及审定计划的

安排。本部分共识的技术点的依据和来源要求与

规章理解部分相同。对于符合性验证方法部分所

识别的风险项，同样制定风险的处理措施并纳入

问题管理清单。具体内容如表４所示。

２４　符合性实施和设计贯彻部分

针对本文第２．３节所识别的符合性验证工作

项及方法类别，分别针对民用航空发动机适用的

计算分析（Ａ）、零部件试验（ＣＴ）、发动机整机试

验（ＥＴ）等方面对申请人现有实施能力进行分析，

以确定实施内容的可实现性。其中不具备条件或

缺乏资源的技术点，可提前安排技术攻关或条件

改造以消除风险。具体内容如表５所示。

表４　犚犲犜犐犜符合性验证方法信息框架

犜犪犫犾犲４　犉狉犪犿犲狅犳犿犲犪狀狊狅犳犮狅犿狆犾犻犪狀犮犲犻狀犚犲犜犐犜

验证方法信息类别 信息内容

符合性验证

工作内容

符合性证据

符合性方法要求

双方一致性

符合验证工作项

双方一致性

依据或来源

符合性方法类别 符合性方法代码

形成的型号资料
工作涉及范围

交付物

工作安排 所属审定计划

风险项
风险描述

处理措施

表５　犚犲犜犐犜符合性实施信息框架

犜犪犫犾犲５　犉狉犪犿犲狅犳犱犲犿狅狀狊狋狉犪狋犻狅狀犪犫犻犾犻狋狔犻狀犚犲犜犐犜

符合性实施信息类别 信息内容

计算分析
分析内容

分析计划

零部件试验
试验资源

试验计划

整机台架试验
试验资源

试验计划

其他验证实施工作
工作实施使能项

工作计划

风险项
风险描述

处理措施

　　由于ＣＣＡＲ３３部条款要求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针对型号具体的设计构造要求；另一类是

针对型号设计过程保证的要求，因此分别针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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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要求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共识研究。具体内

容如表６所示。

表６　犚犲犜犐犜设计贯彻信息框架

犜犪犫犻犲６　犉狉犪犿犲狅犳犱犲狊犻犵狀犮狅狀狊犻犱犲狉犪狋犻狅狀犻狀犚犲犜犐犜

设计贯彻信息类别 信息内容

设计构造要求

贯彻落实

涉及的系统／部件

贯彻情况

实施计划

过程保证要求

贯彻落实

涉及的体系或程序

贯彻情况

实施计划

设计特征
新颖独特设计特征

潜在专用条件需求

风险项
风险描述

处理措施

　　需要指出的是，ＣＣＡＲ３３部中每个条款具有

隐含的适用对象或特征。例如ＣＣＡＲ３３．９４条叶

片包容性和转子不平衡试验适用于采用金属材料

的风扇叶片，若设计构型采用复合材料风扇叶片，

其新颖独特设计特征需要制定专用条件。针对型

号设计特征及相应专用条件需求的分析同样在

ＲｅＴＩＴ中设计贯彻部分实施。

至此，本文根据概念设计阶段的工作模型完

成了ＲｅＴＩＴ的开发，能够覆盖从规章理解至设计

贯彻全部风险分类的研究。以下以典型条款为例

讨论ＲｅＴＩＴ在具体型号工作中的应用。

３　某型民用航空发动机的具体实施

ＣＣＡＲ３３．２７条是针对民用航空发动机转子

结构件强度和超转保护方面的设计要求，是民用

航空发动机结构审定专业最关键的基础性条款之

一。该条款符合性验证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会导致

转子件强度裕度不足或超转保护功能缺陷，进而

引发运行中出现严重的发动机非包容失效，对航

空器安全运行造成很大的风险［１３］，如图３所示。

通过 ＲｅＴＩＴ 模 型 可 以 准 确 识 别 ＣＣＡＲ

３３．２７条款符合性验证工作中存在的风险。主要

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风险识别工作：

１）开展规章研究工作，总结条款实质性要求

及依据，梳理规章理解方面的风险项；

２）开展符合性方法研究工作，根据已梳理出

的条款要求，规划符合性方法及验证工作项，梳理

符合性验证思路方面的风险项；

３）开展符合性实施研究工作，将已梳理的符

合性验证工作项落实到具体的实施方案层级，如

分析、整机试验、部件试验等，梳理方案实施方面

的风险项；

４）开展设计贯彻研究工作，根据以上梳理出

的验证要求及风险，倒推应提前贯彻在民用航空

发动机设计研发阶段的具体工作，并梳理设计贯

彻方面的风险项。

以下以ＣＣＡＲ３３．２７条为例，详细说明使用

ＲｅＴＩＴ对某型民用航空发动机型号项目概念设

计阶段技术风险分析的过程和结果。

图３　Ｔｒｅｎｔ９００中压涡轮超转非包容失效

Ｆｉｇ．３　Ｕｎ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ｆａｉｌｕｒｅｏｆＴｒｅｎｔ９００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ｕｒｂｉｎｅｏｖｅｒｓｐｅｅｄ

３１　犆犆犃犚３３２７条的条款内容及规章资料研究

ＣＣＡＲ３３．２７的条款文本被划分为１３个可

被理解的最小单元。条款的分解过程中识别了

（ｂ）款、（ｃ）（２）（ｖ）款等３处需要对规章文本进行

修订以更清晰表达规章意图。经过对国外成熟局

方资料的研究，总结了ＦＡＲ高于３０号修正案以

及ＣＳＥ相关条款内容，并制定了可采取的处理

措施。研究工作共梳理出的资料共３３份，包括６

项ＡＣ
［１４１９］、１项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２项ＡＭＣ、１项ＣＭ
［２１］

以及１５项ＥＬＯＳ和８项豁免。

针对经过分解的１３个可被理解的最小条款

单元，ＣＣＡＲ３３．２７的ＲｅＴＩＴ均确定了条款的理

解以及该理解所对应的实质性要求。针对达成一

致的理解和实质性要求，全部确定了其要求的参

考依据。对于ＣＣＡＲ３３．２７条规章理解层面的工

作，本文研究识别了４个潜在的风险，均为Ⅰ．２

类问题：

１）豁免和ＥＬＯＳ相关的规章要求意图部分

不清楚，影响审定基础建立；

２）确定最高超转转速的组合失效要求意图

部分不清楚，适用零部件可能存在偏差；

３）ｂ款超转保护特征要求意图部分不清楚，

除３３．２８条ｆ款之外的验证要求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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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单发工作条件下关闭超转保护系统的问

题纪要要求意图部分不清楚。

上述规章共识方面的潜在风险直接影响要求

确定阶段审定基础的建立，若后续不安排恰当的

风险纠正措施，将使审定要求的制定存在缺陷，进

而导致运行中严重的安全隐患。

３２　犆犆犃犚３３２７条的符合性验证方法

针对符合性验证方法部分的研究从条款实质

要求所需要的符合性证据识别开始逐项梳理符合

性方法的要求，确认符合性验证的工作项及其适

用对象，并规划了交付物和相应的审定计划安排。

结合某型民用航空发动机申请人技术准备情况，

对于ＣＣＡＲ３３．２７条符合性方法方面的工作，本

文研究识别了７个潜在的风险，均为Ⅱ．２类

问题：

１）未掌握破裂转速分析方法验证具体技术

要求，缺乏验证经验（Ⅱ．２）；

２）未掌握超转转速验证方法（Ⅱ．２）；

３）未掌握叶片脱落／转静子碰磨试验验证方

法要求（Ⅱ．２）；

４）未掌握包括潜在试验验证在内的发动机

热分析验证方法要求（Ⅱ．２）；

５）机械式超转保护特征的符合性要求不明

确（Ⅱ．２）；

６）未掌握失效条件下最大超转转速分析及

其验证的要求（Ⅱ．２）；

７）未掌握ＥＬＯＳ或豁免中排除轴失效评估

的方法要求（Ⅱ．２）。

上述符合性方法要求共识方面的潜在风险影

响计划制定阶段审定计划的符合性验证思路和工

作安排，未掌握分析以及验证的具体要求会导致

无法安排正确的符合性验证工作，直接影响符合

性的表明，可能导致项目无法表明对 ＣＣＡＲ

３３．２７条的符合性而不能颁发ＴＣ。

３３　犆犆犃犚３３２７条的符合性实施研究

针对符合性实施部分的研究以验证工作项及

方法类型为目标，梳理所需的计算分析、零部件试

验或整机试验的使能项情况，这与申请人本身所

具有的分析和试验能力直接相关。与符合性实施

相近，设计贯彻部分的内容主要针对规章对设计

构造所提出的技术要求。经研究，ＣＣＡＲ３３．２７

分别对转子单元的强度裕度、控制系统超转保护

功能失效率以及轴系的失效率提出了设计要求。

由于某型民用航空发动机构型尚未确定，设计要

求的贯彻情况均不明确。符合性实施以及设计贯

彻部分研究内容识别了６个潜在风险：

１）未掌握破裂转速分析方法（Ⅲ．３）；

２）未掌握最高超转转速分析方法（Ⅲ．２／３）；

３）未掌握转子尺寸增长影响分析方法

（Ⅲ．２／３）；

４）未掌握风扇前轴失效评估方法（Ⅲ．２／３）；

５）未掌握转／静子碰磨试验验证方法，且缺

乏试验资源（Ⅲ．１／２／３）；

６）未掌握最大超转转速验证试验方法，且缺

乏试验资源（Ⅲ．１／２／３）。

上述符合性实施共识方面的潜在风险主要是

申请人在表明符合性方面使能项的缺失，若后续

不能计划恰当的纠正措施进行弥补，则申请人可

能无法按照要求生成符合性证据，从而影响审定

结论，导致无法颁发ＴＣ。

综上可知，针对ＣＣＡＲ３３．２７条款的研究结

果表明，ＲｅＴＩＴ的采用可以提高型号合格审定中

项目概念设计阶段技术工作的效率和正确性，且

能够提前识别后续型号审定各个阶段的技术工作

中潜在的风险并规划相应的处理措施。某型号审

定项目概念设计阶段的实施过程中，采用本文所

研究的工作模型和方法对全部适用条款、当时构

型的设计特征及潜在的专用条件进行了研究，共

识别了２７８项潜在风险，将其作为项目概念设计

阶段所识别的关注项，于后续审定阶段按照预计

措施加以研究解决。

４　结　论

１）面向型号合格审定概念设计阶段技术工

作的需求，通过综合条款风险分类统计、符合性方

法及实施风险、技术要点解析等方法建立了典型

民用航空发动机概念设计阶段风险识别的工作模

型，根据规章要求至最终符合性验证的不同步骤

对风险进行分类研究。

２）依据概念设计阶段技术工作的模型以及

风险分类方法，开发了ＲｅＴＩＴ，并结合某型民用

航空发动机型号实施了概念设计阶段的风险识别

和审定技术的专题研究工作。

３）以民用航空发动机结构审定典型条款

（ＣＣＡＲ３３．２７）为例对 ＲｅＴＩＴ的应用进行了分

析，充分识别了条款从要求到实现各个过程中的

潜在风险。

４）通过应用本文研究成果，某型号项目共识

别一旦发生可能影响型号项目适航取证工作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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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的潜在风险２７８项，支撑了概念设计阶段技

术工作的开展和完成，为型号申请的顺利受理和

后续审定工作实施奠定了技术基础。

５）本文所建立的条款和风险识别工作模型

及ＲｅＴＩＴ工具可为其他型号合格审定项目概念

设计阶段工作提供直接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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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温度对适航测试冰雹力学性能影响

葛　鑫，张丽芬，刘振侠

（西北工业大学 动力与能源学院，西安７１００７２）

摘　　　要：为研究航空飞行器透明外壳测试标准（ＡＳＴＭＦ３２０２０１０）中含棉冰雹及航空发动机吸雹测试

中纯冰冰雹的力学性能，设计并制作冰雹模具。以自然冰雹冷冻温度为准，采用不同冷冻温度制取冰雹并在

万能试验机中对冰雹进行压缩，得到了冰雹的准静态抗压强度数据及冷冻温度与冰雹力学性能间关系。结果

表明，冷冻温度在－１０～－３０℃变化时，纯冰冰雹平均抗压强度略有提高，约为２ＭＰａ，而含棉冰雹平均最大

抗压强度在该温度区间内并没有表现出明显地温度相关性；冷冻温度下降至－４０℃，两种冰雹的平均抗压强

度都有上升，冷冻温度对纯冰冰雹影响更加剧烈，纯冰冰雹上升更加显著；提出可将－４０℃制作地测试冰雹

加入我国未来商用航空发动机及民用大飞机适航测试试验考虑范围。

关　键　词：人工冰雹；适航审定；准静态压缩测试；冰雹冷冻温度；冰雹抗压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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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２２８

作者简介：葛鑫（１９９６－），男，硕士生，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滑油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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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ａｉｌ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ｈａｉｌｓｗｅｒｅｍａｄ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ｃｏｍ

ｐｒｅｓｓｅｄ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Ｔｈｅｑｕａｓｉｓｔａｔｉｃ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ｄａｔａａｎｄｔｈｅ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ｗｅ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ｐｕｒｅｉｃｅｈａｉ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ａ

ｂｏｕｔ２ＭＰａｗｈｅｎｔｈｅ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ｈａｎｇｅｄｆｒｏｍ －１０℃ｔｏ－３０℃；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ｃｏｔｔｏｎ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ｈａｉｌｄｉｄｎｏｔｓｈｏｗ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ｉ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ａｎｇｅ；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ｒｏｐｐｅｄｔｏ－４０℃，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ｏｍ

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ｂｏｔｈｈａｉ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ｎｄｐｕｒｅｉｃｅｈａｉｌｓｗｅｒｅｍｏｒ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ｔｏ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ｓｅｗａｓｍｏ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ｔ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ｅｓｔｈａｉｌ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ｔ－４０℃ｃａｎｂｅａｄｄ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ｉｒ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ｔｅｓｔｏｆｆｕｔｕｒ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ａ

ｖｉ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ｓａｎｄｌａｒｇｅｃｉｖｉｌ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ｉｎＣｈｉｎａ．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ｈａｉｌ；ａｉｒ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ｓｉｓｔａｔｉｃ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ｅｓｔ；

ｈａｉｌ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ａｉ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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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行器的飞行安全一直是航空飞行器设计工

作者最为关注的问题，当飞机不可避免地遭遇到

冰雹气候时，就需要飞机在设计之初具有承受冰

雹撞击的能力，主要体现在飞机外部机身结构及

飞机发动机不会因冰雹撞击造成较为严重的机械

损伤和停车等严重后果［１］。

针对上述问题，国内外制定了各种标准对航

空飞行器进行地面冰雹测试。美国提出 ＡＳＴＭ

Ｆ３２０标准，在２０１０年进行修订，该标准旨在对航

空飞行器透明附件进行测试，目前已在其他机身

附件测试得到延伸［２４］。我国在２００２年修订《航

空发动机适航审定》中加入条款３３．７８作为发动

机吸雹测试［５］。不同结构所用测试标准冰雹并不

相同，对飞行器透明外壳及其他外部机身附件采

用ＡＳＴＭＦ３２０标准的含棉冰雹，而对航空发动

机吸雹测试，一般采用纯冰冰雹。两种测试冰雹

主要成分都为冰，而冰的冷冻温度对冰的力学性

能影响显著。研究表明，冰的冷冻温度从０～

－４０℃，冰的抗压强度提高约４倍，但拉伸强度

仅增加１．３倍，冷冻温度与冰的晶体滑动现象有

很大的关系［６７］。对不同温度下制作的冰柱进行

准静态测试表明，冰可以看作一种脆性材料，冰柱

的抗压强度与冰的冷冻温度呈负相关性［８１２］。冰

还是一种对应变率较为敏感的材料，在较低应变

率下冰具有一定的韧性，应变率高于１０－４／ｓ时大

多数冰会发生韧脆转变［１３１５］。可见，针对冰的冷

冻温度问题，国内外已经做了一定的研究。但对

于测试冰雹来说，含棉冰雹中不仅含有冰，还有一

定的棉纤维，棉纤维对冰的影响是显著的［１６１７］。

纯冰冰雹虽然本质为纯冰，但由于是球体，并不能

判断冷冻温度对其抗压强度的影响。所以对于冷

冻温度对测试冰雹力学性能的影响，还要进一步

开展较为深入的研究。

本文结合自然冰雹冷冻温度０～－４０℃
［１８］，

采用模具法在－１０、－２０、－３０、－４０℃分别冷冻

制作直径为２５ｍｍ两种类型的测试冰雹，之后在

低温万能试验机测试冰雹的准静态力学性能，探

索了两种冰雹在不同冷冻温度下的力学特性。结

果表明：含棉冰雹抗压强度对冷冻温度的敏感性

较低，纯冰冰雹敏感性较高；两种冰雹在冷冻温度

为－４０℃的抗压强度比其他冷冻温度的抗压强

度显著提升，提出可以将－４０℃制成的冰雹加入

适航取证测试试验的考虑范围。试验结论与数据

对我国大飞机适航审定及适航标准的制定提供

参考。

１　冰雹试验

１１　冰雹制备

根据本次试验目的，结合 ＡＳＴＭＦ３２０２０１０

标准，设计如表１所示的冰雹样本，以２５ｍｍ直

径冰雹为代表，每组工况样本不少于５个，制作过

程中于恒温箱中制备，保持温度基本不变。

表１　测试样本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犲狊狋狊犪犿狆犾犲

冰雹直径／ｍｍ 棉纤维质量／ｇ 含棉质量分数／％

０ ０

２５ ４４２ ６

８８４ １２

　　分别在冷冻温度狋＝ －１０，－２０，－３０，

－４０℃下制备冰雹样本，试验冰雹样本使用模具

法制作。如图１所示：上半模具顶部开有注水孔，

两半模具之间与螺栓连接，模具中间设置定位销

孔，可保持制作过程中模具一一对齐，模具材料为

表面涂特氟龙的不锈钢制成，保证较高的导热效

率同时，使模具内表面较为光滑、平整。

图１　模具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ｅｎｃｉｌｄｒａｗｉｎｇ

含棉冰雹填充物为医用脱脂棉，如图２所

示。基本制雹流程如下：使用高精度天平称量

棉纤维，将称好的棉纤维均匀撕开，放入模具

中，然后向模具中注入蒸馏水，将注水后的模

具放入水中浸泡５ｍｉｎ，消除模具空腔中的气

泡，将模具表面擦干放入事先调好温度的恒温

箱，冷冻２４ｈ后取出模具，放于常温空气中

１５～２０ｍｉｎ使冰雹表面与模具脱离，打开模具

取出冰雹，选取表面无裂缝和没有明显缺陷的

冰雹如图３所示。

５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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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医用棉纤维

Ｆｉｇ．２　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ｔｔｏｎｆｉｂｅｒｓ

图３　２５ｍｍ直径纯冰冰雹及含棉冰雹

Ｆｉｇ．３　２５ｍｍ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ｐｕｒｅｉｃｅｈａｉｌａｎｄ

ｃｏｔｔｏｎ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ｈａｉｌ

图４　低温试验万能试验机

Ｆｉｇ．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ｆｏｒｌｏ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ｅｓｔ

１２　试验设备

试验机采用 ＷＤＷ２０微机控制低温万能试

验机，如图４所示，最大载荷为２０ｋＮ，载荷精度

为±０．０１％，测量精度在示值的±０．５％以内，位

移分辨率高达０．０００１ｍｍ，试验控速范围为

０．００１～５００ｍｍ／ｍｉｎ，可分段控制，最大行程为

１２００ｍｍ，两压杆之间装设一个低温箱，一般情况

下，整个压缩过程在－２０℃下进行，避免由于冰

雹融化而影响测试结果。

１３　试验方法

试验前，将装有不同含棉量水的模具分别在

－１０，－２０，－３０，－４０℃冷冻，保持冷冻时间相

同，都为２４ｈ，制备不同含棉量的人工冰雹，选取

表面无明显裂缝的冰雹，放于低温万能试验机进

行试验，试验前，开启低温箱，使箱内温度及夹板

温度低至－２０℃。本次试验保证试验机箱内温

度低于０℃，试验加载速度保持在１５ｍｍ／ｍｉｎ，应

变率ε定义为

ε＝
犞
犇

（１）

式中犞 为万能试验机加载速率；犇 为冰雹直径。

本次试验应变率为０．０１ｓ－１。

２　试验结果分析

２１　不同冷冻温度下纯冰冰雹力学性能

图５为纯冰冰雹破碎瞬间状态图，纯冰冰雹

在压缩过程中在很小的位移内就发生断裂，可以

看作完全脆性球体。冰雹最重要的一个力学性能

为它的最大抗压强度，使用Ｒｕｓｓｅｌｌ和 Ｗｏｏｄ
［１９］研

究得到的完全脆性球体压缩强度解析式来估算抗

压强度，纯冰的泊松比为０．３２５，压缩方程归纳为

σｃ≈０．４４
犉０

π狉
２ｓｉｎ２θ０

（２）

式中犉０ 为加载力，θ０ 为与接触面积有关的角度，狉

为球的半径，σｃ为纯冰冰雹抗压强度，其关系可以

用图６表示。

图５　纯冰冰雹破碎瞬间状态

Ｆｉｇ．５　Ｉｎｓｔａｎｔｓｔａｔｅｏｆｐｕｒｅｉｃｅｈａｉｌ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图７为不同冷冻温度下２５ｍｍ直径纯冰冰

６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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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压力预估参数图解
［１９］

Ｆｉｇ．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１９］

图７　不同冷冻温度纯冰冰雹加载力位移曲线图

Ｆｉｇ．７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ｌｏａｄ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ｕｒｅｉｃｅ

ｈａｉｌ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雹试验所得数据，对不同冷冻温度下的纯冰冰雹

压缩曲线，可以看出纯冰冰雹在很小的变形下，发

生断裂破坏。也可以看出，相同冷冻温度下每组

样本一致性较差，这是因为本次试验所采用的的

模具为刚性模具，在纯冰冰雹形成过程中，模具势

必会对冰雹造成挤压。冰雹脱模过程中，由于应

力释放，冰雹内部会形成很细微裂纹，而表面裂纹

到表面裂缝出现是加载位移图峰值的关键，所以

很难保持冰雹在位移载荷图一致。

从纯冰冰雹位移加载力曲线较难分析出冷

冻温度对其力学性能的影响。故将原始数据代入

式（２）中，估算纯冰冰雹在不同冷冻温度下抗压强

度，并作散点图，结果如图８所示。可以看出：从

平均抗压强度来看，纯冰冰雹估算抗压强度和冷

图８　抗压强度与冷冻温度的关系（ε＝０．０１ｓ－１）

Ｆｉｇ．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ε＝０．０１ｓ
－１）

冻温度呈负相关性，在冷冻温度为－１０～－３０℃

时，所测２５ｍｍ纯冰冰雹的估算抗压强度范围在

５～１５ＭＰａ间，而且随着冷冻温度的降低，平均抗

７４７１



航　空　动　力　学　报 第３５卷

压强度逐渐增大，整体上升较为平缓，但在

－４０℃时，纯冰冰雹的估算抗压强度明显增大，

且涨幅较大。冷冻温度为－４０℃冰雹的平均抗

压强度比冷冻温度为－１０℃的抗压强度提升了

大约４倍，这与 Ｈａｙｅｓ
［６］的结论基本一致。将本

文中数据与张永康等［１２］所做的同等温度、相同应

变率下冰柱的抗压强度对比，可以看出，－１０、

－２０、－３０℃数据基本一致。这说明对于脆性球

体，采用上述方法估算抗压强度可行，本次试验的

估算抗压强度数据具有一定可靠性。

２２　不同冷冻温度下含棉冰雹力学性能

保持与纯冰冰雹相同的加载速率，不同冷冻

温度下含棉质量分数为６％、１２％的冰雹的压缩

曲线如图９、图１０所示，对比发现，含棉质量分数

为６％的冰雹在－３０℃和－４０℃较低冷冻温度

下，样本数据的离散度提高，但基本趋势一致。曲

线可分为３个阶段，第１阶段线弹性增长阶段，该

阶段位移很小，但加载力增长较快；第２阶段较为

平缓的屈服阶段，位移变化较大，但加载力增长较

小；第３阶段冰雹失效阶段，该阶段冰雹破裂。冰

雹加入棉纤维后离散性大大降低，且含棉质量分

数为１２％ 比含棉质量分数为６％的冰雹一致性

好。为方便对比各工况冰雹力学性能的变化，由 图９　６％含棉质量分数的冰雹不同冷冻温度下的

加载力位移曲线图

Ｆｉｇ．９　Ｌｏａｄ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６％ ｍａｓ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ｔｔｏｎ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ｈａｉｌ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于本次试验每组样本采点的位移值不同，不能直

接平均，所以使用移动平均法对每一组样本数据

进行处理。移动平均法处理后的曲线如图１１、图

１２所示，该曲线可以综合每个工况样本的位移

加载力数据，可以直观地反映各冷冻温度下冰雹

力学性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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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１２％含棉质量分数冰雹不同冷冻温度下

加载力位移曲线

Ｆｉｇ．１０　Ｌｏａｄ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１２％ ｍａｓ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ｔｔｏｎ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ｈａｉｌ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由曲线数据分析可知，随着冷冻温度的降低，

曲线线性增长阶段的最大加载力提高，在－３０℃

冷冻温度下，含棉冰雹屈服阶段增长。图１３为含

棉冰雹压缩过程中的状态图，可以看出在压缩过

程中随着位移的增大，含棉冰雹的截面积也在增

大，用下式估算含棉冰雹抗压强度，并作位移抗

压强度图，如图１４、图１５。

图１１　６％含棉质量分数冰雹不同冷冻温度下平均

加载力位移曲线

Ｆｉｇ．１１　Ｍｅａｎｌｏａｄ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ｓｏｆ

６％ ｍａｓｓ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ｔｔｏｎ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ｈａｉｌ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图１２　１２％含棉质量分数冰雹不同冷冻温度平均

加载力位移曲线

Ｆｉｇ．１２　Ｍｅａｎｌｏａｄ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ｓｏｆ

１２％ ｍａｓｓ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ｔｔｏｎ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ｈａｉｌ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图１３　含棉冰雹压缩状态

Ｆｉｇ．１３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ｏｆｃｏｔｔｏｎ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ｈａ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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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６％含棉质量分数冰雹位移抗压强度

Ｆｉｇ．１４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６％

ｍａｓｓ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ｔｔｏｎ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ｈａｉｌ

图１５　１２％含棉质量分数冰雹位移抗压强度

Ｆｉｇ．１５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１２％

ｍａｓｓ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ｔｔｏｎ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ｈａｉｌ

犛＝π狉狓－
１

４
狓（ ）２ （３）

δｃ＝
犉
犛

（４）

式中犛为截面积，狓为单向位移，δｃ为含棉冰雹抗

压强度。

从位移抗压强度图可以看出：首先，６％含

棉质量分数和１２％含棉质量分数冰雹在冷冻温

度为－１０～－３０℃区间最大抗压强度没有表现

出冷冻温度相关性，抗压强度基本不变，范围在

２５～３５ＭＰａ之间。冷冻温度降至－４０℃时，１２％

含棉质量分数冰雹抗压强度有了显著的增长，最

大抗压强度可达４５ＭＰａ，而６％含棉质量分数冰

雹增加较少。其次，结合位移抗压强度曲线可以

看出含棉冰雹最大抗压强度点出现在线性增长阶

段的终点，即含棉冰雹在线弹性阶段与屈服阶段

临界点。

３　结　论

本文基于 ＡＳＴＭＦ３２０２０１０标准结合自然

冰雹冷冻温度，对２５ｍｍ直径纯冰冰雹，含棉质

量分数为６％、１２％的含棉冰雹在不同冷冻温度

下的压缩力学性能进行试验研究，结论如下：

１）纯冰冰雹平均抗压强度随着冷冻温度的

降低而增大，冷冻温度在在－１０～－３０℃时，平

均抗压强度增加量相对较小，约为２ＭＰａ，冷冻温

度降低至－４０℃，平均抗压强度明显增大，增加

量可达１７ＭＰａ。

２）冷冻温度在－１０～－３０℃变化时，含棉冰

雹抗压强度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温度相关性，抗压

强度几乎不变，冷冻温度降至－４０℃，１２％含棉

质量分数冰雹抗压强度有明显增加，可达１５

ＭＰａ。含棉冰雹最大抗压强度出现在线弹性阶段

末端。

３）对于两种不同的测试冰雹，可将冷冻温度

为－４０℃制成的冰雹作为适航测试补充。在我

国未来大飞机适航测试及航空发动机吸雹试验

中，本文数据可作为范围参考。

本文中冰雹的压缩试验研究为准静态试验，

应变率比实际撞击试验低很多，所以本次试验可

做实际撞击试验先行测试，试验数据可做为范围

参考与定性分析，不同尺寸冰雹的准确的高速撞

击强度数据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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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振动时滞法的非零叶间相位角叶片颤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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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展了一种利用叶片延迟振动设置叶间相位角的振动时滞法和多通道叶片非同相振动的流固

耦合颤振分析模型。模型通道数选取相邻节径线之间通道数的两倍，在循环扇区的不同通道中，令叶片的各

阶振动模态位移滞后于前一叶片，结合基于虚拟弹性体的快速动网格算法实现流场及叶片网格的高效更新。

针对Ｒｏｔｏｒ３７多通道模型，研究了不同叶间相位角对叶片气弹稳定性及通道流场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多

通道方法与全环叶片颤振分析的计算结果基本一致，而１８节径振动下多通道方法的计算时间是全环分析的

１４．８６％；节径振动形式对气动阻尼有显著影响，且在２节径时发生气弹失稳；叶间相位角引起流道内激波位

置和强度变化和非定常激波脉动异相冲击，是影响颤振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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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航空动力装置性能的迅猛提升，航

空发动机的推质比不断增加，压气机叶片不断朝

着高负荷、高效率方向发展，而高负荷导致的高逆

压力梯度极易引起流动分离。加之叶片长度较

长，厚度较薄，叶尖切向速度不断增高，非定常气

动载荷不断增大，叶片在气动力和离心力共同作

用下的气动稳定性问题更加突出，容易发生颤振，

对压气机的正常工作产生极大威胁。叶轮机械颤

振是一种由可变形结构与周围流场气动力相互作

用而产生的自激振动。能准确有效地预测和分析

叶片气动稳定性，对缩短设计和实验周期、使压气

机安全稳定运行、延长工作寿命、提高经济性具有

深远影响。

早期对叶轮机械气弹稳定性的研究大多采用

所有叶片等幅同相振动的假设，用单个计算通道

表征全环模型，而随着对气动弹性研究的深入，研

究者发现叶间相位角对气动弹性起着重要作用，

上述假设与实际并不完全相符［１］。Ｓｒｉｎｉｖａｓａｎ
［２］

和Ｃａｒｔａ等
［３］通过实验研究了叶片颤振参数，指

出叶间相位角是影响叶片气动弹性的一个相当关

键的参数，对叶片颤振起着重要的作用。Ｐｉｅｒｒｅ

等［４］研究发现在一定的折合频率和叶间相位角下

会引起压气机叶片振动局部失稳。在预测叶片颤

振时考虑叶间相位角的影响，分析各节径振动工

况下叶片的气弹稳定性可以更准确地判断颤振临

界点。

计及叶间相位角影响的颤振分析是基于

Ｌａｎｅ
［５］在实验基础上提出的行波模型，将叶片振

动视为具有节径振动的模态，假设所有叶片以同

样的频率和振幅做简谐振动，相邻叶片的振动相

差一个恒定叶间相位角，可以将极为复杂的全叶

轮颤振模型简化为一个或数个叶片通道的颤振模

型，大大降低了分析难度，行波模型因此被广泛应

用。通过计算各节径振动下的气动阻尼，绘制完

整的气动阻尼曲线分析颤振边界和不稳定的叶间

相位角区间。Ｆｕｈｅｒｅ等
［６］通过计算末级动叶的

气动阻尼预测颤振，分析了叶间相位角对叶片气

动阻尼的影响。Ｒｚａｄｋｏｗｓｋｉ等
［７］通过计算汽轮

机长叶片前５阶模态振型各叶间相位角对应的气

动阻尼得到气弹失稳的模态和叶间相位角，并发

现叶片颤振主要以１阶弯曲模态产生。

目前国内外学者普遍应用的引入叶间相位角

的方法主要有多通道方法和相位延迟边界条

件［８１６］。多通道方法根据振动节径确定包含相应

叶间相位角的通道数，可以考虑多通道叶间流动

的影响以及减少全环模拟的计算成本；相位延迟

边界条件将叶片一侧边界处的流体特性加入适当

相位差再应用于另一侧边界，就可以将计算区域

缩减到一个叶片通道，可以降低计算成本，但是收

敛速度较慢，而且初始振动周期的通道边界被视

为周期边界，更降低了收敛精度和收敛速度［８］。

在非零叶间相位角的叶轮机械转子的颤振

分析方法中，流固耦合方法通过耦合求解非定

常气动力和结构瞬时变形，能够模拟叶片的实

际振动响应特征，提高数值模拟的精度，特别是

非线性较强的跨声速区域，克服了能量法对颤

振边界捕捉不准确的问题［１７１８］。Ｖａｈｄａｔｉ等
［１９］

使用强流固耦合分析模拟跨声速叶片颤振，结

果表明吸力面激波后的流动分离是引起叶片颤

振的主要原因。Ｉｍ等
［１１］利用全耦合方法对全

环通道模型与采用相位延迟边界的单通道模型

进行数值模拟，并对计算结果进行对比，较准确

地预测了叶片颤振，但是单通道模拟由于无法

考虑叶间流动作用而不能准确捕捉节径变化对

叶尖前缘偏转的细微影响。

鉴于计及叶间相位角的流固耦合气弹分析大

多采用半环［１０］或全环［１１１３］计算域，计算成本巨

大，本文根据叶盘节径振动形式构建最优的多通

道模型，其中叶片以不同相位振动，通过叶片各阶

模态振动位移滞后某一时刻，将相位信息转换为

时间差序列来表征相邻叶片间振动存在相位差的

现象。将叶片振动时滞方法结合基于快速动网格

的高效流固耦合算法［２０２１］对叶片进行颤振分析，

同时考虑了叶片与流场的耦合作用、叶间流动作

用以及不同节径振动对叶片气动稳定性的影响。

通过对ＮＡＳＡＲｏｔｏｒ３７叶片在不同节径振动下

的颤振分析，计算了振荡叶片的响应、气动阻尼及

表面气动功，研究了叶间相位角对振荡叶栅气弹

稳定性和流场特性的影响。

３５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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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计算原理和方法

１１　基于多通道模型计及叶间相位角的振动

时滞法

　　转子叶片受到来自静叶叶栅尾流的周期性力

作用产生振动时，各质点在平衡位置两侧往复振

动，引起振动以行波的形式传播。在循环对称叶

盘中，叶片将以相同的频率和振幅振动，但在它们

之间存在振动相位差，即存在叶间相位角（ｉｎｔｅｒ

ｂｌａｄｅｐｈａｓｅａｎｇｌｅ）。此时叶盘振动形式表现为节

径振动。叶间相位角表征了叶盘中相邻叶片振动

之间的相移。不同节径数对应的叶间相位角可以

由下式表示：

σ＝
２π
犖ｂ
犖ｄ （１）

其中σ为叶间相位角，犖ｄ 为转子叶片振动节径

数，犖ｂ为转子叶片数。

计及叶间相位角影响的叶片颤振分析，即是

考虑叶盘不同节径的振动。为了考虑振荡叶栅各

叶片之间的相互作用，构建多通道计算模型，在节

径处叶片模态位移为零，相邻两个节径线围成的

扇区经历了半个周期振动，在选择计算扇区时，尽

量保证在扇区内可经历一个周期的振动，因此通

道数应该选取相邻两节径线之间通道数的两倍，

计算所需的最少通道数（犘）为

犘＝
犖ｂ
犖ｄ

（２）

　　为了在叶间设置相位角，采用振动时滞方法

直接令叶片振动在不同的时刻启动，用时间延迟

处理相位延迟问题。以稳态流场计算结果作为非

定常流场计算的初值，并通过赋予叶片速度较小

的扰动以激励叶片初始振动，相邻叶片振动滞后

时间由式（３）决定。

Δ狋＝
σ
２π
犜＝

σ
ω

（３）

其中Δ狋为叶片振动滞后于相邻叶片的时间，犜为

叶片振动的周期，ω为叶片振动频率。

图１给出了典型的多通道叶片振动模型以及

相邻叶片的振动时滞效应。多通道扇形模型壁面

设为循环对称边界条件，避免了构建全环叶栅模

型的巨大计算量，由于对称性，只需犘 个叶片通

道就可以代表整个叶栅的振动特性。

在振动时滞法中，第一只叶片各节点的振动

位移通过单叶片的模态计算得到，而后扇形通道

内第犼只叶片与第一只相差 （犼－１）σ的相位角，

图１　多通道叶片振动模型与相邻叶片振动时间延迟

Ｆｉｇ．１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ｂｌａｄｅｐａｓｓａｇｅｓａｎｄ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ｄｅｌａ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ｂｌａｄｅｓ

令其以滞后于第一只叶片 （犼－１）Δ狋的时间开始

振动。将叶片的振动位移写为复数形式，第犼只

叶片的振动位移狌犼 可以由第一只叶片振动位移

狌１ 表示

狌１（狋）＝犃ｅｘｐｉ（ω狋－φ） （４）

狌犼（狋）＝犃ｅｘｐｉ［ω狋－φ－（犼－１）σ］＝

犃ｅｘｐｉω［狋－φ／ω－（犼－１）Δ狋］ （５）

式中犃为振幅，φ为初始相位。

各叶片在不同时刻初始振动之后，其振动形

式由流固耦合算法不断迭代求解。叶片振动无需

预设相位延迟边界条件，也不需要设置适当周向

扰动来触发节径振动，节省了计算时间。

１２　振动时滞法在高效流固耦合算法中的实现

利用基于虚拟弹性体快速动网格的高效流固

耦合算法，将多通道非定常流场区域视为虚拟弹

性体，建立虚拟弹性体的静力平衡方程和结构的

振动控制方程，由于流场网格与固体网格不一一

对应，在流固耦合交界面上需运用样条插值方法

进行节点位移等数据的交换，如式（６）所示。

犡ｇｉｎ＝犌犡ｓｉｎ （６）

其中犡ｇｉｎ、犡ｓｉｎ分别为流固耦合面上流场和结构

节点的位移向量；犌表示样条插值的形函数矩阵。

联立构建结构虚拟弹性体的整体动力学方

程，即式（７）。

犕１１ｓ 犕１２ｓ

犕２１ｓ 犕２２ｓ

熿

燀

燄

燅０

犡̈ｓｎｉｎ

犡̈ｓｉｎ

犡̈ｇ

熿

燀

燄

燅ｎｉｎ

＋

犆１１ｓ 犆１２ｓ

犆２１ｓ 犆２２ｓ

熿

燀

燄

燅０

犡ｓｎｉｎ

犡ｓｉｎ

犡ｇ

熿

燀

燄

燅ｎｉｎ

＋

犓１１ｓ 犓１２ｓ

犓２１ｓ 犓２２ｓ ＋犓
１１
ｇ犌 犓１２ｇ

犓２１ｇ犌 犓２２

熿

燀

燄

燅ｇ

犡ｓｎｉｎ

犡ｓｉｎ

犡ｇ

熿

燀

燄

燅ｎｉｎ

＝

０

犉ｉｎ

熿

燀

燄

燅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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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犕ｓ为质量矩阵；犆ｓ 为阻尼矩阵；犓ｓ 为刚度

矩阵；犡ｓｎｉｎ为非流固耦合面上结构节点的位移向

量；犡ｇｎｉｎ为非流固耦合面上流场节点的位移向

量；犉ｉｎ为叶片受到的气动力。

根据文中第１．１节提出的叶片振动时滞方

法，将结构节点的位移矩阵按叶片位置进行分块，

由第一只叶片的节点振动信息，施加某一振动延

迟推导出扇区内其余叶片的振动形式，如式（８）和

式（９）表示。

犡ｓｎｉｎ＝

犡１ｓｎｉｎ

犡２ｓｎｉｎ



犡狆

熿

燀

燄

燅ｓｎｉｎ

＝

犡１ｓｎｉｎ

ｅｘｐｉω（狋－Δ狋）犡
１
ｓｎｉｎ



ｅｘｐｉω狋－
２π

σ
－（ ）１Δ［ ］｛ ｝狋 犡１ｓ

熿

燀

燄

燅
ｎｉｎ

（８）

犡ｓｎ＝

犡１ｓｉｎ

犡２ｓｉｎ



犡狆

熿

燀

燄

燅ｓｉｎ

＝

犡１ｓｉｎ

ｅｘｐｉω（狋－Δ狋）犡
１
ｓｉｎ



ｅｘｐｉω狋－
２π

σ
－（ ）１Δ［ ］｛ ｝狋 犡１ｓ

熿

燀

燄

燅
ｉｎ

（９）

其中犡犼ｓｎｉｎ、犡犼ｓｉｎ分别为第犼只叶片在流固耦合面

及非流固耦合面的位移向量。

将该动力学系统的固有频率和正则振型分别

记为ω和ψ。式（７）经坐标变换后，得到正则坐标

ξ下的动力学方程

犐̈ξ＋２ζωξ＋ω
２
ξ＝犙 （１０）

其中犐是单位矩阵；ζ是阻尼比；犙是正则坐标下

的流体作用力。

将式（１０）写为分量的形式如下：

¨
ξ犻＋２ζ犻ω犻


ξ犻＋ω犻

２

ξ犻 ＝犙犻 （１１）

　　通过 Ｗｉｌｓｏｎθ法可以求解得到各阶模态位

移，而在实际问题中，高阶模态对于振动响应的影

响通常较小，采用振型截断法只选取低阶模态

（狀≤犖）作为向量基。通过低阶模态的振型叠加

快速计算出结构域及流场域网格节点位移，从而

实现流场网格变形的节点位移快速计算，模态叠

加公式如下：

犡ｓ

犡
［ ］

ｇ

＝∑
狀

犻＝１

ψ犻ξ犻 （１２）

式中犡ｓ为结构位移矩阵；犡ｇ为流场位移矩阵。

１３　气动阻尼计算方法

气动阻尼是衡量系统稳定性的指标，作为判

断叶片是否颤振的依据，可表示为气动功的归一

化形式。当气动阻尼大于零时，表示流场从叶片

振动中获取能量，叶片振动收敛，系统稳定。

一个周期内流场气动力对结构做功犠 由非

定常气动压力和局部速度的积分表示

犠 ＝∫
犜

０∫ｓｕｒｆａｃｅ［珟狆·（
狌·狀）］·ｄ｛ ｝犛 ｄ狋 （１３）

其中珟狆为叶片表面气动压力；狌为叶片振动速度；

狀为叶片表面网格单位法向量；犛为叶片表面积。

将气流对叶片所做的功按叶片运动一个周期

的平均振动动能进行归一化，得到气动阻尼

ζａｅｒｏ＝
－犠

２珚犈
（１４）

其中珚犈＝
１

２
犿ω

２犃２ｍ，珚犈 为叶片振动一个周期的平

均动能；犿 为叶片的模态质量；犃ｍ 为叶片平均

振幅。

２　计算结果与分析

２１　计算对象

研究对象为典型跨声速轴流压气机转子

ＮＡＳＡＲｏｔｏｒ３７，整圈叶盘由３６只叶片组成，叶

片材料为马氏体２００，弹性模量为１９５ＧＰａ，密度

为８０００ｋｇ／ｍ
３，泊松比为０．３，叶片设计转速为

１７１８８ｒ／ｍｉｎ，设计流量为２０．１８８ｋｇ／ｓ，设计压比

为２．１０６
［２２］。

图２为 ＮＡＳＡＲｏｔｏｒ３７压气机全环模型。

叶片表面附近为 Ｏ型网格，其他区域为 Ｈ 型网

格，单个通道网格节点数为２２６１１５。

图２　全环叶片模型及多通道网格模型

Ｆｉｇ．２　Ｆｕｌｌａｎｎｕｌｕｓｂｌａｄｅ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ｍｕｔｉｐｌｅｐａｓｓａｇ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ｍｅｓｈｍｏｄｅｌ

本文采用商业软件ＡＮＳＹ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模块

与Ｆｌｕｅｎｔ模块进行流固耦合计算，利用 ＡＮＳＹ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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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模块进行预应力模态分析计算叶片固

有频率和振型，利用Ｆｌｕｅｎｔ读取叶片振型信息，并

进行三维非定常流场计算，动网格的生成使用了文

献［２１］发展的基于结构虚拟弹性体的快速动网格

算法。在叶片通道模型中，叶片根部固支，轮毂、轮

缘以及叶片表面均设定为绝热、无滑移边界条件。

进口给定总压为大气压，给定总温为２８８．１５Ｋ；出

口给定背压，进出口未采用无反射边界条件。多通

道扇形壁面设为周期边界条件。非定常流场分析

采用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ｓ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ＳＴ）犽ω湍流模型，时

间步长选为２×１０－６ｓ，利用定常计算得到的稳态

流场结果作为瞬态分析的初值，以提高计算效率。

计及叶间相位角的影响分析叶片颤振时，需

考虑多个节径振动形式以准确预测各工况下的颤

振边界，或计算该工况下最不稳定的振动节径数。

２２　叶间相位角对叶片气弹稳定性的影响

不同节径形式的叶盘振动使得叶片之间存在

与节径数对应的相位差，并对叶片的气弹稳定性

产生影响。研究表明叶片以后行波运行更容易发

生颤振，因此本文在近峰值效率点处对Ｒｏｔｏｒ３７

叶片的颤振模拟以后行波计算为主，即相位差传

播方向与转子旋转方向相反，叶间相位角为负值。

选取叶片典型节径振动形式进行流固耦合分析，

其中叶片模态分析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叶片前４阶固有频率

犜犪犫犾犲１　犉犻狉狊狋４狅狉犱犲狉狊狀犪狋狌狉犪犾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犻犲狊狅犳狋犺犲犫犾犪犱犲

模态阶数 １ ２ ３ ４

频率／Ｈｚ １１９３．７ ２６９９．９ ３５９８．５ ４５１７．２

　　使用本文方法计算设计转速下Ｒｏｔｏｒ３７的

气动特性、实验数据［２２］以及文献［２３］中使用ＮＵ

ＭＥＣＡ的计算结果如图３所示，可见本文方法计

算得到的压比、效率特性与实验值较为接近，说明

图３　Ｒｏｔｏｒ３７气动特性图

Ｆｉｇ．３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Ｒｏｔｏｒ３７

本方法对气动特性预测的数值准确度较好。

由于气动阻尼可以反映系统气弹稳定性，选

取典型节径计算在不同叶间相位角条件下的气动

阻尼，以叶间相位角为横坐标绘制气动阻尼曲线

可以显示叶间相位角对叶片气弹特性的显著影

响，如图４所示。可以看出，颤振边界出现在叶间

相位角为－１０°与－３０°的情况，即１节径与３节

径振动，两节径之间气动阻尼为负值，气动力对叶

片做正功，具有失稳特性。当节径数从３节径增

大时，气动阻尼也随之增加，直至１８节径振动达

到最大气动阻尼，系统保持气弹稳定。

图４　不同叶间相位角条件下的气动阻尼计算结果

Ｆｉｇ．４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ｄａｍｐｉｎｇｖｅｒｓｕ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ｂｌａｄｅｐｈａｓｅａｎｇｌｅｓ

针对叶片气弹特性变化中具代表性的３种节

径振动获取振动模态响应以分析叶片振动发展历

程及稳定性，其中犃点为不含叶间相位角的零节

径振动，犅点为稳定的１８节径振动，犆点为颤振

失稳的２节径振动。

利用单通道模型分析设计转速下零节径振动

（σ＝０°）叶片在近峰值效率点的前３阶模态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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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如图５所示。可以看出叶片的２、３阶模态

振动位移相对于１阶振动位移幅值很小，叶片振

动以１阶模态振动为主，而且振动呈衰减趋势，气

动阻尼计算结果为０．００８２，即流场内非定常气动

力对叶片做负功，叶片向流场耗散能量，叶片振动

趋于收敛，气弹稳定性较好。

图５　零节径振动形式叶片的模态位移响应

Ｆｉｇ．５　Ｍｏｄ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ｂｌａｄｅａｔ

０ｎｏｄａｌ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当叶片以１８节径振动时，对应的叶间相位角

σ＝－１８０°，建立双通道模型以分析叶片在峰值效

率点处的响应。图６（ａ）显示了设置振动时间延

迟的两只叶片在振动开始后的相位延迟效应，叶

片２的振动滞后于叶片１的１／２个周期，且两只

叶片呈现相同的振动趋势。提取叶片１的前３阶

模态位移，如图６（ｂ）所示。与零节径相比，叶片

振动的频率没有改变，而３阶模态振幅均有所减

小，仍是衰减的趋势。气动阻尼计算结果为

０．０３５７，明显大于零节径时的气动阻尼，其原因

可能是叶间存在较大叶间相位角时，相邻流道叶

片振动产生的不稳定负载线性叠加使得流道内气

动力对叶片主要做负功，加速振动衰减，因而此时

图６　１８节径振动形式叶片的模态位移响应

Ｆｉｇ．６　Ｍｏｄ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ｂｌａｄｅａｔ

１８ｎｏｄａｌ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叶片的气弹稳定性更好。

图７对比了１８节径振动（σ＝－１８０°）时采用

多通道模型与全环叶片模型计算的叶片振动１阶

模态位移响应，结果显示多通道模型的计算结果

与全环颤振分析结果在振动发展趋势上基本一

致，在振幅上相差３．４％，验证了多通道方法的正

确性。

图７　１８节径振动时多通道模型与全环叶片模型

的１阶模态位移响应对比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ｉｒｓｔｍｏｄ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ａｓｓａｇｅ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ｆｕｌｌａｎｎｕｌｕｓ

ｍｏｄｅｌａｔ１８ｎｏｄａｌ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构建１８通道模型分析２节径振动形式下叶

片在近峰值效率点处的振动响应，通过设置相邻

叶片滞后振动使得叶间相位角达到－２０°。图

８（ａ）显示了其中每只叶片振动时域位移响应的相

位延迟，其中相邻叶片振动滞后时间由式（３）决

定，由叶片１至叶片１８完整地构成了一个振动周

期。图８（ｂ）提取了叶片１的前３阶模态位移，值

７５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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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注意的是，当叶片以２节径振动时，时域上叶片

振幅逐渐增加，第２、３阶模态振幅相对于稳定时

显著增加，振动不再收敛，叶片出现颤振失稳。此

时的气动阻尼计算为－０．００２８，说明非定常气动

力对叶片做正功，叶片从流场中吸收能量，引起振

动发散。

图８　２节径振动形式叶片的模态位移响应

Ｆｉｇ．８　Ｍｏｄ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ｂｌａｄｅａｔ

２ｎｏｄａｌ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２３　不同叶间相位角下的流场特性分析

为了探究叶间相位角对流场特性如激波强度

和位置的影响及叶间相位角影响气弹稳定性的机

理，选取典型的稳定振动节径下的流场与气动失

稳时的流场进行对比。由文中第２．２节分析知道

叶片振动以１阶弯曲模态为主，因此在流场分析

中主要考虑该模态。提取非定常流场分析收敛后

的一个周期的流场分布，此时叶片达到稳定振荡

形式，而叶片振动收敛或发散受到节径变化影响。

为了展示通道间的流动效果，分别取各多通道模

型中的两个通道显示其流场特性进行比较。

图９对比了叶片２节径（σ＝－２０°）、３节径

（σ＝－３０°）、４节径（σ＝－４０°）、９节径（σ＝－９０°）振

图９　不同节径振动形式下９０％叶高流场马赫数分布

Ｆｉｇ．９　Ｍａｃｈｎｕｍｂ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９０％ｓｐａｎ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ｏｄａｌ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动时９０％叶高的流场马赫数分布，随着振动节径

数的减小，相邻流道之间的干扰对叶片振荡的影响

逐渐加剧，具体表现在叶片前缘激波脱离和通道间

气流堵塞。叶片以４节径与９节径振动时，通道间

流速较快，未发生堵塞，激波位于叶尖前缘附近，带

来的非定常扰动作用较小，并不会引起叶片失稳；

以２节径与３节径振动时，通道中的正激波逐渐脱

离叶片前缘，使叶片表面的附面层逐渐增厚，激波

后的高压气流充斥流道进而造成堵塞，而高压气流

与叶片振动之间具有强烈的相互干扰，非定常气动

力对叶片的冲击作用增大，加速叶片从流场吸收能

量，导致颤振失稳。可以看出，当叶片振动节径改

变时，流场出现较大差异性，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

在跨声速压气机中有激波及附面层干扰，产生强烈

的非线性现象，流场内流动在气弹稳定临界点到颤

振发作的过程中会出现强烈失稳，引起流场剧烈变

化；另一方面，本文给出的流场分布均是在计算收

敛后叶片振荡周期内提取的，流场分布也会由于非

定常激波振荡而在叶片振动历程中发生变化。

为了考察激波与叶片颤振失稳之间的关联

性，图１０和图１１分别给出了２节径、３节径、４节

径振动时叶片压力面和吸力面的马赫数分布和气

流对叶片所做的功分布。由图１０可以看出，随着

节径数的减小，吸力面和压力面上激波影响的区

域和强度不断增大。激波集中在叶片前缘，从大

约３０％叶高向上延伸至叶片顶端，随着叶高的增

加，波前马赫数逐渐增加，激波的强度提高，影响

区域扩大到部分叶片后缘。－２０°叶间相位角下

相同叶高截面上吸力面的波前马赫数较压力面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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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不同节径振动形式下叶片表面的马赫数分布

Ｆｉｇ．１０　Ｍａｃｈｎｕｍｂ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ｂｌａｄｅｓｕｒｆａｃｅ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ｏｄａｌ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图１１　不同节径振动形式下叶片表面功分布

Ｆｉｇ．１１　Ｗｏｒｋ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ｂｌａｄ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ｏｄａｌ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大，可见吸力面激波强度强于压力面，吸力面激波

对颤振失稳的贡献更大。

从图１１的叶片表面所受气动功分布中可以

看出，吸力面上的正功分布集中在叶片前缘的一

个狭长区域内，区域长度随着叶间相位角的减小

而增长，最终布满整个叶高；在压力面上，正功强

度随叶间相位角的减小而逐渐增大，但始终不及

吸力面正功作用的强度。同时，当叶间相位角较

大时，由于激波冲击位置在叶尖前缘，且强度较

小，流场内激波对叶片失稳的贡献并不明显，激波

脉动吸收了叶片振荡的能量，气流做功以负功为

主，加速叶片振动的收敛，随着叶间相位角减小，

叶片吸力面的正功积累区域及强度显著增加，并

逐渐起主导作用，增加了叶片振荡的不稳定性。

吸力面和压力面上带状分布的正功区域是气

流做功最集中的地方，而且多分布在激波附近，在

叶片振荡过程中激波位置出现微弱变化，由此产

生的非定常压力脉动推断为诱发叶片表面所受气

动功集中区出现的主要原因。对于不同的叶间相

位角，吸力面上非定常气动力的冲击带来的作用

并不仅仅是失稳作用，对较大叶间相位角的工况

在一定程度上有稳定作用，这是因为气动力对叶

片所做的功不仅取决于激波脉冲，还取决于激波

运动与叶片运动之间的相位关系，当叶间相位角

改变时，也改变了激波与叶片振动之间的相位。

因此，仅知道非定常气流的冲击位置和冲击强度

不足以确定其做功对稳定特性的影响，还需要研

究激波脉动与叶片振动之间的相位关系，这种相

位关系取决于工况、叶间相位角和叶片振荡频率。

图１２显示了激波脉动引起的非定常气动力与叶

片振动之间的相位差，其中气动激励频率与叶片

１阶弯曲频率十分接近，但是超前或滞后一个相

位，这种相位差成为气流冲击引起叶片失稳的另

一个因素。与４节径相比，２节径振动下的气动

力与模态位移之间的相位差显著减小，而且力的

作用滞后于叶片振动，这种小的相位差引起叶片

在振荡过程中不断受到与运动方向同向的激励，

使叶片振幅不断增大，最终导致了颤振失稳。

图１２　非定常气动力与叶片振动的相位关系

Ｆｉｇ．１２　Ｐｈａ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ｎｓｔｅａｄｙ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ｆｏｒｃｅａｎｄｂｌａｄ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２４　计算效率对比

利用本文的多通道方法与半环、全环通道模

型分析进行计算效率对比，计算分析基于Ｉｎｔ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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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ｅｏｎＥ５２６２０的双ＣＰＵ六核计算机，叶片一个

振动周期需要约１５个计算时间步，且模型内每个

通道采用相同的网格。当计算１８节径振动形式

时，采用本文的多通道方法仅需建立２通道计算

域，计算一个振动周期的平均时间为４４ｍｉｎ；半环

模拟采用１８通道计算域，计算一个振动周期的平

均时间为１６７ｍｉｎ，全环模拟采用３６通道计算域，

计算平均时间为２９６ｍｉｎ。此时多通道方法的计

算时间是半环模拟时间的２６．３５％，是全环模拟

时间的１４．８６％。

３　结　论

本文发展了一种基于振动时滞方法考虑非零

叶间相位角影响的叶片流固耦合颤振分析方法，

计算了不同叶间相位角条件下的叶片模态位移响

应和气动阻尼，并研究了叶间相位角对流场特性

的影响及失稳流场的激波脉动现象。所得结论

如下：

１）多通道方法相较于全环模拟在计算效率

上有明显提升，在计算叶片１８节径振动响应时，

多通道方法的计算时间是全环计算的１４．８６％。

２）叶间相位角对叶片气弹稳定性有显著影

响，当叶片以不同节径形式振动，即叶间存在不同

叶间相位角时，对应的振动响应与气动阻尼有明

显变化；当振动节径改变时，存在气动阻尼为负值

的工况，即２节径振动（σ＝－２０°），此时叶片发生

颤振失稳。

３）当叶间相位角随着振动节径数减小而减

小时，相邻流道之间的干扰对叶片振荡的影响逐

渐加剧，具体表现在叶片前缘激波脱离和通道间

气流堵塞。在失稳的叶间相位角条件下，叶片吸

力面存在激波脉动引起的强烈的正功，表现为对

叶片的激励作用，是导致叶片颤振的决定性因素。

叶间相位角改变了非定常气动力与叶片振动之间

的相位关系，以此影响气动力对叶片做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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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热障涂层钛合金的蠕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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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钇稳定二氧化锆陶瓷层（ＴＣ）组成的热障涂层（ＴＢＣｓ），对带ＴＢＣｓ钛合金抗蠕变性能进行实验与数值模拟

研究。结果表明：ＴＡ３２与ＴＢＣｓ的蠕变速率相差较大，在高温拉伸时ＴＣ会对ＢＣ和基体的蠕变变形产生明

显的约束效应，且ＴＢＣｓ中ＢＣ承受的轴向拉伸应力较大。在４００℃和６００℃实验温度下，ＴＢＣｓ可将ＴＡ３２的

抗蠕变性能分别提升５．６％与１７．５％，但当实验温度达到６００℃、拉伸应力达到２００ＭＰａ时，ＴＣ发生了严重

的开裂与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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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ｔｉｔａｎｉｕｍａｌｌｏｙ；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ｐａｎｅｌ；ｔｈｅｒｍａｌｂａｒｒｉｅｒｃｏａｔｉｎｇｓ；ｃｒｅｅｐ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钛及钛合金因具有比强度高、比模量高、耐腐

蚀性好等特点，在飞机设计与制造领域扮演着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１］。作为飞机上最为重要的一类

承力构件———钛合金壁板不仅是构成飞机气动外

形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保证机身舱室密闭性的

关键部件［２］。靠近飞机发动机处的钛合金壁板由

于受到发动机的影响，服役温度为４００～６００℃，

同时承受着复杂的机械载荷与高频振动，服役条

件十分苛刻。在高温与机械载荷的耦合作用下，

壁板易发生蠕变变形。研究表明：在钛合金表面

制备一层热障涂层（ｔｈｅｒｍａｌｂａｒｒｉｅｒｃｏａｔｉｎｇｓ，

ＴＢＣｓ），可以起到降低钛合金基体温度并减少蠕

变变形的作用［３４］，但对其机制缺少有效的实验与

模拟研究。

ＴＢＣｓ作为航空领域一类重要的功能化涂

层，常采用等离子喷涂方法制备。同时为提高涂

层与基体之间的机械铆合力，在喷涂涂层前常对

基体表面进行喷砂处理，导致基体材料的表面组

织结构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是否会对钛合金的

抗蠕变性能产生影响尚不明确。

本研究在ＴＡ３２钛合金表面制备由 ＮｉＣｒＡ

ｌＹ黏接层（ｂｏｎｄｃｏａｔ，ＢＣ）与氧化钇稳定二氧化

锆（ＹＳＺ）陶瓷层（ｔｏｐｃｏａｔ，ＴＣ）构成的ＴＢＣｓ体

系。测试不同温度和拉伸应力下的蠕变曲线，通

过等温线法计算带ＴＢＣｓ钛合金的蠕变极限，并

通过ＡＢＡＱＵＳ软件模拟ＴＡ３２钛合金／ＴＢＣｓ体

系的蠕变行为，揭示不同温度下 ＴＢＣｓ对 ＴＡ３２

钛合金抗蠕变性能的影响规律。

１　实验方法

基体材料为 ＴＡ３２钛合金，参照 ＨＢ５１５１

１９９６加工成圆形标准高温蠕变试样，尺寸为１０

ｍｍ×１８５ｍｍ。试样分为两组：带 ＴＢＣｓ试样和

无ＴＢＣｓ参比试样。ＴＢＣｓ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制备，其中

ＮｉＣｒＡｌＹ黏接层厚度约为６０μｍ，ＹＳＺ陶瓷层厚

度约为２００μｍ，无ＴＢＣｓ参比试样加工后表面无

损伤及弯扭，表面粗糙度犚ａ小于０．４μｍ。

采用ＲＤ１００型微机控制电子式蠕变持久实

验机（长春科新实验仪器有限公司）进行高温蠕变

实验。通过实验机上的高温电阻炉加热到测试温

度并保温一段时间后施加拉伸应力［５］。实验在大

气环境中进行，记录每根试样的蠕变曲线。实验

方案如表１所示，实验温度为４００℃和６００℃。每

组温度下选取四种拉伸应力，每组温度中选取较

为稳定的三种拉伸应力水平进行对比实验。

表１　高温蠕变实验方案

犜犪犫犾犲１　犛犮犺犲犿犲犳狅狉犺犻犵犺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犮狉犲犲狆狋犲狊狋

温度／℃ 试样类型 拉伸应力／ＭＰａ

４００

带ＴＢＣｓ ５００、６００、７００、８００

无ＴＢＣｓ ６００、７００、８００

６００

带ＴＢＣｓ ５０、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

无ＴＢＣｓ ５０、１００、１５０

　　蠕变极限分为两种：规定蠕变伸长率下的蠕

变极限σ
θ
εｔ
／狋（θ为实验温度，℃；狋为实验时间，ｈ；εｔ

为蠕变总伸长率）和规定稳态蠕变速率下的蠕变

极限（为稳态蠕变速率）。因为钛合金的蠕变第二

阶段较为明显且易于测量，所以选择规定稳态蠕

变速率下的蠕变极限表示方法。实验结束后通过

蠕变曲线计算各拉伸应力的稳态蠕变速率并整

理。目前，国内外测定蠕变极限的方法主要有两

种：等温线法和时间温度参数法。等温线法建立

在恒定温度、不同拉伸应力水平下获得不同蠕变

速率基础上。在稳态蠕变阶段，稳态蠕变速率εｓ

与拉伸应力σ的关系可用下式表达：

εｓ＝犓σ
狀 （１）

式中犓 为材料常数，狀为表观应力指数，对式（１）

两边取对数可得

ｌｇεｓ＝ｌｇ犓＋狀ｌｇσ （２）

式（２）表明，在温度θ下，稳态蠕变速率εｓ与拉伸

应力σ在双对数坐标系上呈线性关系。根据最小

二乘法原理，可求得对应温度下的蠕变极限［６７］。

２　实验结果与讨论

将棒状的蠕变试样沿径向切割制备金相样

品，在扫描电镜下观察得到如图１所示的 ＴＢＣｓ

截面图像。从图１来看，ＴＣ与ＢＣ、ＢＣ与基体间

结合良好。ＴＣ中弥散分布有大量孔隙，采用图

像法测量其孔隙率约为１０％。

比较喷涂态与高温蠕变实验后试样的表面形

貌，如图２所示。可以看出，θ＝６００℃、σ＝２００

ＭＰａ下试样表面ＴＣ环状断裂剥落严重，而底部

３６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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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带ＴＢＣｓ钛合金样品截面形貌

Ｆｉｇ．１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ｉｔａｎｉｕｍａｌｌｏｙ

ｓａｍｐｌｅｗｉｔｈＴＢＣｓ

图２　试样表面形貌

Ｆｉｇ．２　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ｓ

的ＢＣ没有脱落但存在明显的环状裂纹，这说明

在蠕变过程中ＴＣ／ＢＣ界面容易失效。６００℃、其

他拉伸应力下涂层保持了结构的完整性，未发生

剥落失效。而在４００℃测试温度下，所有拉伸应

力下的试样涂层均保持了良好的结构完整性，表

面无明显裂纹且未发生剥落失效。

４００℃与６００℃下的蠕变曲线如图３所示。

从图３可以看出，在初始蠕变阶段，试样的应变量

增加较快，应变速率逐渐减小并进入时间较长的

稳态蠕变阶段。蠕变实验的温度和拉伸应力是影

响材料蠕变行为的两大因素：同一温度下，随着拉

伸应力的提高，蠕变速率增大，蠕变变形量亦随之

增大。对比同一温度、同一拉伸应力水平下带

ＴＢＣｓ试样和无ＴＢＣｓ参比试样的蠕变曲线可以

发现：无ＴＢＣｓ参比试样的稳态蠕变速率和蠕变

变形量均高于带ＴＢＣｓ试样。这是由于ＴＢＣｓ中

ＴＣ的蠕变速率和应变容限远低于ＢＣ和 ＴＡ３２

基体，在蠕变伸长的过程中ＴＣ会对ＢＣ和ＴＡ３２

图３　蠕变曲线

Ｆｉｇ．３　Ｃｒｅｅｐｃｕｒｖｅｓ

基体产生轴向和径向约束，阻碍其进一步变形，导

致整体蠕变速率降低、蠕变性能提升。当ＢＣ和

ＴＡ３２基体蠕变变形量超过ＴＣ所能承受的应变

极限时，ＴＣ／ＢＣ界面处的微裂纹便会沿着轴向和

径向扩展进而贯穿ＴＢＣｓ
［３］，最终导致ＴＣ开裂脱

落，ＢＣ出现明显的裂纹（如图２（ｃ）所示）。

不同温度和拉伸应力水平下的稳态蠕变速率

如表２所示。从表２可以发现，当温度一定时，试

样的稳态蠕变速率随着拉伸应力的增加而提高。

并且实验温度越高，拉伸应力的变化对ＴＡ３２稳

态蠕变速率的影响越显著。以无ＴＢＣｓ参比试样

为例，４００℃、８００ＭＰａ下的稳态蠕变速率是７００

ＭＰａ的３．６倍，７００ＭＰａ的稳态蠕变速率是６００

ＭＰａ的４．９倍。温度升至６００℃后，１５０ＭＰａ的

稳态蠕变速率是１００ＭＰａ的７．０倍，１００ＭＰａ的

稳态蠕变速率是５０ＭＰａ的１２．２倍。可见，温度

越高，ＴＡ３２的高温蠕变性能对拉伸应力的变化

越敏感。

对稳态蠕变速率进行求对数和拟合处理，结

果如图４所示。规定蠕变极限中的稳态蠕变速率

为１×１０－４／ｈ，通过经验公式可以求出相应的蠕变

极限。通过图４（ｃ）可以明显发现，带ＴＢＣｓ试样

的蠕变极限都要高于无ＴＢＣｓ参比试样。４００℃

下蠕 变 极 限 提 升 了 ５．６％，６００℃ 下 提 升 了

１７．５％，这说明温度越高，ＴＢＣｓ对ＴＡ３２钛合金

的蠕变极限提升效果越明显。

４６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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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稳态蠕变速率

犜犪犫犾犲２　犛狋犲犪犱狔狊狋犪狋犲犮狉犲犲狆狉犪狋犲

温度／℃ 试样 稳态蠕变速率／（１０－４／ｈ）

４００

σ＝５００ＭＰａ σ＝６００ＭＰａ σ＝７００ＭＰａ σ＝８００ＭＰａ

带ＴＢＣｓ ０．６３８ １．０７ ５．２５ １０．１

无ＴＢＣｓ ３．０９ ３．４９ １２．４

６００

σ＝５０ＭＰａ σ＝１００ＭＰａ σ＝１５０ＭＰａ σ＝２００ＭＰａ

带ＴＢＣｓ ２．９８ １２．２ １６１ ８３２

无ＴＢＣｓ ３．０９ ３７．８ ２６３

图４　实验结果

Ｆｉｇ．４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

３　有限元模拟

以标准蠕变试样的有效尺寸段为建模对象，建

立包含ＴＣ、ＢＣ和ＴＡ３２钛合金基体在内的圆柱形

三维计算模型，如图５所示。由于实验温度较低，

模型不考虑热生长氧化物（ＴＧＯｓ）层，也不考虑ＴＣ

的蠕变变形［８１３］。ＴＣ厚度为０．２ｍｍ，ＢＣ厚度为

０．０６ｍｍ，ＴＡ３２钛合金基体的直径为１０ｍｍ。

图５　蠕变模型

Ｆｉｇ．５　Ｃｒｅｅｐｍｏｄｅｌ

有限元模拟分析采用时间硬化模型（ｔｉｍｅ

ｈａｒｄｅｎｉｎｇｍｏｄｅｌ）。此模型结合了用应力描述材

料蠕变行为的Ｎｏｒｔｏｎ方程和用时间描述材料蠕

变行为的Ｂａｉｌｅｙ方程（ＮｏｒｔｏｎＢａｉｌｅｙ蠕变模型），

非常适用于单轴定载荷蠕变过程的计算。其经验

公式如下：

εｃ＝犃σ
狀狋犿 （３）

式中εｃ为蠕变速率；狋为实验时间；犿为时间指数。

对不同温度和不同拉伸应力水平下无ＴＢＣｓ参比

试样的蠕变曲线取对数并进行拟合处理得到

ＴＡ３２钛合金时间硬化本构方程和蠕变参数
［１４１７］。

ＴＣ和ＢＣ的弹性模量通过努氏压痕弹性恢复法测

量［１８］。表３给出了模拟计算所需要的参数。

图６是温度为６００℃，拉伸应力为１００ＭＰａ，

实验时间为２９０ｈ时试样的Ｍｉｓｅｓ应力分布云图，

可以看出处在 ＴＣ和 ＴＡ３２钛合金基体之间的

ＢＣ应力最大，约为８００ＭＰａ。表明ＴＣ和基体蠕

变速率不同会导致ＢＣ承受很大的界面应力，易

发生开裂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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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模型参数

犜犪犫犾犲３　犕狅犱犲犾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温度／℃ σ／ＭＰａ
犈／ＧＰａ

ＴＣ ＢＣ
犃 狀 犿

４００

６００ ４５ １３３ ４．１５×１０－１６ ４．７ －０．５１

７００ ４５ １３３ ２．８４×１０－１４ ４．７ －０．８０

８００ ４５ １３３ ３．１４×１０－１５ ４．７ －０．１０

６００

５０ ４２ １２５ ２．８９×１０－９ ４．０ －０．７８

１００ ４２ １２５ ３．５０×１０－１０ ４．０ －０．４６

１５０ ４２ １２５ ６．４９×１０－１１ ４．０ －０．５０

注：犃、狀、犿均为ＴＡ３２钛合金基体相关参数。

图６　应力云图

Ｆｉｇ．６　Ｍｉｓｅｓｓｔｒｅｓｓｃｌｏｕｄｄｉａｇｒａｍ

　　对模型蠕变曲线进行稳态蠕变速率计算与蠕

变极限的拟合计算，并与实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如图７所示，可以发现４００℃时模拟与实验

相对误差为５．０％，６００℃时相对误差为４．６％，表

明ＮｏｒｔｏｎＢａｉｌｅｙ蠕变模型可以较为准确地描述

带ＴＢＣｓ钛合金试样的高温蠕变过程。

图７　有限元模拟结果

Ｆｉｇ．７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４　结　论

１）在ＴＡ３２钛合金／ＴＢＣｓ体系中，当实验温

度达到６００℃、拉伸应力达到２００ＭＰａ时，ＴＢＣｓ

发生了严重的开裂与剥落，在４００℃与６００℃其

他实验条件下ＴＢＣｓ保持了结构完整性。

２）在蠕变伸长的过程中 ＴＣ 会对 ＢＣ 和

ＴＡ３２基体产生轴向和径向约束，阻碍其进一步

变形，导致整体蠕变速率降低、蠕变性能提升。而

介于两者之间的ＢＣ承受着较大的界面应力，当

蠕变变形达到一定量时，ＴＣ／ＢＣ界面处的微裂纹

会沿轴向和径向扩展进而贯穿 ＴＢＣｓ，最终导致

ＴＣ失效脱落。

３）由于 ＴＣ的应变容限和蠕变速率远小于

ＢＣ和ＴＡ３２基体，所以在ＴＡ３２钛合金表面制备

ＴＢＣｓ有助于提升钛合金的蠕变极限，且温度越

高提升效果越明显。

４）结合ＮｏｒｔｏｎＢａｉｌｅｙ蠕变模型和有限元仿

真可以建立一个准确描述钛合金／ＴＢＣｓ体系单

轴拉伸蠕变行为的三维分析模型，与实验获得的

蠕变极限相对误差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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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压气机不稳定流动的时频特征分析

吴　蔚，赵　博，薛　翔，竺晓程，王　彤，杜朝辉

（上海交通大学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上海２００２４０）

摘　　　要：离心压气机失稳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态过程，提高离心压气机运行的可靠性需要准确获取

失稳过程的时频特征。针对带无叶扩压器的高速离心压气机失稳过程中叶轮出口的动态压力数据，采用时空

本征模态分解（ＳＴＩＭＤ）算法和经验模态分解（ＥＭＤ）算法进行分解，得到了多个本征模态函数（ＩＭＦ），并结合

Ｈｉｌｂｅｒｔ变换对不稳定流动的动态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ＳＴＩＭＤ算法得到了深喘和浅喘的时频信息，观

察到了频率在１５０Ｈｚ附近持续波动的失速现象，并捕捉到了浅喘先兆的频率曲线由抖动向恒定的过渡过程。

ＳＴＩＭＤ算法改善了ＥＭＤ的模态混叠问题，为压气机失稳分析提供了一种工具。

关　键　词：离心压气机；无叶扩压器；不稳定流动；时频分析；时空本征模态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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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２４０，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ｍ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ａｔａ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ａｔ

ｔｈｅｉｍｐｅｌｌｅｒｏｕｔｌｅｔｗｈｅｎｔｈｅ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ｗｉｔｈｖａｎｅｌｅｓｓｄｉｆｆｕｓｅｒ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ｅｄｔｈｅｕｎｓｔｅａｄ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ｍｏｄ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ＩＭＤ）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ＥＭＤ）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ｍｏｄ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ＭＦ）．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Ｈｉｌｂｅｒ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ｕｎｓｔｅａｄｙｆｌｏｗｗｅｒｅａｎ

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ＳＴＩＭ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ｔｈｅｔｉｍ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ｅｐｓｕｒｇｅａｎｄｍｉｌｄｓｕｒｇｅ

ｗａ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ｏｆｓｔａｌｌ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ｒｏｕｎｄ１５０Ｈｚ

ｗａ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ｗｈｉｌｓｔ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ｕｒｖｅｏｆｍｉｌｄｓｕｒｇｅ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ｆｒｏｍｏｓｃｉｌｌａ

ｔｉｎｇｔｏ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ｓｔａｔｅ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ＳＴＩＭ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ｈａ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ｍｏｄａｌａｌｉａｓ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ＥＭＤ，ｔｈｕｓ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ａｔｏｏｌｆｏｒ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ｖａｎｅｌｅｓｓｄｉｆｆｕｓｅｒ；ｕｎｓｔｅａｄｙｆｌｏｗ；

ｔｉｍ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ｍｏｄ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以失速和喘振为代表的不稳定流动现象将直

接影响离心压气机的工作范围，甚至引发严重的

事故，而至今仍然无法对一台新设计压气机的失

稳特征进行准确预判［１］。压气机失稳产生的压力

脉动信号是一种统计参数随时间变化的信号，表

现出频率、幅值随时间变化的特征，给信号分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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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带来了困难。因此，准确、有效地提取压气机失

稳的信号特征，对于压气机失稳机理的研究具有

重要意义。

基于实验测得的动态信号，发展出了多种用

于识别失稳流动的数据处理方法。刘俊杰等［２］基

于单路信号重构了周向多路失速先兆信号，通过

对重构信号进行空间傅里叶变换，得到了失速扰

动的各阶模态，提出根据低阶模态的幅值变化对

失速先兆进行识别。李长征等［３］分析了４种不同

型号的轴流压气机上测得的压气机出口总压脉动

值，统计发现脉动有效值及其标准差与机型及转

速有关，提出了基于统计特征的喘振监测系统。

Ｅｃｋ等
［４］发现在失速先兆发展为失速的过程中，

压气机叶片信号的不规则程度不断增加。Ｘｕ

等［５］在一台轴流压气机上进行实验，通过检测叶

片信号的周期性变化，可以在失速前３．７ｓ做出预

警，并能判断扰动的位置。

时频分析方法也常被用于处理压气机的失稳

信号，传统的时频分析方法包括短时傅里叶变

换［６７］（ｓｈｏｒｔｔｉｍｅ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ＴＦＴ）和小

波分析等。单晓明等［８］使用 Ｍｏｒｌｅｔ小波对组合

压气机失速的动态信号进行时频分析，发现失速

工况下特征频率能量较大，并得到了失速团的传播

速度。但这些方法都有各自的局限性：ＳＴＦＴ的时

间分辨率和频率分辨率互相限制；小波分析的基函

数一旦选取，缺乏分析各类信号的自适应性。

Ｈｕａｎｇ等
［９］提出的经验模态分解算法（ｅｍ

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ＭＤ）可以基于信

号的极值分布特征，自适应地将信号分解成多个

本征模态函数（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ｍｏｄ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ＭＦ）。

将ＥＭＤ与Ｈｉｌｂｅｒｔ变换相结合，便得到了一种自

适应性的非平稳信号时频分析方法，即希尔伯特

黄变换（ＨｉｌｂｅｒｔＨｕａｎｇ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ＨＨＴ），在故

障诊断［１０］、金融分析［１１］、生物医学［１２］等多个领域

得到了应用。在压气机失稳信号分析方面，郭贵

喜等［１３］使用 ＨＨＴ得到了某型发动机失稳数据

的时频特征。向宏辉等［１４］采用 ＨＨＴ对多级跨

声速压气机上的动态信号进行时频分析，发现相

比于小波分析的结果，ＨＨＴ方法能更早捕捉到

失速先兆。

ＥＭＤ主要的缺点在于模态混叠问题，表现为

尺度不同的信号成分共存于一阶ＩＭＦ中，或者同

一个频率的分量在多个ＩＭＦ中存在。对此，Ｗｕ

等［１５］提出对原始信号加入高斯白噪声抑制模态

混叠的平均经验模态分解算法，但加入白噪声的

大小和平均的次数需要人为按照经验设定，缺乏

可靠性，同时破坏了ＥＭＤ方法的自适应性。

Ｈｉｒｓｈ等
［１６］提出的时空本征模态分解算法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ｍｏｄ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ＴＩＭＤ）是对ＥＭＤ算法的改进，可用于处理同时

具有时间和空间信息的信号。将ＳＴＩＭＤ算法用

于引力波和海马神经等非平稳信号的处理，均成

功提取了相关的时频特征。本文在某台带无叶扩

压器的高速离心压气机上测得了进喘过程的动态

压力信号，作为实验样本数据，采用ＳＴＩＭＤ算法

进行处理，得到了各阶ＩＭＦ的时域曲线和频谱信

息。再结合Ｈｉｌｂｅｒｔ变换得到失稳过程的时频谱，

进一步分析不稳定流动的动态特征，并将所得结果

与ＥＭＤ和 ＳＴＦＴ 处理的结果进行对比，探讨

ＳＴＩＭＤ算法用于压气机失稳信号处理的适用性。

图１　动态压力传感器布置图
［１７］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ｅｎｓｏｒｓ
［１７］

１　离心压气机失稳信号

本文使用的动态压力数据来自某带无叶扩压

器的高速离心压气机实验［１７］，在压气机上６个径

向位置（图１中数字１～６）共布置了３２个动态压

力测点，如图１所示，选择叶轮出口的４个测点

（记为犘１、犘２、犘３、犘４）测得的动态压力信号进行

分析。使用 Ｋｕｌｉｔｅ动态压力传感器 ＸＣＥ０９３

５０Ａ、采集卡ＮＩ９２１５和配套机箱ｃＤＡＱ９１８８进

行高速采集，采样频率设置为６０ｋＨｚ。从阻塞工

况开始逐渐关小阀门，每个阀门开度下稳定一段

时间后再进行数据采集。在最小流量工况下继续

关小阀门后实验系统发出低频巨响，即压气机进

入深喘，迅速进行退喘动作，期间动态压力传感器

监控了整个过程。图２所示为无量纲化的离心压

气机静总压比曲线，标注出了深喘工况和最小流

量工况。

９６７１



航　空　动　力　学　报 第３５卷

图２　离心压气机静总压比曲线

Ｆｉｇ．２　Ｔｏｔａｌｓｔａｔ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ａｔｉｏｃｕｒｖｅｏｆ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

图３给出了测点犘１ 处深喘前后的动态压力

时域曲线，以叶轮旋转一周的时长为时间基准

（犜），深喘发生时刻为零点
［１８］。图３（ｂ）为进喘过

程，可以看到压气机经过不断增强的浅喘周期后

进入深喘，深喘的频率为８Ｈｚ。图３（ａ）所示为一

个深喘周期，可以看到喘振波在２～１８犜 的范围

内同时存在低频和高频信号，系统进入“崩溃”状

态并发生回流，在４０～７０犜 系统进入“恢复”阶

段，没有明显的高频信号。最小流量工况下关小

阀门进入深喘的动态过程记为深喘前工况。图

３（ｃ）和图３（ｄ）分别为深喘前３００犜 和－８０～

图３　测点犘１ 处深喘前后动态压力时域曲线

Ｆｉｇ．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ｉｇｎａｌ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ｄｅｅｐ

ｓｕｒｇｅａｔ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犘１

－４０犜的时域曲线，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浅喘特征。

对深喘前工况的动态数据做ＦＦＴ（ｆａｓｔＦｏｕ

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量符号记为犳ｒ）分析得到压力的

频谱如图４（ａ）所示，图中２０Ｈｚ即为浅喘频率，与

该系统的赫姆霍兹共振频率［１９］（１８．１Ｈｚ）较为接

近。对最小流量工况的动态数据做ＦＦＴ分析，结

果如图４（ｂ）所示，此时１３９Ｈｚ的频率幅值明显

占优，为转频的２３．８％，推测是失速频率，但未发

现失速团沿周向传播的特性，即压气机仍处于失

速未完全发展的状态。

图４　测点犘１ 处动态压力的ＦＦＴ分析

Ｆｉｇ．４　ＦＦ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ｇｎａｌｓａｔ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犘１

２　犛犜犐犕犇算法

ＳＴＩＭＤ算法是一种盲源分离算法，盲源分离

的思想为：当源信号犛及传输过程中的混合矩阵

犅都无法直接得到时，仅通过分析目标源信号的

统计规律，利用采集到的观测信号犡分解得到源

信号，即

犡＝犅犛 （１）

　　ＳＴＩＭＤ算法参考了非线性匹配追踪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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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ｐｕｒｓｕｉｔｍｅｔｈｏｄ，ＮＭＰ）
［２０］

中建立优化问题的思想，对ＥＭＤ存在的模态混

叠现象进行了改善。

Ｈｏｕ和Ｓｈｉ提出的 ＮＭＰ算法与ＥＭＤ算法

相比，同样是将时间序列狓（狋）分解为一系列

ＩＭＦ，但是具有严格的数学基础作为支撑。ＮＭＰ

的步骤如下：

１）构造一个高冗余的字典

犇＝

｛犪（θ）ｃｏｓ（θ）：犪∈犞（θ），θ′∈犞（θ），θ′（狋）≥０｝

（２）

其中θ为ＩＭＦ的相位，犞 表示犪和θ′比ｃｏｓ（θ）更

光滑时所在的向量空间。

２）在字典犇中对信号做稀疏分解，可通过求

解以下优化问题来得到

ｍｉｎ
犪犽
，θ犽

犕

ｓ．ｔ．　狓（狋）＝

∑
犕

犽＝１

犪犽ｃｏｓθ犽，犪犽ｃｏｓθ犽 ∈犇　犽 （３）

　　在求解过程中需给出θ的初始猜测值，初始

猜测值与原始信号对应物理现象的频率较为接近

时有利于提高计算的效率，同时分解结果对于初

始猜测值的选取具有一定的鲁棒性。分解得到

ＩＭＦ，记为

狊犼（狋）＝ＮＭＰ（狓，θ犼）＝犪犼（狋）ｃｏｓ［θ犼（狋）］

（４）

　　则瞬时频率ω（狋）＝θ′（狋），幅值为犪（狋）。

基于快速独立成分分析［２１］的思想，选用非高

斯性衡量分解信号的独立性。ＳＴＩＭＤ算法首先

需要确定方向犫１ 使得犫
Ｔ
１犡满足ＩＭＦ判定条件

［９］

的同时具有最大的非高斯性，并且与经过 ＮＭＰ

分解后得到的ＩＭＦ相同，即

狊１ ＝ＮＭＰ（犫
Ｔ
１犡，θ１）≈犫

Ｔ
１犡 （５）

　　约束犫１ 的２范数为１，式（５）两边同乘犫１ 的

伪逆可得

犫１ＮＭＰ（犫
Ｔ
１犡，θ１）≈犡 （６）

　　使等式两边之差最小，便能得到犫１

犫１ ＝ａｒｇｍｉｎ
ω

ωＮＭＰ（ω
Ｔ狓，θ１）－犡

２
２

ｓ．ｔ．　 ω ２ ＝１ （７）

　　因此，为求得第犻阶ＩＭＦ，则需求解如下最小

化问题：

犫犻 ＝ａｒｇｍｉｎ
ω

ωＮＭＰ（ω
Ｔ犚犻－１，θ犻）－犚犻－１

２
２

ｓ．ｔ．　 ω ２ ＝１ （８）

犚犻 ＝犡－∑
犻

犼＝１

犫犼犮
Ｔ
犼 （９）

　　则第犻阶ＩＭＦ为

狊犻＝ＮＭＰ（犫
Ｔ
犻犚犻－１，θ犻） （１０）

３　犛犜犐犕犇算法验证

模拟一个非平稳信号，采样频率为１０００Ｈｚ，

由以下三个源信号混合而成

狊１（狋）＝０．８ｃｏｓ［２０π狋－５ｓｉｎ（π狋）］

狊２（狋）＝ｃｏｓ［６０π狋＋２ｓｉｎ（４π狋）］

狊３（狋）＝１．２ｃｏｓ［１２０π狋＋３ｓｉｎ（１８π狋

烅

烄

烆 ）］

（１１）

　　建立混合矩阵

犅＝

ｃｏｓ（１）ｓｉｎ（２） －ｓｉｎ（１） ｃｏｓ（１）ｃｏｓ（２）

ｓｉｎ（１）ｓｉｎ（２） ｃｏｓ（１） ｓｉｎ（１）ｃｏｓ（２）

ｃｏｓ（２） ０ －ｓｉｎ（２

熿

燀

燄

燅）

（１２）

　　可取１＝０．５，２＝０．８。则观测信号可以线

性表示为

狓１（狋）

狓２（狋）

狓３（狋

熿

燀

燄

燅
烐烏 烑
）

犡

＝犅

狊１（狋）

狊２（狋）

狊３（狋

熿

燀

燄

燅
烐烏 烑
）

犛

（１３）

　　使用ＳＴＩＭＤ算法对观测信号进行分解，如

图５所示，从上至下分别为观测信号、源信号及

分解结果的波形图，可以看到分解信号与源信

号基本一致。作为对比，选择观测信号狓１（狋）进

行ＥＭＤ分解，得到５个ＩＭＦ以及残差如图６所

示，狊４ 和狊５ 为过分解导致的虚假分量，而狊１、狊２

和狊３ 分别对应了源信号狊３（狋）、狊２（狋）和狊１（狋），但

这三个ＩＭＦ的波动范围与源信号相比存在明显

差异，且狊２ 和狊３ 左侧因为端点效应出现了错误

信息。

分别对ＳＴＩＭＤ分解得到的ＩＭＦ和 ＥＭＤ

分解得到的前三阶ＩＭＦ做 Ｈｉｌｂｅｒｔ变换，得到

的时频谱如图７所示，从上至下的三条曲线分

别对应了狊１、狊２ 和狊３，本文时频谱中幅值均使用

ｄＢ表示。对比可以发现，ＥＭＤ的时频谱中，除

了端点效应导致的错误外，三条曲线还出现了

频率抖动的现象，这是模态混叠问题导致的结

果，而ＳＴＩＭＤ算法得到的时频谱则较为光顺。

因此，可以认为ＳＴＩＭＤ改善了ＥＭＤ存在的模

态混 叠 问 题，在 分 解 结 果 的 准 确 性 上 存 在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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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仿真信号及ＳＴＩＭＤ结果

Ｆｉｇ．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ａｎｄＳＴＩＭＤｒｅｓｕｌｔ

图６　仿真信号的ＥＭＤ结果

Ｆｉｇ．６　ＥＭＤ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

图７　仿真信号的时频分析结果

Ｆｉｇ．７　Ｔｉｍ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

４　离心压气机失稳信号分析

使用ＳＴＩＭＤ算法对不同工况下测点犘１ 至

犘４ 采集到的信号进行分解，关注于深喘、浅喘及

失速等失稳现象。为了方便不同工况的对比并避

免初始猜测值不同可能造成的影响，各工况下的

ＳＴＩＭＤ分解均使用了相同的初始猜测值。根据

图４的ＦＦＴ分析给出所需的初始猜测值：５８３、

１３９、２０Ｈｚ和１０Ｈｚ。

首先对深喘信号进行分解，截取的时间长度

为１ｓ，时域信号如图８（ａ）所示，每个深喘周期中

在表征流场“崩溃”的阶段都出现了压力脉动明显

２７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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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Ｆ”部分，而在流场“恢复”阶段之前都出现了

尖峰“Ｐ”。分解得到的各阶ＩＭＦ的时域波形及频

谱分别如图８（ｂ）和图８（ｃ）所示，其中狊１ 的时域

波形波动范围最小且呈现周期性的变化，波动较

大的时刻与时域信号中的“Ｆ”或“Ｐ”相对应，但其

频谱峰值与其初始猜测频率５８３Ｈｚ不一致。同

样，狊２ 的频谱中宽频拱起部分也低于初始猜测频

率１３９Ｈｚ。不同的是，狊４ 的时域波形表现出接近

深喘周期的振荡，时域波形波动范围最大且其频

谱峰值为８Ｈｚ，即深喘频率，狊３ 的频谱峰值对应

的频率为１７Ｈｚ，约为深喘频率的倍频。这表明

ＳＴＩＭＤ算法分解得到了深喘频率，但无法准确捕

捉到转频等信息。

图８　深喘信号的ＳＴＩＭＤ结果

Ｆｉｇ．８　ＳＴＩＭＤ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ｄｅｅｐｓｕｒｇｅ

为进一步了解不稳定流动的发展过程，截取

深喘前－１．２～－０．２ｓ内的信号和最小流量工况

０．５ｓ时长的信号进行ＳＴＩＭＤ分解。以测点犘１

处采集到的信号为例，时域信号如图９所示，深喘

图９　深喘前及最小流量工况时域信号

Ｆｉｇ．９　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ｓｉｇｎ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ｓｂｅｆｏｒｅｄｅｅｐｓｕｒｇｅ

ａｎｄｍｉｎｉｍｕｍｆｌｏｗ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前工况信号的压力波动范围大于最小流量工况，

且在－０．９～－０．２ｓ呈现波动逐渐放大的趋势，

而最小流量工况则没有明显变化。

深喘前和最小流量工况下的ＳＴＩＭＤ分解结

果分别如图１０和图１１所示，深喘前工况下狊１ 在

４００Ｈｚ附近及转频处都出现了频率突起，最小流

量工况下转频更加突出，但仍存在其他幅值较高

的频率，这是因为ＳＴＩＭＤ算法无法准确捕捉旋

转带来的波动所导致的。

图１０　深喘前工况ＳＴＩＭＤ结果

Ｆｉｇ．１０　ＳＴＩＭＤｒｅｓｕｌｔｂｅｆｏｒｅｄｅｅｐｓｕｒ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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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最小流量工况ＳＴＩＭＤ结果

Ｆｉｇ．１１　ＳＴＩＭＤ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ｕｍｆｌｏｗ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离散信号 犡＝｛狓犻：犻＝１，２，…，犖｝的能

量为［２２］

犈＝∑
犖

犻＝１

狓犻
２ （１４）

　　计算出各阶ＩＭＦ的能量占比如表１所示，表

中狊１ 的能量占比从３．７１％上升至７４．２２％，即叶

轮旋转带来的波动在流场中逐渐明显。狊２ 的能量

占比变化规律与狊１ 类似，但在频谱图中，狊２ 表现

为一个包含初始猜测频率在内的宽频。

表１　不同工况下各阶犐犕犉能量占比

犜犪犫犾犲１　犘狉狅狆狅狉狋犻狅狀狅犳犐犕犉犲狀犲狉犵狔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

狑狅狉犽犻狀犵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

工况
ＩＭＦ能量占比／％

狊１ 狊２ 狊３ 狊４

深喘前 ３．７１ ０．８４ ８１．２５ １４．１９

最小流量 ７４．２２ １９．５２ ５．２９ ０．９７

　　对于狊３ 和狊４，两个工况下对应的频谱峰值均

与浅喘及其分频接近，最小流量工况下这两个

ＩＭＦ的能量占比相对较小，对流场的影响不大。

而图１０中狊３ 的能量占比为８１．２５％，时域波形则

表现出接近浅喘周期的振荡并逐渐放大，表明此

时浅喘波动是流场中的主要扰动。由于浅喘波动

是轴向上的扰动，ＳＴＩＭＤ算法能进行准确捕捉。

对深喘前工况下的分解结果做 Ｈｉｌｂｅｒｔ变换

进行时频分析，关注低于３００Ｈｚ的部分，并与

ＥＭＤ及ＳＴＦＴ的结果进行对比，结果如图１２所

示。在浅喘波动的发展过程中，ＳＴＦＴ时频谱和

ＳＴＩＭＤ时频谱中都存在对应的幅值占优的频率。

ＳＴＦＴ时频谱中浅喘频率在－０．９ｓ、其分频在

图１２　深喘前工况的时频分析结果

Ｆｉｇ．１２　Ｔｉｍ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ｉｇｎａｌｓｂｅｆｏｒｅ

ｄｅｅｐｓｕｒ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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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ｓ后逐渐加强，相同时刻下，ＳＴＩＭＤ时频谱

除了幅值的变化外，还表现出对应频率曲线由抖

动向恒定的过渡。不同的是，ＥＭＤ时频谱中在

５０Ｈｚ以下出现多个无规则抖动的频率，这则是

由于模态混叠现象导致的。此外，ＳＴＩＭＤ时频谱

中存在一个１５０Ｈｚ左右连续变化的扰动，该扰动

可能会演变为旋转失速。这在ＳＴＦＴ时频谱中

表现为离散的亮条纹，而ＥＭＤ时频谱在该频率

附近幅值占优的部分较为分散。

基于图１１中的ＳＴＩＭＤ分解结果进行时频

分析，得到最小流量工况的时频谱如图１３所示。

与深喘前工况相比，对应浅喘分频的曲线已明显

减弱，但对应浅喘曲线的幅值仍相对较高，并且在

一定范围内变化，这表明在浅喘发生之前流场内

已经存在一个相应的扰动，当流量继续减小时该

扰动增强变为浅喘波动，频率则表现为由持续波

动向恒定的转变，需要指出的是，这与ＥＭＤ中模

态混叠导致的频率抖动有本质的区别。此外，图

１３中１５０Ｈｚ左右频率的幅值和深喘前工况时相

比明显升高，频率约占转频的２５％，而且周期随

时间是变化的，类似文献［４］的结论。

图１３　基于ＳＴＩＭＤ的最小流量工况时频分析结果

Ｆｉｇ．１３　Ｔｉｍ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ｆｌｏｗ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ＴＩＭＤ

５　结　论

本文针对离心压气机失稳信号的处理问题，

以进喘过程及最小流量工况下叶轮出口的动态压

力信号为样本数据，使用ＳＴＩＭＤ算法进行分析，

并与ＳＴＦＴ和ＥＭＤ进行了对比，结论如下：

１）ＥＭＤ算法摆脱了传统傅里叶分析的局限

性，但模态混叠现象严重。而ＳＴＩＭＤ算法将信

号的循环筛选引入到一个需要同时满足独立性和

稀疏性的优化问题中，改善了模态混叠问题。

２）使用ＳＴＩＭＤ算法分别对深喘工况、深喘

前工况和最小流量工况进行分析，得到了深喘、浅

喘的时频信息，观察到了频率在１５０Ｈｚ附近持续

波动的失速现象，并捕捉到了浅喘先兆发展为浅

喘的过程，表现为频率曲线由抖动向恒定的过渡，

体现了非平稳过程的特点。

３）将ＳＴＩＭＤ算法结合 Ｈｉｌｂｅｒｔ变换进行不

稳定流动的时频分析，频率分辨率和时间分辨率

能同时得到保证，对扰动的强度变化有较好的区

分能力，为压气机失稳这种非平稳信号的分析提

供了一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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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１３（４／５）：４１１４３０．

［２２］　黄迪山．经验模态分解中虚假模态分量消除法［Ｊ］．振动、

测试与诊断，２０１１，３１（３）：３８３３８４．

ＨＵＡＮＧＤｉｓｈａｎ．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ｌｓｅｍｏｄ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

ＥＭ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ｉａｇｎｏ

ｓｉｓ，２０１１，３１（３）：３８３３８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编辑：叶　青、张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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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射流管伺服阀在电磁力位移转换过程中的响应滞后问题，建立了考虑电涡流效应的力矩

电动机数学模型，获取了力矩电动机的频率特性。以某型射流管伺服阀为例，建立了考虑电涡流效应的射流

管伺服阀数学模型，得到了主要性能参数对伺服阀频率特性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气隙长度、气隙磁导率的

增加以及气隙有效面积的减小会导致伺服阀响应变慢，控制线圈匝数不影响伺服阀的频率特性，导磁材料电

导率的减小能提高伺服阀的响应速度。对伺服阀进行试验研究，理论值和试验值之间的差值约为５％，验证

了所建模型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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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ｊｅｔｐｉｐｅｓｅｒｖｏｖａｌｖｅ；ｔｏｒｑｕｅｍｏｔｏｒ；ｅｄｄｙｃｕｒｒｅｎ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ｃｉｒｃｕｉ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力矩电动机是电液伺服阀的核心驱动装置，

能够将电信号转化为相应的力或位移等机械信

号，其工作性能的优劣直接影响伺服系统的整体

性能。众多学者研究了力矩电动机的静态特

性［１２］，考虑力矩电动机中永磁体的漏磁和导磁体

磁阻能更精确的描述其静态特性［３］，文献［４］分析

了气隙误差对伺服阀零偏的影响，文献［５］改变了

力矩电动机中永磁体的组合方式，提高了力矩电

动机的功率密度，输出力矩提高约５０％。但静态

特性无法表征力矩电动机的完整特性，力矩电动

机作为电气机械转换装置，其动态特性尤为

重要。

在力矩电动机的动态特性分析中，电流到力

矩的转化过程一般被简化为线性方程，将力矩电

动机组件的响应考虑为弹性振动的动态过程［６８］，

而在实际的电磁力位移转化过程中，力矩电动

机的频率响应低于一般的弹性振动系统。Ｌｉｎ

等［９］针对喷嘴挡板伺服阀建立其线性化模型，并

进行了试验研究，结果显示，试验得到的频率响应

低于理论分析结果中的频率响应。２００４年，日本

学者Ｕｒａｔａ针对力矩电动机的动态特性进行研

究，通过试验证实在力矩电动机的电磁力转换

过程中，磁通力矩转换过程无滞后，而电流磁通

过程由于导磁体中存在电涡流效应，即电磁感应

作用下磁路的磁通随时间变化，在导电体内产生

旋涡状电动势，从而感应出电流，这个电流在垂直

于磁通方向的平面上围绕磁感应线呈旋涡状流

动，该效应使磁通随时间的变化产生滞后，这种滞

后是造成力矩电动机电信号到机械信号转化过程

中存在响应滞后的主要原因。其提出了磁感系数

的概念，并以该系数表征响应滞后的特性。但该

系数无法直接测量，只能通过试验获取，因此对准

确获取力矩电动机动态特性造成极大障碍。一般

的伺服阀模型中尚未考虑电涡流效应的影

响［１０１２］，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响应滞后现象尚无定

性解释和定量分析方法，由电涡流效应引起的响

应滞后对力矩电动机及伺服阀动态特性的影响研

究还不多见。

本文从电磁感应定律出发［１３１４］，针对电液伺

服阀力矩电动机中的电涡流效应导致响应滞后问

题，研究并获得了磁感系数的理论计算方式，建立

考虑电涡流效应的力矩电动机和伺服阀数学模

型，旨在为力矩电动机及电液伺服阀的动态特性

分析和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１　射流管伺服阀结构及工作原理

图１为典型射流管电液流量伺服阀的结构示

意图，图２为力矩电动机结构示意图，力矩电动机

是电液伺服阀中的电气机械转换器，将电信号转

换为位移或力等机械信号。当无控制电流输入

时，力矩电动机无力矩输出，射流管无偏移，两接

收孔接收能量相同，阀芯两端无压差而处于零位，

电液伺服阀无流量输出；当有控制电流加载时，力

矩电动机驱动射流管发生偏转，导致左右两接受

孔接收的能量不再一致，阀芯两端产生压差，进而

推动阀芯运动，直至力矩电动机、弹簧管、反馈杆

之间达到新的平衡，射流管的偏转角度和阀芯位移

与控制电流成正比例关系。而且在实际工作过程

中，输出的机械信号与输入的电流信号之间存在一

定滞后现象。

图１　射流管电液流量伺服阀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ｊｅｔｐｉｐ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ｆｌｏｗｓｅｒｖｏｖａｌ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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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力矩电动机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ｔｏｒｑｕｅｍｏｔｏｒ

２　理论建模与仿真分析

２１　考虑电涡流效应的力矩电动机数学模型

为了分析力矩电动机在电磁力位移转换过

程中的响应滞后问题，根据磁路和电路的相似性，

通过建立等效磁路模型对力矩电动机动态特性进

行研究，考虑电涡流效应的力矩电动机等效磁路

图如图３所示。其中导磁体的磁阻远小于气隙磁

阻，在动态特性分析中导磁体磁阻可忽略不计。

图３　力矩电动机等效磁路图

Ｆｉｇ．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ｃｉｒｃｕｉｔ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ｔｏｒｑｕｅｍｏｔｏｒ

图３中犕１、犕２ 为永磁体的磁动势；犕ａ、犕ｂ、

犕ｃ为导磁体内由于磁通量变化产生的感应磁动

势，其以涡电流的形式存在，导磁体中产生的感应

磁动势在数值上等于导磁体内由磁通变化所引起

的涡电流的大小；犚ｍ 为永磁体的磁阻；犚′ｍ为永磁

体的漏磁阻；犚ｇ１、犚ｇ２、犚ｇ３、犚ｇ４为各处工作气隙的

磁阻；λ为永磁体的漏磁系数；犖犻为控制线圈提

供的磁动势，即线圈的匝数和电流的乘积；犻 为

等效磁路中各支路的磁通量。

涡电流存在于导磁体内部，可借助电磁仿真

软件较为直观的查看各导磁体中涡流的分布。力

矩电动机组件中衔铁内部的涡流示意图如图４所

示。其中图例数值表示比例尺的长度，面Ａ为衔

图４　衔铁内涡流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ｅｄｄｙｃｕｒｒｅｎｔｉｎａｒｍａｔｕｒｅ

铁内涡流路径的横截面。力矩电动机中的磁场属

低频磁场，集肤深度较大，而力矩电动机组件结构

尺寸较小，因此在此忽略了集肤效应对导体电阻

值的影响。

根据楞次定律，该感应电流的磁场总要阻碍

引起感应电流的磁通量的变化。导磁体内涡电流

在数值上等于导磁体内感应电动势与电阻的比

值。其中，电阻为

犚′＝
犔

σ犛
（１）

式中犔为导体内涡流路径的有效长度；σ为导体

的电导率；犛为涡流路径的横截面积。

由图４可以看出，导磁体内涡电流在周向和

轴向的分布并不均匀，为了更加精确的计算导磁

体的有效电阻值，借助电磁仿真软件 Ａｎｓｏｆｔ

Ｍａｘｗｅｌｌ进行损耗分析。

犚′＝
犘Ω

∫
犛

犐２
＝

犘Ω

∫
犛

犐２ｒｅａｌ＋∫
犛

犐２ｉｍａｇ

（２）

式中犘Ω 为导磁体内的欧姆损耗；犐为通过涡流路

径截面的总电流，分为实部和虚部，可通过软件的

后处理得到。

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可得感应电动势为

犲ｌ＝－
ｄ

ｄ狋
（３）

　　根据安培环路定律，由图３可以得到如下

方程：

犕１ ＝１犚ｇ１＋犕ｂ＋２犚ｇ２－犕ｂ＋６犚ｍ１ （４）

犕１ ＝１犚ｇ１＋犕ｂ＋犖犻＋犕ａ＋３犚ｇ３＋

犕ｂ＋犕ｃ＋６犚ｍ１ （５）

９７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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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犻＝犕ｂ＋１犚ｇ１＋犕ａ－４犚ｇ４＋犕ｂ＋犕ｃ

（６）

　　由于力矩电动机的对称性，有

１ ＝３ ＝０＋ａ，　２ ＝４ ＝０－ａ（７）

犚ｇ１ ＝犚ｇ３ ＝犚０－Δ犚，

犚ｇ２ ＝犚ｇ４ ＝犚０＋Δ犚 （８）

　　其中

犚０ ＝犵／μ０犃（ ）ｇ ，　Δ犚＝狓／μ０犃（ ）ｇ （９）

式中犚０ 为衔铁位于中位时工作气隙的磁阻；０

为衔铁位于中位时工作气隙的磁通；犃ｇ为工作气

隙的有效面积；μ０ 为真空磁导率；狓为衔铁的偏转

位移。

因此式（６）又可转化为

１

犚′ａ
＋
１

犚′ｂ
＋
１

２犚′（ ）
ｃ

ｄａ

ｄ狋
＝犖犻－犚０ａ＋２０Δ犚

（１０）

令犃＝
１

犚′ａ
＋
１

犚′ｂ
＋
１

２犚′ｃ
，则

犃
ｄａ

ｄ狋
＝犖犻－犚０ａ＋２０Δ犚 （１１）

＾
ａ＝

１

１＋
犃
犚０
狊

２０Δ^犚

犚０
＋
犖^犻
犚（ ）０ （１２）

　　根据麦克斯韦方程组，得到衔铁输出力矩

犜^ｄ＝
１

１＋
犃
犚０
狊

犪０

μ０犃
（ ）

ｇ

２０Δ^犚

犚０
＋
犖^犻
犚（ ）０ （１３）

式中犪为衔铁的力臂长度；定义
犃
犚０
为力矩电动机

磁感系数。

式（１３）的时域形式为

犃
犚０
·ｄ犜ｄ
ｄ狋
＋犜^ｄ＝犽ｍθ＋犽ｔ犻 （１４）

其中犽ｔ＝２犖０
犪

犵
，犽ｍ＝４犚０

２
０

犪（ ）犵
２

。

２２　射流管伺服阀数学模型

在实际工况中，为避免伺服放大器特性对伺

服阀特性的影响，通常采用独立的伺服电源模块

为电液伺服阀提供驱动控制电流信号，故模型中

略去伺服放大器电路部分，直接以电流信号为输

入信号，输出信号为伺服阀流量。

衔铁反馈杆组件主要包括衔铁、弹簧管及反

馈杆。伺服阀工作时该组件一方面用来平衡力矩

电动机输出的电磁力矩，另一方面，在阀芯运动时

反馈杆还用来平衡左右两腔油液压力差对阀芯施

加的力。当衔铁受到力矩电动机输出力矩的作用

时，衔铁偏转，达到平衡状态。

衔铁的运动方程为

犜ｄ＝犑ａ
ｄ２θ
ｄ狋２
＋犅ａ

ｄθ
ｄ狋
＋犽ａθ＋犜ｌ （１５）

式中犑ａ为衔铁组件的转动惯量；犅ａ 为衔铁组件

的阻尼系数；犽ａ 为弹簧管刚度，犜ｌ为衔铁运动时

所拖动的负载力矩。

犜ｌ＝犽ｆ 狉＋（ ）犫θ＋狓［ ］ｖ 狉＋（ ）犫 （１６）

式中犽ｆ为反馈杆刚度；狉为衔铁组件旋转中心到

反馈组件弹簧片的距离；犫为反馈组件弹簧片到

主阀芯中心线的距离，且令犾＝狉＋犫。

将式（１５）、式（１６）代入式（１４）中可以得到

犽ｔ犻＋犽ｍθ ｛＝ 犑ａ
ｄ２θ
ｄ狋２
＋犅ａ

ｄθ
ｄ狋
＋犽ａθ＋

犽ｆ犾θ＋狓［ ］ｖ ｝犾 １＋
犃
犚０（ ）狊 （１７）

　　四通射流管阀的流量方程为

狇ｆ＝犽ｑ狓ｊ－犽ｃ狆ｆ （１８）

式中犓ｑ 为射流管阀的零位流量增益；犽ｃ 为射流

管阀的零位流量压力系数。

滑阀的流量连续性方程如下：

狇ｆ＝犃ｖ
ｄ狓ｖ
ｄ狋
＋
犞
２犈ｙ

·ｄ狆ｆ
ｄ狋

（１９）

式中犃ｖ为滑阀截面积；犈ｙ为等效容积弹性模量；

犞 为中立位置时左右腔的容积。

滑阀在两端压差作用下移动，其受力方程为

狆ｆ犃ｖ＝犿ｖ
ｄ２狓ｖ
ｄ狋２

＋犅ｖ
ｄ狓ｖ
ｄ狋
＋犽ｆ 狓ｊ＋狓（ ）ｖ ＋犽ｖ狓ｖ

（２０）

式中犿ｖ 为滑阀质量；犅ｖ 为阀芯与阀套间的黏性

阻尼系数；犓ｖ为稳态液动力刚度。

电液伺服阀滑阀部分为零开口四通滑阀，其

空载输出流量为

犙ｃ＝犆ｄ狑狓ｖ 狆ｓ／槡 ρ （２１）

式中犆ｄ为滑阀阀口流量系数；狑为主阀芯面积梯

度；狆ｓ为供油压力；ρ为液压油密度。

２３　关键参数对伺服阀特性的影响

根据以上数学模型，对某型射流管电液伺服

阀进行频率特性分析，其数学模型框图如图５所

示，其中犃、犚０ 为与涡流有关的参数，θ为衔铁的

偏转角度，狊为拉普拉斯算子。考虑电涡流效应

后，力矩电动机的数学模型由２阶系统变为３阶

系统，且系统响应受磁感系数犃／犚０ 大小的影响。

该型伺服阀主要参数如表１所示。主流的生产伺

服阀的厂家几乎都用频率响应法来验收阀的动态

特性［１５］，所以在此采用频率响应法来评价动态特

０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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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射流管伺服阀数学模型框图

Ｆｉｇ．５　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ｊｅｔｐｉｐｅｓｅｒｖｏｖａｌｖｅ

表１　某型射流管电液伺服阀主要参数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犕犪犻狀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狋犪犫犾犲狅犳犼犲狋狆犻狆犲犲犾犲犮狋狉狅犺狔犱狉犪狌犾犻犮

犳犾狅狑狊犲狉狏狅狏犪犾狏犲

参数 数值

衔铁力臂长度犪／１０－２ｍ １．１５

工作气隙有效面积犃ｇ／１０
－６ｍ２ ４７

衔铁旋转中心到反馈组件

弹簧片的距离狉／１０－２ｍ
２．０４

反馈组件弹簧片到主阀芯

中心线的距离犫／１０－２ｍ
１．３６

工作气隙长度犵／１０
－３ｍ ０．３７

衔铁转动惯量犑ａ／１０
－７）（ｋｇ·ｍ

２） ５．５

弹簧管综合刚度犽ａ／（（Ｎ·ｍ）／ｒａｄ） ７．８

反馈组件刚度犽ｆ／（Ｎ／ｍ） １６６３

电磁力矩系数犽ｔ／（（Ｎ·ｍ）／Ａ） ０．７９

磁扭矩弹簧刚度犽ｍ／（（Ｎ·ｍ）／ｒａｄ） ４．４

射流管阀零位流量增益犽ｑ／（ｍ
２／ｓ） ０．１３３４７

射流管阀零位流量压力

系数犽ｃ／１０
－１３（（ｓ·Ｐａ）／ｍ３）

８．１１７

稳态液动力刚度犽ｖ／１０
５（Ｎ／ｍ） ２．７８８

主阀芯横截面积犃ｖ／１０
－６ｍ２ ７９

主阀芯两端控制腔容积犞／１０－９ｍ３ １１０

主阀芯阀芯质量犿ｖ／１０
－３ｋｇ ２１．５

左右导磁体电阻值犚′ｂ／１０－
４
Ω ４．６５

上下导磁体电阻值犚′ｃ／１０－
４
Ω ７．４

衔铁电阻值犚′ａ／１０－
４
Ω ７．１６

续表

参数 数值

真空磁导率μ０／１０
－６（Ｈ／ｍ） １．２５６

导磁体电导率σ／１０６（Ｓ／ｍ） ２．２

单个线圈匝数犖／匝 ７１４

性，即输入幅值恒定频率递增的一系列正弦信号，

得出输出与输入信号的正弦幅值比和输出与输入

信号的相位差，以此来分析其频率特性。力矩电

动机的频率响应特性如图６所示，可以看出在谐

振峰值之前，考虑电涡流效应时幅频特性曲线有

图６　力矩电动机频率特性

Ｆｉｇ．６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ｏｒｑｕｅｍｏｔｏｒ

明显的下降，即由理论计算得到的幅频值降低。

１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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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流管伺服阀的频率响应特性如图７所示。电涡

流效应会导致力矩电动机及伺服阀频率特性降

低，对力矩电动机影响尤为明显。具体计算结果

如表２所示。

图７　射流管伺服阀频率特性

Ｆｉｇ．７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ｊｅｔｐｉｐｅｓｅｒｖｏｖａｌｖｅ

表２　频率特性

犜犪犫犾犲２　犉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

类别 指标参数 考虑电涡流效应 不考虑电涡流效应

力矩

电动机

伺服阀

幅频／Ｈｚ １３９ ７２３

相频／Ｈｚ ３３５ ４９５

幅频／Ｈｚ １０７ １２５

相频／Ｈｚ １０９ ２８８

　　针对某型射流管电液伺服阀，选取主要设计

参数，包括与犚０ 相关的气隙长度、气隙磁导率、

气隙有效面积，与犽ｔ相关的线圈匝数以及与犃相

关的导体电导率，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对这些参数影响下

的伺服阀频率特性进行仿真分析，结果分别如下。

１）气隙长度对伺服阀频率特性的影响

根据以上的伺服阀数学模型，对不同工作气隙

大小下的伺服阀频率特性进行对比。工作气隙增

加，由式（９）可知磁感系数变小，由图８可以看出伺

服阀幅频逐渐降低，相频逐渐增加。且幅频值低于

相频值，故伺服阀的动态特性此时取决于幅频值，

随着工作气隙的增加，伺服阀动态响应变慢。气隙

长度为犵、１．２５犵、１．５犵时对应的幅频值分别为

１０７、７８、７０Ｈｚ，相频值分别为１０９、１２１、１３１Ｈｚ。

２）气隙磁导率对伺服阀频率特性的影响

气隙磁导率是影响工作气隙磁阻值的主要因

图８　气隙长度对伺服阀频率特性的影响

Ｆｉｇ．８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ｉｒｇａｐｌｅｎｇｔｈ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ｅｒｖｏｖａｌｖｅ

素，磁导率越大，由式（９）可知磁感系数数值就越

大。通过图９可以看出，工作气隙磁导率增加会

使伺服阀的相频特性有较大程度的降低，导致相

频值成为限制伺服阀频率特性的指标。气隙磁导

率为μ０、２μ０、４μ０ 时对应的幅频值分别为１０７、

１１０、８３Ｈｚ，相频值分别为１０９、７７、５３Ｈｚ。气隙磁

导率越高，伺服阀动态响应越慢。

图９　气隙磁导率对伺服阀频率特性的影响

Ｆｉｇ．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ａｉｒｇａｐ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ｅｒｖｏｖａｌｖｅ

３）气隙有效面积对伺服阀频率特性的影响

气隙有效面积对伺服阀频率特性的影响如图

１０所示，有效面积越大，工作气隙处的磁阻犚０ 越

２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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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磁感系数数值就越大。气隙有效面积为犃ｇ、

０．８犃ｇ、０．６犃ｇ时对应的幅频值分别为１０７、９６、８８

Ｈｚ，相频值分别为１０９、１２０、１３６Ｈｚ。面积越小，

幅频值越低，而相频值越大，因伺服阀动态特性受

频率响应中较小值的影响，所以气隙面积越小，伺

服阀动态响应越慢。每型伺服阀根据其结构形式

的不同，有效面积均存在一个最优值，使伺服阀动

态响应达到最优。

４）线圈匝数对伺服阀频率特性的影响

线圈匝数的变化会对电磁力矩系数产生影

响，对磁感系数的大小没有影响。从图１１可以看

图１０　气隙有效面积对伺服阀频率特性的影响

Ｆｉｇ．１０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ａｉｒｇａｐ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ｒｅａ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ｅｒｖｏｖａｌｖｅ

图１１　线圈匝数对伺服阀频率特性的影响

Ｆｉｇ．１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ｉｌｔｕｒｎｓ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ｅｒｖｏｖａｌｖｅ

出，线圈匝数对伺服阀动态特性没有影响，幅频值

和相频值分别为１０７Ｈｚ和１０９Ｈｚ。

５）导体电导率对伺服阀频率特性的影响

导体电导率影响导磁体的电阻值，导体电导

率越大，电阻越小，磁感系数数值越大。通过图

１２可以看出，随着导磁体电导率的增加，伺服阀

动态响应逐渐变慢，电导率为σ、１．２５σ、１．５σ时对

应的幅频值分别为１０７、９８、９０Ｈｚ，对应的相频值

分别为１０９、９８、９０Ｈｚ。这是因为导磁体电导率

越大，由电磁感应产生的电涡流效应就越明显，感

应磁通对原磁通的阻碍作用就越明显，从而导致

伺服阀动态响应变慢。减小导磁体材料的电导

率，能提高伺服阀的动态特性。

图１２　导体电导率对伺服阀频率特性的影响

Ｆｉｇ．１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ｅｒｖｏｖａｌｖｅ

３　试验验证与结果分析

３１　射流管电液流量伺服阀试验结果分析

为了获得射流管伺服阀的实际频率特性，按

照ＧＪＢ３３７０１９９８中的电液伺服阀测试方法对某

型射流管电液流量伺服阀进行动态特性试验研

究。试验在同济大学高温液压试验台进行，试验

台全貌如图１３所示，动态特性测试装置如图１４

所示。试验在油温为４０℃，供油压力为２８ＭＰａ

条件下进行。

通过转接板将动态测试液压缸与试验台油源

口相连接，再将被测电液伺服阀与动态测试液压

缸相连结；将速度、位移检测信号线分别与动态测

试液压缸的速度、位移传感器相连接；采用控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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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液压试验台全貌

Ｆｉｇ．１３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ｂｅｎｃｈ

图１４　动态特性测试装置

Ｆｉｇ．１４　Ｔｅｓｔｓｄｅｖｉｃｅ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圈并联接线方式给伺服阀供电，并以扫频方式给

电液伺服阀加载１～２００Ｈｚ的正弦信号；由电控

台的动态测试软件记录射流管伺服阀的幅频与相

频特性。射流管电液流量伺服阀动态试验测试结

果如图１５所示。由图１５可知为当增益下降３ｄＢ

时，该阀的幅频宽度为１１５Ｈｚ，比图８中理论计算

值１０７Ｈｚ高７％；当相位角滞后９０°时，该阀的相

频宽度为１０２．５Ｈｚ，比图８中理论计算值１０９Ｈｚ

低６％。射流管伺服阀频率特性理论计算值与实

际测量值基本一致，验证了本文所建立数学模型

的正确性。

图１５　某型射流管伺服阀频率特性试验结果

Ｆｉｇ．１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ａｊｅｔｐｉｐｅｓｅｒｖｏｖａｌｖｅ

３２　力矩电动机试验结果分析

某型力矩电动机幅频特性曲线如图１６所

示［１６］。通过试验结果可以看出，在谐振峰值之

前，幅频特性曲线有明显的下降，而该现象在目前

主流的力矩电动机２阶数学模型中是不存在的，

故力矩电动机实际数学模型至少是３阶及以上。

本文得到的力矩电动机理论频率特性与试验频率

特性趋势一致，验证了考虑力矩电动机导磁体内

电涡流效应的合理性。此外，李松晶等［１７］通过试

验证实在力矩电动机气隙处添加磁流体会导致射

流管伺服阀响应变慢，与文中第２．３节中结论

一致。

图１６　力矩电动机频率特性试验结果

Ｆｉｇ．１６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ｏｒｑｕｅｍｏｔｏｒ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４　结　论

１）考虑力矩电动机组件中导磁体内的电涡

流效应，根据电磁感应定律得到磁感系数的计算

方法，建立了力矩电动机３阶磁路数学模型。考

虑导磁体内电涡流效应的力矩电动机理论频率特

性与试验结果一致。

２）建立了某型射流管电液流量伺服阀的数

学模型，获取了关键参数对其频率特性的影响规

律，气隙长度、气隙磁导率的增加以及气隙有效面

积的减小会导致伺服阀动态响应变慢，控制线圈

匝数不影响伺服阀的频率特性，减小导磁体材料

的电导率能提高伺服阀的频率特性。采用所建立

的射流管伺服阀数学模型得到理论频率特性与实

际测量值基本吻合，验证了本文所建立数学模型

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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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壳绝热面积对液氢贮箱绝热性能影响

胡正根１，２，湛利华１，朱文俐２，刘观日２，梁晓光２

（１．中南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长沙４１００８３；

２．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北京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７６）

摘　　　要：基于计算流体动力学（ＣＦＤ）方法研究了典型５ｍ直径液氢贮箱在短壳未包裹绝热材料、５０％面

积及１００％面积包裹绝热材料３种情况下对贮箱内液氢蒸发特性的影响。数值计算基于流体体积（ＶＯＦ）模

型计算两相流，基于Ｌｅｅ模型计算气液界面传质率，考虑了短壳包裹泡沫表面及未包裹泡沫的暴露表面结霜

对漏热的影响，构建的数值模型及界面传质计算具有清晰的气液界面，准确地捕捉到了液氢液面的变化。结

果表明：短壳是液氢贮箱漏热的主要因素，对液氢蒸发率影响起重要作用；相对于短壳未绝热，５０％绝热使得

液氢贮箱气相平均温度从１１０Ｋ下降到３２Ｋ，绝热面积占比增加到１００％时，气相平均温度下降到约２３Ｋ，绝

热改善效果相对降低；比较短壳绝热面积占比从５０％增加到１００％与从０增加到５０％对相对蒸发率影响，前

者差异较小，仅降低２．４％，而后者差异明显，下降了４０．９％。研究结果指导了液氢贮箱绝热结构的优化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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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热结构是低温推进剂贮箱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的主要作用是减少低温推进剂和环境之间

的热量传递，保证低温推进剂的蒸发量在容许范

围内，以满足发动机系统正常工作要求，其绝热性

能是进行绝热方案选择和绝热结构设计的重要依

据。为减少质量，低温贮箱一般用密度和导热系数

小的泡沫在贮箱主结构外表面包裹进行绝热［１２］。

贮箱主结构一般由前、后短壳，箱筒段和前、

后底组成，其中前、后短壳起到和相邻部段（箱间

段、级间段等）连接地作用，同时为仪器、管路等提

供安装空间，一般通过焊接方式与筒段和箱底连

接，是贮箱的重要组成部分。低温贮箱一般均在

与低温推进剂直接接触的筒段和前、后底外表面

包裹绝热泡沫，但通过短壳的导热漏热也不可忽

略。短壳包裹绝热泡沫增加金属导热路径，减小

温度梯度，因此增强绝热效果，然而也增加了贮箱

整体质量，因此要在绝热面积与质量增加之间权

衡，通过优化短壳绝热面积达到绝热效果与质量

的平衡，同时也为仪器、管路安装提供必要的

空间。

计算流体力学（ＣＦＤ）方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于

液氢贮箱自增压蒸发过程的数值分析［３４］。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ＮＡＳＡ）的Ｋａｒｔｕｚｏｖａ等
［５］基于

ＶＯＦ模型建模了贮箱内液氢自增压过程，气液界

面相变率基于Ｓｃｈａｒｇｅ方程计算，计算的气相压

力变化与实验对比校验了Ｓｃｈａｒｇｅ方程的适应系

数。Ｋａｓｓｅｍｉ等
［６］则通过与实验对比研究了

Ｓｃｈａｒｇｅ方程中适应系数及湍流模型对建模界面

液氢蒸发率的影响，发现适应系数大小实际上对

建模结果没有影响，层流模型比湍流模型预测了

与实验更吻合的结果。Ｇａｒｙｓｏｎ等
［７］基于商业软

件ＦＬＯＷ３Ｄ建模了土星二级液氢贮箱在飞行实

验中低重力条件下的自增压过程，结果捕捉到了

气液相的温度分层现象，建模的自增压过程气相

压力与实验对比误差小于４％，温度变化误差小

于６％。Ｋｕｍａｒ等
［８］基于ＣＦＤ方法研究了液氢

贮箱直径／高度比对气液温度分层的影响，界面传

质率基于Ｌｅｅ模型
［９］计算，结果发现分层的数量

随着贮箱直径／高度比增加而逐渐增加。Ｋａｓ

ｓｅｍｉ等
［１０］基于Ｆｌｕｅｎｔ软件ＣＦＤ分析了不同液

氢液位高度对蒸发率的影响，建模的压力变化与

实验基本一致，但中等充液时存在较明显的偏差，

原因被归结于使用了常热流边界条件。Ｍａｊｕｍ

ｄａｒ等
［１１］ＣＦＤ建模了液氢贮箱热力学排气系统

自增压及压力主动控制过程，在两个阶段数值结

果与实验对比一致。

国内西安交通大学的厉彦忠课题组［１２１５］展开

了广泛的液氢贮箱蒸发率ＣＦＤ计算，包括地面贮

箱外加氢气增压排出过程以及发射最后阶段的热

分层现象，计算中的相分布和相变传质率分别基

于ＶＯＦ模型和 Ｌｅｅ模型计算。Ｆｕ等
［１６］基于

ＶＯＦ模型研究了贮箱壁面肋片不同宽高比对液

氢自增压过程热分层的影响。梁国柱课题组［１７１８］

同样构建了二维轴对称 ＶＯＦ计算流体力学模

型，分别对地面加压停放阶段和微重力下的液氢

贮箱进行了仿真。浙江大学张小斌课题组［１９］研

究了液氢缩比贮箱的蒸发特性，两相计算同样基

于ＶＯＦ模型以及蒸发率基于Ｌｅｅ模型，模型系

数经过与实验对比液位下降速率校准得到，在计

算中考虑了短壳未绝热表面结霜过程的传热条

件。基于相同模型他们还研究了额定压力对液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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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率的影响，发现蒸发过程经历了压力上升、液

位不变以及稳定蒸发３个阶段，且额定压力对稳

定蒸发率几乎没有影响［２０］。

综上所述，国内外在液氢贮箱自蒸发过程的

数据分析计算方法和地面试验验证方面开展了大

量工作，但是针对贮箱短壳绝热面积的优化设计

方面尚鲜见报道，而短壳绝热面积的大小直接影

响低温贮箱的绝热性能和结构质量，是低温贮箱

绝热结构设计的重要内容。本文在缩比贮箱液氢

实验验证数值计算准确性的基础上，基于ＣＦＤ方

法数值研究了某典型５ｍ直径贮箱短壳绝热面积

对液氢蒸发率的影响，主要建模了前、后短壳均未

绝热、５０％绝热及１００％绝热３种情况。基于轴

对称几何模型构建了 ＶＯＦ两相数学模型，通过

Ｌｅｅ模型计算界面相变率，考虑未绝热短壳表面

结霜的传热条件。计算结果揭示了短壳绝热面积

对绝热性能的影响规律，并分析了原因。

１　数值模型

１１　研究对象

建模的液氢贮箱金属主结构示意图见图１，

包括前、后短壳，箱筒段与前、后底，材料均为

２２１９铝铜合金，图中狇为单位面积漏热率，犮点为

前短壳与贮箱连接点的金属外表面。绝热是指在

低温贮箱表面包裹低密度低导热系数的泡沫，用

于抑制液氢、液氧等低温推进剂蒸发，本文绝热采

用的材料为聚氨酯泡沫，厚度约为２０ｍｍ，密度约

为４０ｋｇ／ｍ
３，室温为２９３Ｋ及液氮温度为７８Ｋ时实

验测量得到的导热系数分别为２７．７ｍＷ／（ｍ·Ｋ）

和１２ｍＷ／（ｍ·Ｋ），其他温度下的导热系数由线

图１　液氢贮箱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ｔａｎｋ

性插值得到。贮箱的前、后底及箱筒段外表面均

包裹相同厚度的泡沫，前、后短壳根据要求包裹不

同面积但厚度相同的泡沫。图２给出了短壳不同

图２　短壳绝热区域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ｈｏｒｔｓｈｅｌｌ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

绝热面积示意图，其中前、后短壳绝热方案一致，

绝热面积占比为０表示前、后短壳内外表面都未

包裹泡沫，裸露在环境中；５０％表示前、后短壳内

外表面靠近箱筒段侧的一半高度包括泡沫；１００％

表示前、后短壳内外高度全部包裹泡沫。

考虑到贮箱结构轴对称，构建轴对称ＣＦＤ数

值模型，计算域包括液氢／氢气，壁厚及绝热泡沫，

因此进行流固耦合计算。

１２　控制方程

体积含量（ＶＯＦ）模型是单流体模型，气液两

相共享速度、温度及压力场等。质量、动量、能量

及气相体积含量守恒方程分别如下：



狋
（ρｍ）＋!·（ρｍ狌）＝０ （１）



狋
（ρｍ狌）＋!·（ρｍ狌狌）＝

－!狆－ρｍβ（犜－犜０）犵＋!·τ＋犉 （２）



狋
（ρｍ犈）＋!·［狌（ρｍ犈＋狆）］＝

!·（κｅｆｆ !犜）＋犿
·

ｌｖ犺ｌｖ （３）



狋
（φｖρｖ）＋!·（φｖρｖ狌）＝犿

·

ｌｖ－犿
·

ｖｌ （４）

式中ρ为密度，狌为速度矢量，狋为时间，狆为压力，

犜为流体温度，犜０ 为参考温度，φ为体积分数，κｅｆｆ

为有效导热系数，τ为黏性应力，犿
·
为相变传质率，

犺为气液焓差，犈为内能。下标ｍ、ｌ、ｖ、ｌｖ、ｖｌ分别表

示混合物、液相、气相、液相到气相的转变、气相到

液相的转变。混合物物性根据积含量加权平均，

即：犡＝φｌ犡ｌ＋φｖ犡ｖ，犡代表物性，液氢和氢气物

性来自物性软件Ｒｅｆｐｒｏｐ９．１，且为温度函数，氢

蒸气假设为理想气体。动量方程（式（２））中，温度

８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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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液氢密度的影响基于Ｂｏｕｓｓｉｎｅｓｑ假设计算，其

中体积膨胀系数β＝０．０２１１９４（１／犓），其他项中

液氢密度为常数。犉 为表面张力项，本文采用

ＣＳ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ｓｕｒｆａｃｅｆｏｒｃｅ）模型计算
［２１］。

犿
·

ｌｖ和犿
·

ｖｌ分别为蒸发率和液化率，基于Ｌｅｅ

模型计算

１）当犜ｌ＞犜ｓａｔ（蒸发）

犿
·

ｌｖ＝犆ｅ×φｌρｌ
犜ｌ－犜ｓａｔ
犜ｓａｔ

（５）

　　２）当犜ｖ＜犜ｓａｔ（液化）

犿
·

ｖｌ＝犆ｃ×φｖρｖ
犜ｓａｔ－犜ｖ
犜ｓａｔ

（６）

式中犜ｓａｔ为饱和温度。犆ｅ和犆ｃ为经验系数，通过

实验对比确定，在前期的研究中［１９２０］，通过与测量

的液氢蒸发率对比确定犆ｅ＝犆ｃ＝０．２。

确定泡沫及暴露金属表面热边界条件是复杂

和关键的，对泡沫表面，最常用的是对流或常热流

边界条件［１７］，然而，它们都没有考虑泡沫表面可

能形成的冰层热阻。由文献［１９］的理论，根据泡

沫平均导热系数，计算得到泡沫表面边界条件

１）当犜ｗ＜犜ｍ

狇
·

＝２５０Ｗ／ｍ
２ （７）

　　２）当犜ｗ＞犜ｍ

狇
·

＝犺×（犜ａ－犜ｗ） （８）

　　同时，裸露在环境中的金属表面可能结霜，设

置如下边界条件：

１）当犜ｗ＜犜ｍ

狇
·

＝１５４６８５－１８４９．４５８×犜＋

８．５２８４８×犜
２
－０．０１４×犜

３ （９）

　　２）当犜ｗ＞犜ｍ

狇
·

＝犺×（犜ａ－犜ｗ） （１０）

　　犜ｗ 和犜ａ分别为泡沫表面温度和环境温度，

犜ｍ＝２９６Ｋ为露点温度，根据环境温湿度计算得

到。式（７）～式（１０）通过自定义函数（ＵＤＦ）的方

法耦合到Ｆｌｕｅｎｔ迭代求解。

图３　数值模型

Ｆｉｇ．３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

图３给出了网格模型，网格数量约８万个，其

中箱筒段为结构化网格，前后底为非结构化网格，

右边最高点为前底速度出口，用来模拟压力控制

阀的排气过程，额定绝对压力值为０．２ＭＰａ。网

格方案已经在前期研究中经过验证［１９］。

文献［８］在ＣＦＤ建模液氢贮箱的自增压过程

时，发现层流模型相比于ＳＳＴ（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ｓｓｔｒａｎｓ

ｐｏｒｔ）湍流模型能够得到更接近实验的压力和温

度变化，因此本文计算基于层流模型。基于软件

Ｆｌｕｅｎｔ１８．１求解上述控制方程组，压力速度耦合

采用Ｃｏｕｐｌｅ方案，压力方程采用ＰＲＥＳＴＯ！离

散，动量方程采用２阶迎风格式离散。前期缩比

贮箱的数值分析和地面实验研究［１９２０］证明了整个

数值模型建模液氢贮箱蒸发率的准确性。

初始化时，先进行稳态计算，设置内壁面壁温

为２０．３Ｋ，环境温度为２６３Ｋ，关闭流体域计算，

获得固体域（包括壁面、绝热泡沫及短壳）从

２０．３～２６３Ｋ的温度分布。然后，打开非稳态计

算，设置气液相初始条件，液面离前底中心最高点

５４０ｍｍ，初始温度均为２０．３Ｋ，压力为１×１０５

Ｐａ。时间步长约为１ｍｓ。

２　结果分析

共对３种短壳绝热情况（绝热面积占比为０、

５０％以及１００％）进行了数值分析，图４给出了３

种情况气相空间平均温度随时间变化。发现３种

情况温度都经历先上升，到达最大值后逐渐降低

的过程。温度升高是由于通过短壳的漏热导致靠

近短壳的气相温度升高，相应的饱和压力也增加。

虽然饱和氢蒸气的比热容犮狆ｖ（在温度为２０．３Ｋ

时，犮狆ｖ约为１２ｋＪ／（ｋｇ·Ｋ））要大于液氢的比热容

犮狆ｌ（犮狆ｌ约为９．７ｋＪ／（ｋｇ·Ｋ）），但是气相质量和比

热的乘积要远小于液相质量与比热的乘积，因此

图４　气相空间平均温度随时间变化

Ｆｉｇ．４　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ｈａｎｇｅｗｉｔｈｔｉｍｅｉｎ

ｔｈｅｇａｓｓｐａ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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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相温升速度要远小于气相。然而由前所述贮箱

气相空间压力通过排气阀控制在０．２ＭＰａ，因此

随着液体表面温度升高到对应的饱和压力不变

（压力为０．２ＭＰａ时，饱和温度为２３．２Ｋ），液体

蒸发速率变快，而同时高温氢气从前底顶部中心

孔排出贮箱，氢蒸气带来的冷量大于气相漏热，因

此气相空间平均温度又逐渐降低。对比３种绝热

情况，显然短壳绝热比例越大，漏热也越小，气相

空间温度上升速率越小。

图５为典型不同时刻前短壳温度分布，图中狋

表示时间，犮点为前短壳与贮箱连接点的金属外

表面，具体位置可参见图１和图３，该点靠近贮箱

前底的气相空间，图６为前短壳犮点随时间的温

度变化。泡沫绝热大大降低了短壳温度梯度，短

壳１００％绝热时，犮点温度约为１６０Ｋ，而未绝热

时接近室温，温差约为１１０Ｋ。进一步发现犮点

温度从计算开始几乎不随液位降低而变化，这

里以整个贮箱冷透建立温度平衡作为起始时

刻。另外从图４发现，当短壳绝热面积占比从

１００％降到５０％时，气相最大温度减小要远小于

当短壳绝热面积占比从５０％降低到０时的情

况。如１００％绝热时，计算时间内气相平均温度

最大值不到２３Ｋ，５０％绝热时最大温度到达３２

Ｋ，但绝热面积占比为０时最大温度上升到约为

１１０Ｋ。可见，通过短壳的漏热是贮箱的主要因

素，对液氢蒸发率影响起主要作用。另外，随着

短壳绝热面积占比的提高，绝热性能改进效果

逐渐降低。

图５　典型不同时刻前短壳处温度分布

Ｆｉｇ．５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ａｔ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ｓｈｏｒｔｓｈｅｌｌ

图６　前短壳犮点温度随时间变化

Ｆｉｇ．６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ｈａｎｇｅｗｉｔｈｔｉｍｅａｔｐｏｉｎｔ犮

ｏｆ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ｓｈｏｒｔｓｈｅｌｌ

　　图７给出了贮箱内液氢体积随时间的变

化。从图中可以得出同样结果，即短壳绝热比

例的提高，绝热性能改进效果逐渐降低。对比

１００％绝热和５０％绝热情况，相同时间内液氢体

积变化相差不大，相对于绝热面积占比为０情

况下降速度要小的多。３种情况下，贮箱液氢体

积刚开始减少较慢，随后在拐点处下降速率增

图７　贮箱内液氢体积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７　Ｖｏｌｕｍ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ｉｎｔｈｅｔａｎｋ

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加，然后保持线性下降。该结果和文献［１９］报

道的一致，原因是气相空间体积较小，液气密度

变化大，液氢蒸发导致压力增加，相应的饱和温

度也增加，这反过来遏制了液体的蒸发，因此刚

开始时液位下降速率相对较慢。但当压力达到

０．２ＭＰａ并保持不变时，蒸发饱和温度也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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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ｓａｔ＝２３．２Ｋ）而不再提高，因此蒸发速度增加。

结果也说明，增加贮箱的压力能减少液氢蒸发率，

该结论与文献［６］一致。

为进一步探究短壳绝热面积占比对贮箱液氢

蒸发速率的影响，采用蒸发率（百分比）曲线中稳

定下降阶段的曲线斜率作为贮箱相对蒸发速率。

计算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不同绝热面积下的相对蒸发率

犜犪犫犾犲１　犚犲犾犪狋犻狏犲犲狏犪狆狅狉犪狋犻狅狀狉犪狋犲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

犻狀狊狌犾犪狋犲犱犪狉犲犪狊

直径／ｍ
筒段

长度／ｍ

绝热面积

占比／％

相对蒸发率／

１０－６ｓ－１

５ ２ １００ ６．１１

５ ２ ５０ ６．２６

５ ２ ０ １０．６

　　由表１可知，短壳绝热面积占比越低时，贮箱

蒸发速率越大：①短壳绝热面积占比为０和５０％

时蒸发速率相差明显，相对于短壳不绝热，绝热

５０％后，相对蒸发率下降４０．９％；②短壳绝热面

积占比为５０％和１００％时两者蒸发速率差异较

小，相对于短壳绝热５０％，绝热１００％后相对蒸发

率仅下降２．４％。这进一步表明，短壳包裹绝热

泡沫具有良好的绝热效果，可以较大程度的减少

贮箱内液氢消耗，但短壳绝热面积占比的提高，改

进效果逐渐降低。

图８给出了短壳未绝热情况下典型不同时刻

贮箱内气液相分布，其中红色为液相，蓝色为气

相，可见气液相界面基本保持水平，界面上过渡区

较小，这说明构建的数值模型能定性准确地捕捉

到液氢界面变化。

图８　典型不同时刻贮箱内气液相分布

Ｆｉｇ．８　Ｇａｓｌｉｑｕｉｄｐｈａｓ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ａｎｋ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ｓ

３　结　论

本文基于ＶＯＦ模型数值模拟了典型５ｍ直

径贮箱内液氢流动、相变传热传质过程。重点分

析了贮箱短壳内外表面未绝热、５０％绝热以及

１００％绝热３种情况，同时考虑了裸露短壳表面可

能结霜的漏热边界条件，获得了贮箱温度、液位以

及蒸发率随时间的变化，得出结论如下：

１）通过短壳的漏热对液氢贮箱绝热影响不

可忽略。随着短壳绝热面积占比的提高，绝热改

进效果逐渐降低。相比从５０％增加到１００％与从

０增加到５０％的绝热改进效果，前者气相平均最

大温度减小有限。

２）压力从初始压力（０．１ＭＰａ）升高到０．２

ＭＰａ过程，由于饱和温度相应从２０．３Ｋ增加到

２３．２Ｋ，蒸发率相对较小。当压力稳定在０．２

ＭＰａ后，蒸发率相对增加，且蒸发率几乎保持常

数，即液位随时间线性下降。

３）相比短壳绝热面积占比从５０％增加到

１００％与从０增加到５０％对相对蒸发率影响，前

者差 异 较 小，仅 降 低 ２．４％，而 后 者 下 降 了

４０．９％，差异明显。

４）构建的ＶＯＦ数值模型及基于Ｌｅｅ模型的

界面传质计算具有清晰的气液界面，准确地捕捉

到了液氢界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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