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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动力系统总体技术分析 *

李 东 1，王 珏 1，陈士强 2

（1.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北京 100076；
2. 北京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北京 100076）

摘 要：简要回顾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研制历程，结合国外运载火箭动力系统发展态势，系统梳理了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动力系统的设计准则和总体方案，详细介绍了与长征五号有关的新型大推力发动机、

循环预冷、低温火箭POGO（液体运载火箭结构系统与动力系统动特性相互耦合而产生的纵向不稳定低

频振动）抑制、高可靠增压输送、直径5m液氧/液氢模块动力系统试车、无人值守测试发射等一系列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动力系统关键技术。以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技术发展为牵引，提出了低温火箭发动

机、全流程自动化测试发射、动力系统故障诊断、先进POGO抑制等技术发展建议，对火箭的长期停放

及在轨的使用维护提出了改进建议。

关键词：运载火箭；推进系统；总体设计；动力技术；低温火箭发动机；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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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Technology Analysis of CZ-5 Launch Vehicle
Propulsion System

LI Dong1，WANG Jue1，CHEN Shi-qiang2
（1. China Academy of Launch Vehicle Technology，Beijing 100076，China；

2. Beijing Institute of Astronautical Systems Engineering，Beijing 100076，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Z-5 launch vehicle has been briefly reviewed. Combin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the launch vehicle propulsion system abroad，the design criteria and overall scheme of
the propulsion system of CZ-5 launch vehicle have been summarized. Details of a series of new technologies of
propulsion system with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led by CZ-5 have been
deeply included，including new generation powerful rocket engines，circulation precooling，cryogenic rocket
POGO（the longitudinal instability and low frequency vibration caused by the coupling of the dynamic characteris⁃
tics of the liquid launch vehicle structure system and propulsion system）restriction，high reliability of pressuriza⁃
tion transportation system，test run of 5m diameter LOX/LH2 propulsion system and unattended on-site operation
during test and launch stage. At the same time，the new expectations for the future requirements of CZ-5 propul⁃
sion technology and maintenance improvement have been suggested，such as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ryogen⁃
ic rocket engines，whole process automatic test and launch，propulsion system fault diagnosis，advanced POGO re⁃
striction and long-termed on standby and on orbit.

Key words： Launch vehicle； Propulsion system； System design； Propulsion technology； Cryogenic
rocket engine；Key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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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2020年 7月 23日 12时 41分，长征五号运载火箭

（CZ-5）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起飞，成功将“天

问一号”火星探测器送入预定轨道，此次发射是长征

五号运载火箭首次应用性发射；11月 24日，又成功发

射了“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2021 年 4 月 29 日 11 时

23 分，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CZ-5B）将“天和”核心舱

发射升空，准确送入预定轨道，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

工程空间站建造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于 2006年正式立项，经过 10
年工程研制，型号突破了 12类 200多项关键技术，开

展了各类地面试验 2100余项、7000余次。2016年 11
月 3日，首飞并取得圆满成功［1-2］。其一级半构型长

征五号 B运载火箭也于 2020年 5月 5日首飞圆满成

功。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是我国运载火箭升级换

代的重大工程项目，以大幅提高我国自主进入空间

能力为目标，GTO轨道运载能力达 14t级，LEO轨道

运载能力达 25t级，比上一代运载火箭提高 2.5倍，位

于世界前列，是我国由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的显

著标志。

2 总体构型及动力系统设计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总体构型采用“系列化、组合

化、模块化”的设计思路，以“一个系列、两种发动机、

三个模块”为技术途径，即基于液氧/煤油、液氧/液氢

两种低温发动机，箭体直径为 5m、3.35m和 2.25m三

个模块，构建出一个系列 6种构型，如图 1所示。

在构型论证中，对 1000多种总体方案进行了对

比，包括助推采用液氧/煤油+芯级采用液氧/液氢、助

推和芯级全液氧/液氢、助推和芯级全液氧/煤油等推

进剂组合方案。经过优化设计，确定了助推采用液

氧/煤油+芯级采用液氧/液氢的基础构型。该构型能

够充分发挥液氧/煤油发动机高密度比冲、液氧/液氢

发动机高性能的优点，以及直径 5m芯级箭体结构的

优势，实现箭体直径、火箭级数、发动机台数及推力

组合的工程最优。目前，型谱系列中运载能力最大

的两级半构型（CZ-5）、一级半构型（CZ-5B）均已完

成首飞验证。

运载火箭的发展不断牵引着动力系统的技术进

步，无毒、无污染、全低温主动力技术的大规模应用

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重要技术特点之一。为满足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总体性能要求，并提高火箭的

可靠性、安全性和使用维护性，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动

力系统的研制遵循如下理念和准则：

（1）发展性和继承性相结合：对标国际液体运载

火箭动力系统先进技术，不断牵引我国运载火箭技

术的发展，同时充分借鉴和利用国内现有的技术

基础。

（2）高可靠性设计：基于系统级、单机级、组件内

部级三个维度的冗余、容错、容差设计，以及单机组

件的高可靠设计，全面提高动力系统的可靠性、鲁

棒性。

（3）高安全性设计：实现动力系统在发射场技术

中心、发射中心的自动化测试操作，以及发射准备、

逆流程等各阶段近端和远端的自动测试发射；在液

氢推进剂加注开始后、泄出完成前，满足发射中心无

人值守。

Fig. 1 CZ-5 launch vehicle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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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适应性设计：基于 0s脱落气液连接器、统

一供配气、循环预冷等方案实现推进剂加注泄出、推

进剂输送、供配气系统的一体化设计，降低箭地连接

难度、简化测试发射工作程序；大幅提高全箭的任务

适应性，具备加注前任意阶段推迟等待，以及液氧、

液氢加注后长时间推迟发射能力。

（5）高使用维护性设计：动力系统方案设计以使

用维护简单、可靠为目标，满足自动化测试操作的需

求，利用实时故障判别、自动冗余切换等措施将对人

员的依赖降至最低；减少对火箭最低发射条件的制

约，放宽最低发射条件指标。

按照上述构型和动力系统设计准则，长征五号

运载火箭芯一级采用直径 5m液氧液氢箱自生增压、

循环预冷和 0s脱落气液连接器方案，设置两台地面

推力 50t级的 YF-77液氧/液氢发动机。助推器采用

直径 3.35m煤油箱常温氦增压、液氧箱氦加温闭式增

压与循环预冷和 0s脱落插拔供气连接器方案，设置 2
台地面推力 120t的 YF-100液氧/煤油发动机。芯二

级采用直径 5m液氢箱自生增压、直径 3.35m悬挂液

氧箱冷氦加温增压、一二级统一供配气和 0s脱落紧

急排氢连接器方案，设置两台真空推力 9t级的 YF-
75D发动机，可两次起动。芯二级同时设置一套常规

辅助动力系统用于滑行段姿态控制与推进剂管理、

末速修正和箭体钝化。

3 低温动力系统关键技术

动力系统以发动机为核心，为满足发动机预冷

段、起动段、稳态工作段和关机段的供配气、推进剂

连续供应、最小泵入口压力（NPSH）等需求，设置增压

输送系统。为避免动力系统与结构系统的纵向耦合

振动，需要开展 POGO（液体运载火箭结构系统与动

力系统动特性相互耦合而产生的纵向不稳定低频振

动）抑制设计。动力系统试车是系统性考核动力系

统内部及与外系统间接口匹配性、参数合理性的重

要试验。动力系统测试是运载火箭执行飞行任务前

必不可少的系统状态确定手段。

国外大中型运载火箭普遍采用高性能的低温动

力系统，并持续开展技术改进，典型发动机包括航天

飞机的 SSME发动机、SLS的 RS-25E［3］、Delta 4的 RS-
68［4］、通用型末级发动机 RL10系列［5］、阿里安 5的

Vulcain 2［6］、H-2A的 LE-7A［7］等液氧/液氢发动机和

联盟号的 RD-107系列、Atlas 5的 RD-180［8］、Falcon9
的 Merlin-1D+［9］、安加拉的 RD-191等液氧/煤油发动

机。相应的增压输送系统也呈现出简洁可靠、轻质

高效、使用维护性友好等特点，加注及发射测试技术

自动化程度高。文献［10］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较为深

入、详尽的介绍、研究和总结。

我国低温动力系统研制始于长征三号运载火箭

（CZ-3），其改进型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CZ-
3A，CZ-3B，CZ-3C）进一步突破了 8t级 YF-75发动

机、冷氦增压技术等关键技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

的研制突破了大推力发动机、循环预冷、低温火箭

POGO抑制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如图 2所示），推动了

低温动力系统在设计技术、关键单机研制、地面试验

验证、测试发射等方面的进步。图 3给出了长征五号

运载火箭的主要组成。

3.1 新型大推力发动机技术

3.1.1 120t级液氧/煤油发动机技术

120t级液氧/煤油发动机 YF-100以双机构型用

于直径 3.35m助推器模块，是中国首型自主研制的采

用高压补燃循环方式的大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采

用单推力室、同轴泵压式整体结构布局，依靠高压煤

油自身起动，化学点火，系统组成见图 4［11］。
YF-100发动机技术跨度大、创新性强，先后突破

了 73项设计、工艺和试验技术，新研制了 50余种材

料，关键技术主要包括：大推力液氧/煤油发动机总体

结构及布局技术，双机并联发动机起动、关机控制技

术，吹除气源装置一体化设计技术，高压大流量推力

Fig. 2 Propulsion system key technologies of CZ-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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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冷却及稳定燃烧技术，重复使用后处理技术，大功

率同轴涡轮泵技术，富氧燃气发生器技术，高精度混

合比、推力调节与控制组件技术等［11-13］。截至长征五

号运载火箭首飞，发动机整机热试车超过 5.7×104s。
YF-100是我国当前单机推力最大的液体火箭发动

机，它的研制成功，使中国成为第二个掌握高压补燃

液氧/煤油发动机全部核心技术的国家。

3.1.2 50t级大推力液氧/液氢发动机技术

50t级液氧/液氢发动机 YF-77以双机构型用于

直径 5m芯一级模块，是中国首型自主研制的地面起

动型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真空推力 70t、比冲 430s，
采用单推力室、并联双涡轮泵整体结构布局，系统组

成见图 5［14］。相比 YF-75（此前我国最大推力液氧/液
氢发动机）［15］，YF-77真空推力提高了 8倍，外廓尺寸

扩大了 4倍，推力室室压提高了 2倍，氧涡轮泵功率

提高了 19倍，氢涡轮泵功率提高了 14倍，工作过程

经历从海平面到真空的严酷飞行力热环境和高过载

条件。

YF-77发动机技术攻关难度大，在研制过程中先

后 突 破 了 10 大 类 43 项 设 计 、工 艺 和 试 验 关 键 技

术［15］，主要包括高性能稳定燃烧喷注器技术；高压、

大热流推力室热防护技术；整机动力学特性分析与

优化设计技术；高压大尺寸燃烧室高频不稳定燃烧

和冷却技术；高压、高速介质软管疲劳分析技术；氢

氧高压动密封技术；高压、高效液氧/液氢多级泵技

术；高可靠、大口径低温阀门技术等。截至长征五号

运载火箭首飞，发动机整机热试车超过 3.8×104s。

Fig. 4 System compositions of 120t thrust LOX/kerosene high pressure staged combustion engine

1）Firing；2）Payload；3）Payload support；4） Instrument compartment；
5） LH2 tank of the second stage；6） Inter-tank section of the second
stage；7）LOX tank of the second stage；8）YF-75D LOX/LH2 engine；9）Interstage section；10）LOX tank of the core stage；11）Inter-tank section
of the core stage；12）LH2 tank of the core stage；13）Post transition sec⁃tion of the core stage；14）Final segment of the core stage；15）YF-77
LOX/LH2 engine；16）Oblique nose cone of the booster；17）LOX tank ofthe booster；18） Inter-tank section of the booster；19）Kerosene tank of
the booster；20）Post transition section of the booster；21）Final segment
of the booster；22）Empennage；23）YF-100 LOX/kerosene engine

Fig. 3 Section view of CZ-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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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9t级膨胀循环液氧/液氢发动机技术

9t级液氧/液氢发动机 YF-75D以双机构型用于

直径 5m芯二级模块，是中国首款闭式膨胀循环发动

机，采用单推力室、串联双涡轮泵整体结构布局，真

空比冲超过 443s。YF-75D充分继承了 YF-75成熟

技术，取消燃气发生器系统以大幅简化系统，提升发

动机固有可靠性，具备二次起动和混合比调节功能，

系统组成见图 6。

YF-75D研制过程中突破了以膨胀循环发动机

高空二次起动技术，高空环境模拟试验技术，大转

速、高效率、长寿命氢涡轮泵技术，低流阻、高换热、

长寿命推力室冷却通道设计技术，小通径叶轮粉末

冶金成型技术等为代表的设计、工艺、试验关键技

术。截至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首飞，YF-75D发动机连

续无故障整机热试车超过 3×104s。
3.2 低温动力系统循环预冷技术

为保证低温动力系统正常起动工作，必须对发

动机及其增压输送系统进行充分预冷，使其达到设

计的起动温度范围（即“预冷好”），避免因不预冷或

预冷不充分导致推进剂以气相或气液两相流状态进

入管路和泵等组件，引起泵的气蚀、飞转，压力和流

量的波动，失速运行等现象。

长征五号起飞前涉及 2种、3型、12台低温发动

机，预冷需求极大，总消耗量达到 10t，为克服多台发

动机同时“预冷好”且可靠维持的难题，以及排放预

冷带来的地面处理难度大、测发流程复杂、推迟发射

适应性差等不足，助推器氧系统、芯一级液氧/液氢系

统均采用循环预冷方案，其中助推器和芯一级氧系

统为自然循环预冷+氦引射循环预冷，芯一级氢系统

为自然循环预冷+电动循环泵预冷；突破了大流量引

射循环预冷气液两相耦合、20K深低温电动循环泵等

关键技术，大幅提升了低温动力系统的使用维护性

和任务适应性［16-17］。自然循环预冷、电动循环泵预冷

和氦引射循环预冷系统原理如图 7所示。

3.3 大型低温火箭POGO抑制技术

POGO振动是液体运载火箭最为典型的流固耦

合振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 POGO抑制设计面临全低

温动力系统、两型新发动机、大尺寸结构低频模态密

集、安全频率窗口较窄等新问题，为此构建了基于状

态空间法的高压补燃液氧/煤油发动机动力学模型和

全箭 POGO抑制仿真分析模型（如图 8所示），创新性

地将模拟打靶、小波分析等工具应用于系统设计和

数据挖掘中［18］；进一步开展了 YF-100和 YF-77发动

机氧泵动态水力试验，助推器和芯一级氧管路低温

动态特性试验，YF-100氧泵间管路两相流原理性验

证试验，助推器、芯一级模块动力系统试车等地面试

验，突破了结构-控制-动力强耦合的大型低温液体

运载火箭 POGO抑制设计技术，确保 POGO抑制设计

的可靠性。

3.4 高可靠增压输送系统及新型阀门技术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助推器煤油系统和氧系统、

芯一级氢系统、芯二级氧系统飞行过程增压和所有

模块射前增压均采用了高可靠的闭式增压方案，通

过基于三通道信息融合、增压气路多路冗余的增压

控制方法，使增压系统具备二度非共因故障下正常

工作、极端故障下控制模式可重构的能力，提升全任

务剖面增压系统可靠性和故障吸收能力。芯一级氧

系统、芯二级氢系统则采用了简单可靠的开式自生

增压方案。

为适应直径 5m贮箱推进剂出流消漩防塌需求和

最大程度减少推进剂不可用量，新研了出流装置，并

通过系统级仿真和全尺寸出流试验进行充分考核；

为满足全箭“可靠性高、适应性强、安全性好”的研制

要求，动力系统解决了大口径高精度阀门、高可靠冗

Fig. 5 System diagram of 50t thrust LOX/LH2 engine

Fig. 6 System diagram of 9t thrust LOX/LH2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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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增补压、全箭统一供配气、配气台冗余控制等技术

难题。

3.5 5m级液氧/液氢模块动力系统试车技术

在早期运载火箭研制过程中，动力系统试车主

要用来验证运载火箭动力系统增压输送与发动机间

参数和接口的匹配性、工作协调性，考核多机并联、

增压、输送、预冷、排气、射前流程、后处理等一系列

关键技术。长征五号研制过程中，动力系统试车技

术的内涵获得拓展，参试系统几乎涵盖模块所有的

箭上和地面设备（如动力系统、电气系统、结构系统、

地面测发控、发射支持系统等），试车流程与射前流

程高度匹配，动力系统试车已经成为对模块各系统

技术状态验证、充分释放首飞风险的重要试验；同时

动力系统试车积累了箭上力热环境数据，考核箭上

设备对真实环境及工作时长的适应性，具备其他试

验无法替代的效果。

2015年 2月 9日至 8月 17日，长征五号相继圆满

完成芯一级、芯二级两个模块、5m级大尺寸液氧/液
氢模块四次动力系统试车，是我国时隔 20年再次开

展液氧/液氢模块动力系统试车，国内最大规模的液

氧/液氢低温动力系统地面试验；考核了系统间接口

匹配性、低温推进剂加注泄出及后处理方案与操作、

系统预案和指挥调度流程［19］。图 9为长征五号芯一

级动力系统试车台和试车现场。

3.6 无人值守测试发射技术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全箭液氢加注量超过 430m3，

约为现役液氧/液氢模块的 10倍。低温液氢加注过

程中存在一定的危险性［20］，有可能发生推进剂泄漏

等意外情况，对现场操作人员构成安全隐患。

为了提高液氢加注的安全性，低温动力系统突

破了液氢自动加注泄出、0s脱落插拔供气连接器、0s
脱落液氢和液氧加注连接器、0s脱落紧急排氢连接

Fig. 9 CZ-5 core-one stage test run

Fig. 8 POGO analysis model based on state-space method

Fig. 7 System diagram of circulation precoo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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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自动化冗余供配气等关键技术，首次实现我国运

载火箭液氧/液氢模块液氢无人值守加注、测试发射，

最大限度地确保人员的安全，整体提升了低温动力

系统测试发射的自动化水平。

4 低温动力系统后续发展方向

面向未来，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将不断推动以低

温动力系统为代表的技术改进和使用维护性持续提

升，实现从“满足当前任务急需”转化为“形成长远竞

争优势”，从“能力的迫切提高”升级为“效率的极致

追求”，不断满足国家重大科技工程对运载火箭的

需求［21-22］。

4.1 低温发动机持续改进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三型低温发动机研制过程中

突破了大量关键技术，牵引了材料、机械制造、系统

仿真、试验等方面的长足进步。对标 RD-180，RS-
68，RL10C等国际一流发动机，YF-100，YF-77，YF-
75D的性能和可靠性验证子样仍显不足，推力较小、

推质比低、台数多、系统构成复杂，在支撑更大型火

箭研制方面潜力不足。同时，在比冲性能、推力调

节、泵入口压力需求、多次起动和使用维护性等方面

仍需持续改进，以更好地为全箭任务拓展、性能优化

和飞行可靠性提升提供支撑。

4.2 全流程自动化测试发射技术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射前流程为 12h，其中最复杂

的为低温动力系统相关项目，主要包括推进剂加注、

停放、过冷补加、发动机预冷、气瓶充气等，且需要人

员现场干预的项目尚未完全取消。随着机电一体化

产品和先进测发控技术的不断发展，低温动力系统

全流程自动化测试、加注、发射已成为可能。一方

面，需要提高箭地接口的组合化和自动化水平、优化

加注流程、减少测发准备时间、推进射前全程无人值

守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另一方面，需要结合电气一体

化最新研究成果，开展地面供气、供液和供电设备小

型化、集成化与高可靠研究，有效支撑测发控技术

升级。

4.3 动力系统故障诊断技术

动力系统工作过程组件间耦合度高、力热环境

复杂、单点失效环节多、动态起动过程复杂、对飞行

可靠性影响重大。据不完全统计，世界范围内动力

系统是造成运载火箭故障的首要因素，比例超过

50%，是运载火箭实施故障诊断的关键系统。长征五

号运载火箭拥有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最为复杂的动

力系统，开展动力系统故障诊断技术研究和工程应

用必要性强，研究的重点包括动力系统故障模式、故

障判据、处置策略等，同时，应融入全箭故障诊断

系统。

4.4 先进POGO抑制技术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 POGO抑制采取了基于膜盒

式蓄压器的被动式方案，对膜盒的焊接工艺要求高，

空间布局需求大，且当前能量值已几乎达到膜盒式

蓄压器的能力上限，存在改进空间。半主动 POGO抑

制方案所用的装置通常是注气式蓄压器，和被动式

方案不同，注气式蓄压器有气源供应系统，高压气体

经过节流减压后，注入蓄压器维持一定的气液自由

面，蓄压器可以按预先设定的规律调节柔度，同时消

除了膜盒焊缝，空间布局也更为灵活。而主动 POGO
抑制技术基于消除或衰减振动的思想，可抑制动力

系统和多阶结构模态的耦合振动，进一步克服被动

式和半主动式 POGO抑制技术往往只能抑制少数几

阶结构模态和推进系统耦合振动的不足。半主动、

主动式 POGO抑制技术是后续改进的重要方向。

4.5 低温动力系统长期停放及在轨技术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液氧加注后停放 24h、液
氢加注后停放 4h、在轨滑行 1000s的能力，大幅提升

了任务保障能力和适应性。随着窄窗口发射任务及

国家重要发射载荷的增加，对地面状态低温运载火

箭推迟发射需求已达到一周甚至更多。同时，面对

GEO直接入轨的巨大优势和深空探测任务需求，有

效载荷对运载火箭末级模块长时间在轨滑行提出了

更高的需求。低温推进剂沸点低、受热易蒸发、引发

箭体极低温环境等，是低温动力系统长期停放及在

轨的重大技术难题，有必要尽早开展低温动力系统

长时间推迟发射、长期在轨关键技术攻关工作，提升

运载火箭的发射适应能力、入轨和深空探测能力。

5 结 论

通过本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基于液氧/煤油、液氧/液
氢两种低温发动机，箭体直径为 5m，3.35m和 2.25m
的三个模块，构建出一个系列 6种构型，GTO轨道运

载能力达 14t级，LEO轨道运载能力达 25t级。

（2）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动力系统研制过程遵循

发展性和继承性相结合、高可靠性、高安全性、高适

应性设计、高使用维护性等设计理念和准则，突破了

以新型大推力发动机技术、低温动力系统循环预冷

技术、大型低温火箭 POGO抑制技术等为代表的一系

列核心关键技术。

1447



推 进 技 术 2021 年

（3）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将牵引动力系统在低温

发动机性能改进、自动化测试、故障诊断、先进 POGO
抑制、长期停放及在轨等技术方向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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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征五号是我国新一代大型运载火箭（代号CZ-5），芯级捆绑四个助推器，每个助推器配

置两台并联的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本文对国内外运载火箭的故障模式进行分析，结合CZ-5火箭

首飞实际情况，提出了助推动力系统风险规避应采取的措施。针对CZ-5火箭助推级和芯一级发动机起

动点火的特点，分析了CZ-5火箭首次发射中的异型发动机点火匹配特性。简述了YF-100系列液氧煤油

发动机的研制历程、技术特征和热环境适应性，重点分析了发动机在可重复使用和大范围推力调节方面

的潜力。对比了国内外液氧煤油补燃循环发动机的推重比性能，分析了不同发动机推重比对火箭运载能

力的影响，总结了提高发动机性能的措施 （如采用泵后摆技术、选用高强度轻质化材料等）。提出了新

一代液氧煤油发动机必须在满足高可靠性的前提下，追求高性能、高推重比、降低成本和增强适应性的

后续改进方向。

关键词：运载火箭；液氧煤油发动机；助推器；技术特征；推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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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ster Stage Propulsion System for Launch Vehicle Long Marc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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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i’an Aerospace Propulsion Institute，Xi’an 710100，China；

2.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Liquid Rocket Engine Laboratory，Xi’an Aerospace Propulsion Institute，Xi’an 710100，China）

Abstract：Long March 5 is China’s new generation of large-scale launch vehicle（code-named CZ-5）.
The core stage is bundled with four boosters，and each booster uses a dual-unit parallel liquid oxygen kerosene
high-pressure staged combustion engine. Considering the real situation of the first launch of the Long March 5，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ilure modes of launch vehicles at home and abroad，and puts forward the measures that
should be taken to avoid the risk of the booster system. Combined with the starting characteristics of booster stage
and the first-stage engines，the ignition match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fferent engines in the first launch of the
Long March 5 are discussed. The development history，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and adaptability of thermal envi⁃
ronment for YF-100 series liquid oxygen kerosene engine are briefly described，and the engine’s potential of re⁃
usability and wide-range thrust adjustment is analyzed with emphasis. The thrust-to-weight ratio of liquid oxygen
kerosene staged engines is compared，the impact of engines with different thrust-to-weight ratios on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rocket is studied，and the methods to improve engine’s performance are summarized（such as using
pump back swing technology，high-strength and light-weight Materials，etc.）.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new gen⁃
eration of liquid oxygen kerosene engine must pursue high performance，high thrust-to-weight ratio，lower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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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nhance adaptability under the premise of high reliability.
Key words： Launch vehicle； Liquid oxygen kerosene engine； Booster；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Thrust-to-weight ratio

1 引言

长征五号（CZ-5）是我国新一代大型运载火箭，

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能力达到 14t，近地轨道最大运载

能力达到 25t级［1］。运载能力与俄罗斯安加拉 -A5
（Angara A5）、欧洲阿里安 5（Ariane5）、美国宇宙神 5
（Atlas V）和德尔塔 4型（Delta IV）火箭相当。CZ-5火
箭基于 5m，3.35m和 2.25m三种直径模块，共形成 6种
构型。已执行发射任务的 CZ-5火箭芯一级采用两台

YF-77氢氧发动机，四个助推模块装载八台 YF-100
液氧煤油发动机，每个助推模块均采用双机并联模

式，并通过靠近芯级内侧的一台发动机摆动实现推

力矢量调节。YF-100发动机单机推力为 1200kN，具
有无毒环保、高可靠性、高性能的特点，该发动机在

研制过程中攻克了补燃循环自身起动、推力调节、新

材料等关键技术［2］。从 2016年 11月 3日首飞成功至

2020年 12月，共有 48台 YF-100发动机先后承担了 6
次 CZ-5的发射任务［3］。

CZ-5火箭首飞时面临芯级 YF-77氢氧发动机

与助推级 YF-100液氧煤油发动机匹配点火起飞，

助推器、芯级双机并联构型下液氧煤油发动机对

热环境的适应性等挑战。本文分析了 CZ-5火箭

首飞液氧煤油动力系统可能存在的风险，重点分

析了异型发动机点火匹配方案，回顾了 YF-100发

动机的研制历程，介绍了发动机的技术特征和热

环境适应性，研究了地面发动机和高空发动机推

重比对火箭运载能力的影响，论述了发动机中新

材料的应用和存在的问题，指出了我国液氧煤油

补 燃 发动机后续几个值得进一步优化与改进的

地方。

2 助推动力系统首飞技术分析

2.1 助推动力系统风险规避

对国内外运载火箭的故障模式进行分析统计

（如图 1所示），结果表明，首飞失败的故障主要表现

为动力系统故障和控制系统故障，其次是结构、材料

失效和分离系统故障，其中动力系统故障占比约为

40%。在动力系统故障中，推进剂供应系统的故障所

占比例最大，占动力系统故障的 47%，其中，多起故障

由多余物、堵塞问题导致；起动点火过程中发生的故

障约占 30%；燃气系统故障和贮箱增压系统故障分别

占据第三和第四位。国外典型液氧煤油发动机故障

案例如表 1所示［4］。

N-1火箭一级采用 30台推力 150吨级的 NK-33
发动机，但四次发射均失败。1969年 2月 21日，振动

导致供应管路破裂，泄漏起火，69s后爆炸。1969年 7
月 3日，8号发动机氧泵吸入异物起火。1971年 6月
24日，起飞后火箭异常转动，51s后高空爆炸。1972
年 11月 23日，级间分离前，关闭内圈 6台发动机时产

生的水击压力导致小直径管路断裂，引起发动机起

火、爆炸。可见，几十台发动机并联起动点火控制的

难度很大，对点火匹配性要求极高。 N-1火箭的失

败被认为是系统过于复杂而导致，复杂的控制模式

与当时的系统控制技术水平不相符，实际实施难度

大大增加，完全无法实现即使个别发动机起动或工

作“异常”时可实施关闭相应发动机而提高全箭发射

和飞行可靠性的“理想”目标，全箭发射和飞行可靠

性大大下降。

CZ-5火箭是我国首次采用 10台大推力异型发

动机点火起动的火箭，较采用同型发动机点火起动

Fig. 1 Statistics of failure modes for launch veh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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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N-1火箭难度更大。且对首飞而言，新产品、新设

计存在不成熟之处，部分设计需要经过首飞试验进

行验证。通过对国内外运载火箭相关案例进行分

析，结合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实际情况，针对动力系

统和液氧煤油发动机，提出了保障首飞成功、规避首

飞风险的措施。

（1） 充分考虑火箭飞行任务剖面环境条件及天地

差异性

结合液氧煤油发动机产品的生产交付使用流

程，对发动机全任务剖面环境适应性进行梳理分析。

开展自然环境和飞行环境适应性试验，如发动机高

入口压力考核、推进剂注气考核、长时间湿态停放后

试车考核等。

（2） 关注海上运输、近海靶场环境特点

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将首次于海南文昌发射，

并经历海上运输过程，环境条件与现有靶场存在较

大差别，需关注海上及近海环境对发动机组件的影

响。应采取相应保护措施，减少在盐雾中的暴露时

间，在设计中也应尽量避免易腐蚀材料的使用。

（3） 确保分系统对接接口匹配

确保对接接口的协调性和发动机对推进剂入口

条件的适应性，进行覆盖全部飞行状态的动力系统

试车，验证发动机与其它分系统对接接口的匹配性。

2.2 异型发动机点火匹配

根据火箭助推级发动机与芯一级发动机所采用

的推进剂组合是否相同，将火箭发射下达点火指令

后助推级与芯一级发动机的起动过程分为：同型发

动机起动和异型发动机起动。从能量最大限度利用

的角度，助推级和芯一级发动机推力同时达到最大

是最优的，但由于各型发动机所使用的推进剂组合

以及自身点火时序的差异，确保各型发动机同时达

到起飞推力必然会导致不同发动机在不同时刻分别

进入起动程序点火，出现各型发动机点火过程相互

影响的风险。同时，各型发动机消耗推进剂的流量

不同，点火起动顺序决定了火箭起飞前推进剂的消

耗量，进而影响火箭有效载荷的重量。再者，火箭起

飞前，发射场系统供应大量冷却水冷却发射塔架，各

型发动机点火起动过程决定了冷却水的消耗量。综

上，为了同时平衡能量利用最大化、火箭有效载荷最

大化、发射场冷却水消耗量最小化和异型发动机点

火匹配最优等因素，最终制定了 CZ-5火箭首飞点火

方案。国内外各型火箭起飞时序见表 2。

Table 1 Failure statistics of liquid oxygen/kerosene staged engines abroad[4]

Engine

NK-33

AJ-26
（NK-33）
RD-120

RD-171
RD-8

RD-58

Rocket

N-1

Antares 130

Зени́т-2

Зени́т-3SL
Зени́т-2

Протон-K/D
Протон-K/DM-2
Протон-K/DM-2

Application

First stage

First stage

Second stage

First stage
Second stage
Upper stage
Upper stage
Upper stage

Date

1969-02-21

2014-10-28

1985-04-13

2007-01-30
1985-06-21
1969-11-23
1987-01-30
1996-02-19

Cause of failure
Control system shut down the 12th and 24th engines due to sensor mea⁃
surement errors. Eventually，all engines were shut down and exploded 69

seconds later
The rocket exploded 6s after takeoff，possibly because of turbo pump

failure
The propellant was exhausted prematurely due to a leak in the flow regula⁃

tor
3.9s after takeoff，the metal surplus caused the pump to be blocked，and

the rocket fell to the launch pad and exploded
The liquid oxygen valve is blocked，causing an explosion

Oxygen valve leak
Ignition failure
Ignition failure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takeoff process of several types of rockets

Types of
rockets
CZ-2F
CZ-7
CZ-5
Энергия
（Russia）
Ariane5

（Europe）

Booster engine
propellant
N2O4/UDMH
LOX/RP-1
LOX/RP-1
LOX/RP-1

SRE

First stage engine
propellant
N2O4/UDMH
LOX/RP-1
LOX/LH2
LOX/LH2

LOX/LH2

Start type
Same type of engine start
Same type of engine start

Different types of engine start
Different types of engine start

Different types of engine start

Ignition command
time/s
-3.0
-7.3
-9.0
-8.0

0.0

Rocket takeoff
time/s
0.0
0.0
0.0
3.8

7.0

Intervals/s
3.0
7.3
9.0
11.8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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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型火箭从下达点火指令到火箭起飞的间隔时

间有很大差异。CZ-2F火箭助推级和芯一级均采用

四氧化二氮/偏二甲肼的推进剂组合，CZ-7火箭助推

级和芯一级均采用液氧/煤油的推进剂组合，均属于

同型发动机起动。两型火箭均采用芯级发动机先点

火，助推级发动机后点火的顺序。能源号火箭芯一

级采用 RD-0120氢氧富燃补燃循环发动机，助推级

采用 RD-170液氧煤油富氧补燃循环发动机，与 CZ-5
火箭芯一级和助推级采用的发动机形式基本一致，

均属于异型发动机点火。能源号火箭点火指令发出

后，首先芯一级氢氧发动机起动，9.7s后助推级液氧

煤油发动机起动，11.8s后助推级 RD-170发动机达到

90%推力，火箭起飞。欧空局 Ariane5火箭芯一级采

用氢氧发动机，助推级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也属于

异型发动机起动，与能源号、CZ-5火箭类似，也是芯

一级氢氧发动机先起动。

CZ-5火箭芯一级采用氢氧发动机，助推级采用

液氧煤油发动机，属于异型发动机起动点火，点火指

令发出后，首先芯一级氢氧发动机起动，经过 7s左右

氢氧发动机开始产生推力，此时助推级液氧煤油发

动机起动，约 2s后两型发动机总推力达到并超过箭

体的总重量，火箭离开发射台起飞。火箭发射时由

于氢氧发动机起动前需要预冷并吹除液氢供应管路

和氢泵，预冷后的氢直接排出，为了防止泄漏的液氢

在箭体周围形成大量氢雾造成点火时爆燃，芯一级

氢氧发动机需要先起动点火。同时，为了防止氢氧

发动机点火后产生的高压燃气窜入还未点火的液氧

煤油发动机推力室中，从而影响液氧煤油发动机的

正常点火，液氧煤油发动机在氢氧发动机点火前进

行推力室燃料系统高压吹除，确保之后发动机正常

起动。

3 YF-100液氧煤油发动机概述

3.1 YF-100发动机研制历程

YF-100发动机在 CZ-6运载火箭中采用芯一级

单机模式；在 CZ-7运载火箭中采用助推级单机和芯

一级双机并联模式；在 CZ-5运载火箭中采用助推级

双机并联模式，提供 90%起飞推力。 2000 年，YF-
100发动机通过工程立项；2001 年，首台 YF-100发
动机通过地面试车；2010年 11月 11日，YF-100首次

双机并联地面试验成功（见图 2）；2012 年，发动机通

过研制专项验收，允许交付飞行使用；2013 年 6月 29
日，CZ-5新一代运载火箭助推动力系统试车成功，

2013年 6月 30日，CZ-5运载火箭转入试样阶段，允许

执行飞行试验任务［5］。

3.2 YF-100发动机技术特征

YF-100发动机具有密度比冲高、推进剂价格低

廉、资源丰富、使用安全方便及无毒无污染等优点。

煤油作为常温推进剂，运输、加注和操作方便，安全

性好，且价格便宜（是液氢的 1/100，是偏二甲肼的

1/30［6］），能较大幅度降低发动机的研制成本和运载

火箭的发射费用。与此同时，研制的高能火箭煤油

可以使表征发动机性能最重要的指标“比冲”实现较

大提高。

（1） 高性能

YF-100发动机是我国首次采用富氧补燃循环方

案的液体火箭发动机（如图 3所示），富氧补燃循环发

动机中燃气发生器产生的高温富氧燃气在驱动涡轮

做功后全部进入推力室，与推力室中的煤油进行二

次燃烧（即“补燃”），充分释放推进剂的化学能，以此

获得更高的发动机性能。发动机全流量液氧与小流

量煤油在燃气发生器中以高混合比燃烧，产生的燃

Fig. 2 YF-100 LOX / kerosene staged combustion cycle engine (single/double parall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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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量大，可大幅提高涡轮功率，因此燃烧室压力达

到 18MPa（燃气发生器循环燃烧室压力一般不超过

10MPa）。同时，国产煤油传热试验研究结果表明

YF-100发动机燃烧室压力还可以进一步提高。

（2） 自身起动

YF-100发动机采用自身起动，不需要设置火药

起动器、起动涡轮等，简化了起动系统。发动机采用

化学点火剂点火，点火剂存储在点火导管内，用膜片

密封。发动机起动时，高压气体推动液体燃料挤破

膜片，使点火剂分别进入燃气发生器和推力室，并与

液氧自燃点火。俄罗斯 RD-170，RD-180，RD-191液
氧煤油发动机也均采用化学点火剂自身起动方式，

与 F-1，Merlin等开式循环液氧煤油发动机显著不同。

（3） 多次使用

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具有廉价、快速、机动、

可靠等特点，是航天运输系统的重要发展方向［7］。发

动机重复使用是支撑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未来发展的

核心技术之一［8-9］，多次使用发动机技术主要涉及发

动机推力深度调节与多次起动技术、发动机健康管

理与寿命评估技术、高温组件热结构抗疲劳寿命评

估及延寿技术、结构动态载荷控制与评估技术、快速

评估检测与维修维护技术、发动机先进材料和智能

制造技术等技术领域［10-11］。

相比于燃气发生器循环液氧煤油发动机中可能

存在的煤油积碳问题，YF-100发动机采用富氧燃烧

的燃气发生器，使小流量煤油充分燃烧，很大程度上

避免了涡轮积碳问题，为发动机的可重复使用提供

必要条件。此外，YF-100发动机采取多环带液膜冷

却、再生冷却、金属隔热镀层等先进技术［12］，满足多

次使用对冷却性能的要求。目前 YF-100发动机寿

命超过 10倍工作时间，初步计算表明推力室和涡轮

泵等主要组件的使用寿命达 30次以上［13］。YF-100

发动机具备良好的多次使用性，每台发动机交付前

都进行工艺试车考核，检验合格后才交付发射。

（4） 推力可调

发动机推力调节能力对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

落区调整、减载设计等总体性能参数有较大影响［14］。

YF-100发动机具备推力和混合比大范围可调节功

能，发动机单机推力调节能力达 50%～105%，混合比

调节范围为 ±10%。为满足可重复使用动力系统要

求，对发动机深度变推力系统方案进行研究，提出了

发生器燃料路流量调节器调节、主涡轮前燃气分流

以及氧化剂主路节流等相结合，并辅助以气体乳化

提高喷注器压降的组合深度推力调节方案［15-16］，液氧

煤油发动机调节能力的下边界可以进一步降低。

（5） 新材料应用

YF-100发动机由于采用富氧补燃循环，其工作

过程涉及高压、低温、高温、富氧、大热流等苛刻条

件，同时高室压条件下的可靠煤油冷却和高效稳定

燃烧技术难度较大。与采用燃气发生器循环系统方

案的发动机主要采用普通不锈钢材料不同，YF-100
发动机在设计过程中攻克了大量新材料及其应用技

术，先后研制并成功应用了 50余种金属和非金属材

料［17］，其中包括：适应高温、高压、高富氧燃气工作条

件的高强度镍基变形高温合金 GH4202，GH4586等；

适应高压、高温、低温的高强不锈钢材料和高导热性

铜合金材料；多种高性能石墨材料、铜石墨粉末冶金

材料、橡胶材料等。

YF-100发动机所采用的新型金属和非金属材料

都经过了工程化研制和环境适应性专项研究，通过

了发动机研制过程中进行的不同条件下的多次地面

考核和飞行任务考核。对发动机制造技术和应用技

术的各种考核充分验证了新材料优良的性能，已经

非常好地满足了发动机的工作要求。但在工程应用

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高强不锈钢使用性能指标好，

极限拉伸强度接近 1.2GPa，但部分高强不锈钢新材

料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浮锈”。“浮锈”

是不锈钢材料本身随环境和时间变化出现的现象，

是追求材料高强度指标的必然结果，并不会影响发

动机使用可靠性。

3.3 YF-100发动机热环境适应性

火箭飞行时，发动机所处的复杂热环境具体可

分为：内部热环境和外部热环境。液氧煤油发动机

室压高，燃烧室主流燃气温度可达 3800K，推力室壁

面热流密度大，发动机可靠冷却困难。CZ-5助推级

YF-100发动机点火后，8台液氧煤油发动机和 2台氢

Fig. 3 System diagram of LOX/kerosene rocket engin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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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发动机同时工作，多股火焰相互作用加大了喷管

出口处的热流密度。随着飞行高度增加喷管出口羽

流加热效应显著，这种情况在双机并联时更严重。

为此，CZ-5助推级 YF-100发动机加装了防热裙，如

图 4所示，这项措施在俄罗斯 RD-180等液氧煤油发

动机上均有使用，如图 5所示。土星五号火箭一级采

用 5台 F-1发动机并联工作，热防护问题更为严峻，

因此发射前需要给每一台 F-1发动机都加装热防护

罩，其单台发动机热防护系统的重量甚至超过了

500kg，如图 6所示［18-19］。

YF-100发动机采取了改善局部喷注结构、降低

边区混合比、增加冷却环带流量、金属隔热镀层等措

施，解决了推力室局部过热烧蚀问题。同时 YF-100

发动机喷管扩张段采用了铣槽结构再生冷却，冷却

性能好，在飞行热环境条件下，喷管出口处局部最高

温度低于 800°C。
4 YF-100液氧煤油发动机性能提升

比冲（“密度比冲”，即推进剂密度与比冲的乘

积）是液体火箭发动机最重要的性能指标，表征发动

机的能量及其利用特性，所以比冲有时也被称为“经

济性”指标，是发动机性能提升的重要方向。而推重

比表征发动机“体型”，不同程度影响运载能力水平，

对高空液氧煤油发动机尤其重要。提高发动机比冲

可采取以下措施：（1）采用先进的补燃循环方式（分

级循环）；（2）提高燃烧室压力和燃烧效率；（3）优化

喷管结构，提高喷管效率，增大喷管面积比；（4）提高

煤油性能，如采用高能煤油。近年来，Space-X公司

Falcon 9火箭采用推重比高达 160的 Merlin发动机成

功实现部分回收，发动机的推重比参数也逐渐被人

关注。

液体火箭发动机推重比为发动机推力与发动机

重量的无量纲比值。表 3统计了国内外液氧煤油补

燃循环发动机的推重比。俄罗斯现役的补燃循环液

氧煤油发动机推重比均达 70以上，而 YF-100发动机

单机的推重比为 63.7，具有一定的提升潜力。高推重

比意味着全箭高结构系数，在相同的起飞质量下获

得更高的运载能力。基于 YF-100液氧煤油发动机，

我国正在研制推力更大、结构质量更轻的改进型发

动机，其推力提高了 4.2%，结构质量减小了 5.2%，发

动机推重比提高了 10%，达到了 70.1。YF-100系列

发动机燃烧室压力为 18MPa，低于 RD-170系列发动

机（25 MPa），因此 YF-100改进型发动机的推重比相

比于同样采用泵后摆技术的 RD-170系列发动机仍

略低。

为了进一步分析发动机推重比对火箭运载能力

的影响，以 Falcon9-fT火箭为基本型，仅对一级发动

机进行更换，更换发动机的参数如表 4所示。得到一

级、二级的速度增量和火箭的有效载荷质量，计算过

程中保证有效载荷的总速度增量、一级、二级发动机

推进剂质量恒定。发动机更换的原则为火箭地面总

推力不变，依据总推力和各型发动机单机推力计算

所需发动机的数量（允许小数），各型发动机的比冲

由地面比冲和真空比冲的平均值确定。计算结果如

表 5所示。

由表 5中更换 6种不同液氧煤油发动机预估 Fal⁃
con9-fT火箭运载能力的结果可知：（1）YF-100发动

Fig. 4 YF-100 engine with thermal shield

Fig. 5 RD-180 engine with thermal shield

Fig. 6 F-1 engine with and without thermal sh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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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地面比冲与 NK-33和 RD-120发动机接近，但推重

比最小，将 YF-100发动机更换为 NK-33和 RD-120
发动机后，火箭的有效载荷分别增加了 0.23t和 0.11t，
分别提高了约 1%和 0.5%；（2）YF-100发动机推重比

与 RD-180发动机相差较小，但地面比冲相比 RD-
180发动机相差 10s左右，将 YF-100发动机更换为

RD-180发动机后，火箭的有效载荷增加了 0.9t，提高

了约 3.7%；（3）RD-180与 RD-191发动机比冲性能接

近，但 RD-191发动机推重比较 RD-180发动机提高

了约 20%，将 RD-180发动机更换为 RD-191发动机

后，火箭的有效载荷增加了 0.22t，仅提高了 0.87%；

（4）RD-120与 NK-33发动机比冲性能接近，但 NK-
33发动机推重比较 RD-120发动机提高了约 68%，将

RD-120发动机更换为 NK-33发动机后，火箭的有效

载荷增加了 0.12t，仅提高了 0.49%。综上所述，对于

一次性使用火箭而言，一级发动机比冲对火箭有效

Table 5 Evaluation of carrying capacity after changing different engines for Falcon 9-fT rocket

Engine
Payload/t

First stage structural weight/t
First stage propellant weight/t
First stage specific impulse/s

First stage speed increment/(m/s)
Second stage structural weight/t
Second stage propellant weight/t
Second stage specific impulse/s

Second stage speed increment/(m/s)
Total speed increment/(m/s)

Merlin1D
22.8
22.2
409.5
296.5
3738
4

107.5
345
5449
9187.0

YF-100
24.37
28.743
409.5
317.75
3891.3
4

107.5
345
5295.8
9187.1

RD-180
25.27
27.713
409.5
324.5
3974.5
4

107.5
345
5212.5
9187.0

F-1
21.06
26.453
409.5
284.75
3555.2
4

107.5
345
5631.9
9187.1

RD-191
25.49
26.077
409.5
324.45
3993.8
4

107.5
345
5192.7
9186.5

NK-33
24.6
23.535
409.5
314
3912.2
4

107.5
345
5274.2
9186.4

RD-120
24.28
27.337
409.5
317.2
3901.3
4

107.5
345
5285.5
9186.8

Table 4 Parameters of several liquid oxygen kerosene engines

Engine
Merlin1D
YF-100
RD-180
F-1

RD-191
NK-33
RD-120

Thrust/kN
756
1200
3827
6773
1922
1510
784.5

Weight/kg
470
1900
5480
8444
2290
1235
1080

Specific impulse/s
282.0（s）/311.0（v）
300.2（s）/335.3（v）
311.0（s）/338.0（v）
265.4（s）/304.1（v）
311.4（s）/337.5（v）
297.0（s）/331.0（v）

304.4（v）

Thrust-to-weight ratio
164.1
64.4
71.3
81.8
85.6
124.8
74.1

Notes: s-sea level; v-vacuum

Table 3 Statistics of thrust-to-weight ratio of ORSC LOX/ kerosene engine

Country

Russia［20-22］

China

Engine
RD-170
RD-171M
RD-180
RD-191
RD-120
NK-33
YF-100

YF-100 Improved engine

Thrust/kN
7259（s）
7400（s）
3827（s）
1922（s）
833.6（v）
1510（s）
1200（s）
1250（s）

Weight/kg
9755
9300
5480
2290
1125
1235
1920
1820

Chamber pressure/MPa
24.54
-

25.75
26.30
16.28
14.70
18.00
18.00

Thrust-to-weight ratio
75.9
79.6
71.3
85.6
75.6
124.8
63.7
70.1

Notes: s-sea level; v-vacu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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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荷的影响明显大于推重比。一般而言，推重比对

于有效载荷的影响与飞行时发动机的工作阶段紧密

相关，其中助推级发动机影响最小（约 10：1，即发动

机重量减少 10kg，有效载荷增加 1kg），芯一级发动机

影响次之，高空发动机影响最大（1：1，即发动机重量

减少 1kg，有效载荷增加 1kg）。因此，通过提升发动

机推重比的方式增加有效载荷，应优先提升芯级和

高空发动机的推重比，在保证结构可靠性的基础上，

选用高强度轻质化材料，结合 3D打印技术进一步实

现发动机减重。

后续液氧煤油发动机推力、比冲性能、适应性和

可靠性的提升，一方面应改进技术方案和制造技术，

另一方面，需要继续提升新型金属高强材料的性能，

同时还需开展对非金属材料，包括轻质复合材料、轻

质耐热、耐烧蚀材料的研制。同时，研制新型高能火

箭煤油也是实现液氧煤油发动机性能提升的有效途

径，高能煤油可较大幅度提高推进剂的能量特性，从

而获得更高的发动机比冲性能，特别是对于高空上

面级液氧煤油发动机意义重大，可进一步拓展液氧

煤油发动机的应用范围。

5 结束语

本文总结分析了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助推动力系

统首飞面临的风险和异型发动机点火匹配性；回顾

了 YF-100液氧煤油发动机的研制历程、技术特征以

及热环境适应性；提出了后续液氧煤油发动机性能

提升的几点意见。得出如下结论：

（1）针对助推动力系统和液氧煤油发动机，结合

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发射实际情况，研制时应充分

考虑火箭飞行任务剖面环境条件及天地差异性，关

注海上运输、近海靶场环境特点，确保分系统与火箭

总体对接接口的匹配性。

（2）YF-100发动机作为助推级发动机与芯一级

液氢液氧发动机共同提供 CZ-5火箭的起飞推力，应

根据各型发动机的推进剂组合和自身点火时序差异

确定各型发动机的点火时序间隔，从而实现异型发

动机点火匹配。

（3）YF-100液氧煤油发动机具有高可靠、高性

能、推进剂无毒和廉价等特点。采用自身起动技术，

研制并成功应用了 50余种适用于高压、低温、高温、

富氧、大热流等苛刻条件的金属和非金属材料，其核

心组件具备良好的多次使用性，发动机寿命超过 10
倍工作时间。同时，发动机具备推力大范围可调节

功能，单机推力调节能力达 50%~105%，如采用多种

深度变推力系统方案，可使发动机推力调节能力进

一步增强。

（4）推重比对于有效载荷的影响与发动机型号

紧密相关，高空发动机的影响最大，助推级发动机

比冲对火箭有效载荷的影响明显大于推重比。后

续可通过改进技术方案（如采用泵后摆技术）、提升

制造工艺、研制轻质耐热材料和新型高能火箭煤油

进一步提高液氧煤油发动机各项性能指标和固有

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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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吨级氢氧火箭发动机的设计与研制 *

王维彬，巩岩博

（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北京 100076）

摘 要：系统性地回顾了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芯一级50t级氢氧火箭发动机YF-77的设计与研制历程。

通过分析氢氧发动机的特点以及国内外氢氧发动机的发展现状，阐述了国内新一代运载火箭研发的技术

路线和50t级氢氧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背景；对50t级氢氧火箭发动机的总体技术方案及其特点进行了分析

与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发动机主要组件的技术方案及其特点开展分析；对发动机热试车情况、可靠性

验证情况和故障排除情况进行了分析；对 50t级氢氧火箭发动机的研制情况、技术特点进行了总结，并

对国内氢氧发动机和液氧/甲烷发动机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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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50-ton LOX/LH2 Rocket Engine

WANG Wei-bin，GONG Yan-bo
（Beijing Aerospace Propulsion Institute，Beijing 100076，China）

Abstract：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YF-77，a 50-ton LOX/LH2 rocket engine for Long
March 5 launch vehicle is introduced systematically in this paper. Firstly，by analy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X/LH2 rocket engine an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LOX/LH2 rocket engine at home and abroad，the technical
route of the new generation launch vehicle and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of the 50-ton LOX/LH2 rocket engine
are described. Then，the overall technical schem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50-ton LOX/LH2 rocket engine are
analysed and summarized，and on this basis，th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of the main components of the engine
are analysed. Then，the test run of the engine，reliability verification and troubleshooting of the engine are anal⁃
ysed. Finally，the development and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50-ton LOX/LH2 rocket engine are summa⁃
rized，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X/LH2 rocket engine and LOX/LNG engine in China is prospected.

Key words：Liquid rocket engine；Launch vehicle；LOX/LH2 rocket engine；Overall plan；Engine test
run

1 引 言

20世纪末，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航天发展进入

新的阶段。大幅提高进入空间的能力与效率、降低

航天发射成本、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市场竞争力成为

世界各航天大国追求的目标。为此，美国、俄罗斯、

欧洲、日本、印度等国家和地区陆续开始研发新一代

运载火箭［1-2］。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先后研制出长征二

号系列、长征三号甲系列、长征四号系列等具有不同

运载能力、能够满足不同轨道发射需求的较为完整

的运载火箭型谱［3-4］。但随着我国卫星技术的发展，

* 收稿日期：2020-09-02；修订日期：2021-04-15。
通讯作者：王维彬，博士生，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液体火箭发动机总体设计。E-mail：wangwb1962yy@126.com
引用格式：王维彬，巩岩博 . 50吨级氢氧火箭发动机的设计与研制［J］. 推进技术，2021，42（7）：1458-1465. （WANG Wei-

bin，GONG Yan-bo.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50-ton LOX/LH2 Rocket Engine［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
2021，42（7）：1458-1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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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人航天工程和北斗导航工程的立项，以及国际商

业发射市场的深度参与，现役“长征”火箭的运载能

力已接近极限，无法满足未来发射高通量通信卫星、

建设载人空间站和开展深空探测的需要。要拓宽我

国航天事业的舞台，就必须研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的新一代运载火箭，为此，我国提出了以长征五号为

代表的新一代运载火箭研制计划［5］。

航天发展，动力先行。要发展新一代运载火箭，

就必须首先研制出具有先进水平的新一代火箭发动

机。通过对国外航天领域发展前沿的跟踪调研，以

及对未来航天技术发展方向的深刻判断，基于当时

国内的技术基础、硬件设施和经济条件，我国提出了

50t级大推力氢氧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计划，用以支撑

未来新一代运载火箭的发展需求［6］。“九五”期间，我

国对 50t级补燃循环氢氧火箭发动机开展了预先研

究，在五年的时间里突破了大推力氢氧火箭发动机

的多项关键技术，使其具备了工程研制的条件［7］。进

入 21世纪，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为使 50t级氢

氧火箭发动机研制达到高可靠、低成本的设计目标，

经多次方案论证研究，确定研制 50t级燃气发生器循

环氢氧火箭发动机。

2001年，50t级氢氧火箭发动机正式立项（代号

YF-77）。发动机于 2015年 3月完成动力系统试车，

2016年 11月参加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首飞，实现了我

国高轨运载能力从 5.5t到 14t的飞跃；2020年 5月参

加长征五号 B运载火箭首飞，实现我国近地轨道运载

能力从 8.6t到 25t级的飞跃，同时也成为我国第一型

地面点火、直接入轨的火箭发动机；2020年 7月和 11
月，先后将“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和“嫦娥五号”月

球探测器送入太空，将我国的深空探测水平推向新

的高度；2021 年 4 月，将“天和”核心舱送入太空，让我

国的载人航天工程迈入了空间站时代。未来，YF-77
发动机还将参加 2次长征五号 B运载火箭的飞行任

务，完成我国首个载人空间站的建造任务。

2 氢氧火箭发动机的特点及国内外发展

2.1 氢氧火箭发动机的特点

火箭发动机是将推进剂的化学能转化为飞行器

机械能的热能动力装置。通过推进剂的燃烧，火箭

发动机对飞行器持续做功，使其机械能不断增加，直

到满足进入特定轨道并稳定运行的要求。因此推进

剂自身的能量特性和发动机的能量转化性能直接影

响到火箭的运载能力。

在所有的推进剂中，液氧/液氢组合是除液氟/液

氧之外能量特性最高的，在推力室压力 5MPa、喷管面

积比 140的条件下，其理论比冲比常规推进剂的高

38%，比液氧/煤油高 26%，比液氧/甲烷高 22%。在实

际的发动机型号中，它们之间的差距往往更大。因

此在起飞规模不能无限扩大的前提下，要获得更大

的运载能力，使用氢氧发动机是必然的选择。

液氧/液氢组合还具有燃烧稳定性好、燃烧效率

高、燃烧过程振动量级小的特点，能在 4~40MPa高压

下实现 98%~99%的高效稳定燃烧，具有很高的能量

转化效率。

此外，液氢与液氧均易蒸发、不积存，燃烧产物

清洁，无固相产物产生，有利于发动机的重复使用，

符合航天运载器高效低成本的发展方向；且由于其

燃烧产物为水蒸气，清洁无污染，也符合当今世界绿

色、环保的发展理念。

2.2 氢氧发动机的国内外发展情况

20世纪 50年代，美国研制的上面级发动机 RL-
10开启了氢氧发动机用于运载火箭的历史。随后美

国又研制了推力更大的上面级氢氧发动机 J-2［8-12］。
20世纪 80年代，美国成功研制了地面起飞的 200t级
氢氧发动机 SSME（Space shuttle main engine）［13-14］。

此后，美国对 RL-10开展持续改进，通过增大面积

比、改进喷管材料等方式提高其真空比冲［15-16］，其中

RL-10B-2 的 真 空 比 冲 高 达 466.5s；同 时 又 基 于

SSME，通过简化系统、降低推力室压力和减少组件数

量等方式，研制了成本更低、使用维护性更好的 300t
级氢氧发动机 RS-68［17-18］。此外，美国还针对单级入

轨的目标开展了 XRS-2200氢氧发动机的研制［19］。

苏联/俄罗斯长期致力于使用常温推进剂和液

氧/煤油组合的火箭发动机技术研究，研制出包括

RD-107，RD-264，RD-170和 NK-33在内的一大批先

进的常规火箭发动机和液氧/煤油火箭发动机，积累

了不俗的技术基础［20-22］。但在登月火箭 N-1和重型

运载火箭“能源号”的研制过程中，为了获得更大的

运载能力，先后研制了 7t级上面级氢氧发动机 RD-
56，40t级上面级氢氧发动机 D-57和具有世界先进水

平的 200t级地面级氢氧发动机 RD-0120［23-24］。
欧洲研制的阿里安系列运载火箭使用氢氧发动

机 HM-7作为火箭芯三级主动力装置。20世纪末又

为阿里安 5运载火箭研制了百吨级氢氧发动机 Vul⁃
cain［25］，作为芯一级主动力装置，同时改进 HM-7得
到了 HM-7B［26］，并计划研制具有更高真空比冲的氢

氧发动机 VINCI［27］。
日本在液体火箭发动机领域一直专注于氢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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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的研制，先后研制出 H-II，H-IIA和 H-IIB运载

火箭，分别使用百吨级氢氧发动机 LE-7和 LE-7A作

为芯一级主动力装置，LE-5A和 LE-5B氢氧发动机

作为上面级主动力装置［28-29］。

印度为发展氢氧发动机技术，从俄罗斯购买了 7
台 RD-56M补燃循环氢氧火箭发动机，以此为基础开

发出 7.5t级上面级氢氧发动机 CE-7.5，后来又自行研

制出 20t级上面级氢氧发动机 CE-20［30-31］。
我国在 20世纪 60年代成立氢氧火箭发动机研

究小组，针对低温推进技术开展前期研究；70年代初

开始进行氢氧火箭发动机的工程预研，并成功突破

一系列关键技术，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氢氧火

箭发动机工程研制能力的国家。随后，我国先后研

制成功 4.5t级和 8t级上面级氢氧火箭发动机，用于长

征三号和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的芯三级主动力

装置，使我国具备了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发射能力［32］。

与国外相比，国内的氢氧发动机在推力量级、比

冲性能、型谱化和系列化等方面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特别是缺少地面起动的大推力氢氧发动机，制约了

我国航天运载能力和运载效率的提升。在此背景

下，基于自身的技术基础，考虑到型谱化、模块化的

发展潜力，我国决定研制液氧/液氢芯级模块与液氧/
煤油助推模块，组合形成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

箭型谱［33-34］。其中，液氧/液氢芯级模块使用 50t级氢

氧火箭发动机 YF-77［35-36］。
3 YF-77发动机总体方案分析

3.1 发动机总体技术方案

根据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总体设计要求，芯一级

起飞推力为 100t。如果使用单台百吨级氢氧发动机，

则需要增加一套辅助动力系统用于芯一级火箭的滚

转控制，若使用两台 50t级发动机，则可以通过双机

摆动完成箭体滚控，省去一套姿控动力系统，从而实

现方案的总体优化；同时，50t级发动机还可在未来用

于中大型火箭的芯二级或重型运载火箭的上面级，

具有更好的任务拓展性；另外，我国在此之前研制的

氢氧发动机最大真空推力仅为 8t级，考虑到技术跨

度的合理性，最终将该型发动机推力确定为地面 50t
级，真空 70t级，双机并联使用。

在满足火箭总体性能要求的前提下，YF-77发动

机继承我国 4.5t级氢氧发动机 YF-73和 8t级氢氧发

动机 YF-75的技术基础与研制经验，采用燃气发生

器循环，结构简单，使用维护方便，固有可靠性高，且

相比高压补燃循环节省经费近四分之一，具有低成

本优势，市场竞争力更强。为了优化发动机总装结

构，YF-77发动机未沿用 YF-75发动机使用的燃气串

联驱动氢氧涡轮泵方案，而采用了单燃气发生器并

联驱动氢氧涡轮泵的方案。两种方案对比如表 1所
示，其中管路直径进行了无量纲化。

根据地面试验和飞行任务的需要，发动机分为

单机和双机两种状态。其中，单机由氢供应系统、氧

供应系统、燃气系统、预冷泄出系统、起动点火系统、

贮箱增压与伺服机构氢气供应系统、推力传递与摇

摆系统、遥测系统等组成。如图 1所示为发动机系统

简图。

发动机工作时，采用火药起动器起旋涡轮，推力

室和燃气发生器由火药点火器点火。燃气发生器工

作产生的燃气分别供给氢涡轮和氧涡轮做功，然后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50t LOX/LH2 rocket

engine system

Table 1 Comparison of drive schemes of hydrogen and oxygen turbopumps

Item
Inner diameter of main gas duct at hydrogen turbine outlet
Inner diameter of split gas duct at hydrogen turbine outlet
Inner diameter of gas pipe on hydrogen turbine side
Inner diameter of gas duct on oxygen turbine side

Size of gas control valve
Regulation sensitivity of gas control valve
Vacuum specific impulse of engine/s

Two turbopumps driven in series
3.8
2.1
-
-

Larger
Low sensitivity

X+0.8

Two turbopumps driven in parallel
-
-
1.4
1

Smaller
High sensitivit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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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由氢、氧涡轮排气管排出。液氢、液氧由泵供给

推力室和燃气发生器。在氧涡轮入口设置两个燃气

阀实现发动机混合比的调节。液氧贮箱采用开式自

生增压方案，液氢贮箱采用闭式自生增压方案，介质

均由发动机提供；发动机液氢、液氧系统均采用循环

预冷方案。

发动机单机以推力室作为总体布局基础，涡轮

泵垂直对称布置在推力室两侧，采用泵前双向摇摆方

案，单向摆角±4°，最大合成摆角 5.7°。发动机双机并

联使用，由两台独立单机并联构成，通过常平座与机

架连接为一体。发动机双机结构如图 2所示，单机实

物如图 3所示。发动机主要性能参数的设计指标如表

2所示。

3.2 发动机技术特点

与我国之前研制的氢氧发动机 YF-73和 YF-75
相比，YF-77的主要参数水平大幅提高，使我国氢氧发

动机设计、生产和试验技术的整体水平跨上一个大的

台阶，缩短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如图 4所示。

YF-77发动机是国内第一型地面点火的氢氧发

动机，也是国内第一型大推力氢氧发动机。为了实

现起动过程的平稳安全可靠，该型发动机没有沿用 8t
级氢氧发动机的憋压起动方式，而是在国内首次使

用箱压预冷、推力室富燃点火的起动控制方法。依

靠高精度的液氢亚临界/超临界传热模型和涡轮泵全

工况特性模型［37-38］，通过凸轮抬座双开度低温球阀、

起动燃气阀等控制措施，实现了起动过程中推进剂

的零排放，成功解决了地面起动大推力氢氧发动机

的起动可靠性和安全性问题。

YF-77发动机通过减少组件种类统一规格等方

式，使系统具有较强的继承性与技术成熟性，同时尽

可能满足标准化、组合化和简化设计的要求，具体包

括：（1）氢泵与氧泵入口通径统一为一种规格，实现

氢氧泵前阀、氢氧摇摆软管的规格单一，减少组件种

类。（2）推力室氢阀与氧阀入口直径取为一致，保证

阀体和主要零部件一致，减少零件种类。（3）由于该

型发动机双机并联使用，因此采用电磁阀“一带二”

方案，即两台单机的同一种阀门由同一个电磁阀控

制，从而减少了 14个电磁阀，同时也提高了两台单机

的动作同步性。

4 发动机主要组件技术方案分析

4.1 燃烧装置

YF-77的推力室由头部、带短喷管的身部和喷管

延伸段组成。头部采用同心圆排列的同轴直流喷嘴

和发汗冷却面板，并在国际上首次采用与主喷嘴流

强一致的高速排放冷却喷嘴隔板及喷嘴声学错频技

术，确保推力室可在不同工况下稳定燃烧；带短喷管

Fig. 3 LOX/LH2 rocket engine YF-77

Fig. 2 Overall structure scheme of the engine

Table 2 Design values of main engine parameters

Parameter
Vacuum thrust/kN

Vacuum specific impulse/（m/s）
Mix ratio of the engine

Thrust chamber pressure/MPa
Dry weight/kg
Nozzle area ratio

Outline dimension/mm
Operating time/s

Design value
2 × 700
4195
5.5
10.2
≤2750
49

4200 × Φ5000
520

Fig. 4 Improvement of parameter level of the 50-ton LOX/

LH2 rocket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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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部为锆铜铣槽内壁、电铸镍外壁和高温合金钢

套组成的三层结构，在国内首次采用隔热层与高深

宽比再生冷却通道一体化热防护设计，大幅提高了

推力室内壁热疲劳寿命；喷管延伸段为排放冷却的

高温合金螺旋管束式焊接结构，首创带呼吸式加强

箍螺旋管束式喷管技术，使喷管型面在热载荷交变

下的变形得到控制，提高了喷管效率和承载能力。

再生冷却+排放冷却的热防护方案继承了我国 8t
级氢氧发动机的成功经验，充分利用了液氢吸热能

力强、排放消耗流量较小的特点，在对推力室比冲影

响不大的前提下，实现了泵后压力的降低和推力室

结构质量的减小，推力室仅占发动机结构重量的

25%，而国外同类发动机普遍为 30%。产品结构如图

5所示。

燃气发生器由头部和身部组成，头部采用同轴

直流喷嘴，身部采用热容式热防护，不冷却。在出口

下游安装火药起动器，用于涡轮泵起旋。产品结构

如图 6所示。

4.2 氢涡轮泵

YF-77的氢涡轮泵设计转速 3.5×104r/min，设计

扬程约 16MPa，涡轮设计压比 15.5，是世界上比功率

最大的氢涡轮泵。主要由氢涡轮、液氢泵、弹性支承

系统、轴向力平衡系统、浮动环密封及轴承等组成。

其中，氢泵为两级离心泵，使用变螺距诱导轮，

叶轮使用空间三维扭曲复杂型面叶片和流道设计，

采用低温钛合金粉末冶金工艺制造，泵壳为低温钛

合金铸造，泵效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氢涡轮为两级

压力复合级冲击式超声速涡轮，叶轮采用钛合金粉

末冶金工艺，外壳体为高温合金铸造；涡轮泵转子为

工作在二、三阶临界转速之间的柔性转子，使用高 DN
值重载混合式陶瓷球轴承，双阻尼弹性支撑；轴向力

自动平衡；瑞利动压槽结构浮动环动密封。氢涡轮

泵产品结构如图 7所示。

4.3 氧涡轮泵

YF-77的氧涡轮泵设计转速 1.8×104r/min，设计

扬程约 14MPa，涡轮设计压比 14.0，是国际上首次使

用的高过载氧涡轮泵。主要由氧泵、氧涡轮、支承系

统、动密封系统、轴向力平衡系统以及轴承等组成。

其中，氧泵为单级离心泵，使用高抗汽蚀性能诱导

轮，泵前压力适应范围为可达到设计值的 9倍；诱导

轮、叶轮、泵壳等均为高温合金铸件；氧涡轮为两级

速度复合级冲击式超声速涡轮；涡轮转子为工作在

一、二临界转速之间的柔性转子，使用双列钢轴承，

单阻尼弹性支撑；轴向力自动平衡；浮动环动密封。

同时这也是国内首次使用超临界柔性转子技术

的氧涡轮泵，减小了结构尺寸及重量，攻克了转子异

常振动问题。氧涡轮泵产品结构如图 8所示。

5 发动机试验

5.1 发动机热试车

到目前为止，YF-77发动机共完成 44台发动机

单机研制，累计试车 200次，累计试车时间 6.1×104s；
双机累计地面试车（动力系统）2次，累计试车时间

938s。其中两台发动机对推进剂利用系统频繁动作

Fig. 5 Structure of thrust chamber

Fig. 6 Structure of gas generator

Fig. 7 Structure of hydrogen turbopump

Fig. 8 Structure of oxygen turbine p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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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考核，单次试车调节次数达到 80次，最短调节

间隔 3s，如图 9~11所示。

发动机先后完成近 20次热摆试车，发动机摇摆

功能、摇摆工作可靠性、与伺服机构的工作协调性得

到充分验证。

5.2 发动机可靠性验证

通过开展多次性能拉偏试验，发动机性能参

数 覆盖了额定推力的 89%～110%、额定混合比的

83%～116%。达到单台发动机起动 15次，累计 5346s
以及 3次连续摇摆的技术水平，如图 12 所示。

考虑由于意外情况导致的推迟发射，对发动机长

时间预冷工况进行了试验验证，表明发动机可在氧系

统和氢系统长时间预冷的情况下正常点火工作。此

外，对发动机起动工作环境温度（-40℃～+50℃）进行

了考核，试验结果表明 YF-77发动机具有非常良好的

环境适应性。

运载火箭在飞行过程中，随着推进剂的消耗或助

推器的分离，飞行过载一直处于变化过程中，造成氧泵

入口压力上下变化幅度较大。受过载影响，发动机氢

氧涡轮泵、燃烧室及相关组件工作条件变化较大，对发

动机工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产生了较大的不利影响。

为覆盖飞行剖面的实际工况，进行了过载模拟

试验，考核了氧泵前高过载条件下发动机全系统摇

摆热试车的工作可靠性。过载条件下的试车结果如

图 13（a）和图 13（b）所示。

为获取发动机可靠工作的氢、氧泵最低入口条

件边界，开展了氧泵最低入口条件试验研究和氢

泵最低入口条件试验研究，得到了发动机氢、氧泵

最低入口条件的试验数据，获得了泵在真实介质

与水介质状态下的气蚀余量。典型曲线如图 14所示。

为了适应零窗口发射，开展了氢、氧涡轮泵轴承

起动温度上限的试验研究，获取了发动机氢、氧涡轮

Fig. 10 Accumulated time of ground test for the 50t LOX/

LH2 rocket engine

Fig. 9 50t LOX/LH2 rocket engine test run

Fig. 12 Engine performance parameters limit boundary

test results

Fig. 11 Typical test results of propellant utilization system

with frequent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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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预冷起动温度上限边界的试验数据。试验结果表

明，氢涡轮泵和氧涡轮泵起动时轴承外壳体壁温均

可有较大幅度的拓展。

5.3 故障与解决措施

2017年 7月 2日，长征五号遥二火箭从文昌航天

发射场起飞，火箭飞行至 346s时，芯一级 YF-77发动

机 I分机参数异常大幅下降，导致火箭未能将卫星送

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失利。

事后开展了一系列仿真分析和试验验证工作，

表明故障的最大可能原因是发动机涡轮排气装置在

复杂力热环境下，局部结构发生异常。

针对故障定位，对氧涡轮泵及其附属装置的设

计方案进行了优化，提高了相关结构的固有可靠性；

同时加强了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提高了产品性能

的一致性。经过改进，50t级氢氧火箭发动机参与的

后续地面试车均获得圆满成功，2019年 12月，大推力

氢氧发动机托举长征五号遥三火箭成功复飞；2020
年 7月成功将“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送入太空，开启

了我国地外行星探测的新篇章。2020年 11月成功将

“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送入太空，完成了我国首次

地外天体采样返回；2021年 4月成功将“天和”核心舱

送入轨道，拉开了我国载人空间站建设的大幕。

6 总结与展望

通过十余年的研制，突破 10大类 43项关键技

术，成功研制出我国首台大推力、高性能、地面起动、

并能够在长征五号 B运载火箭构型中实现直接入轨

的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火箭氢氧发动机

YF-77，综合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长征五号和

长征五号 B运载火箭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撑了月球

探测工程、火星探测工程、载人航天工程等国家重大

航天工程的顺利实施。

在发动机研制过程中，突破并首次应用了大量

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拓宽了我国液体火箭发动

机的材料体系和工艺体系。实现了高强轻质钛合

金、高温合金、复合材料等先进材料及粉末冶金工艺

在我国氢氧发动机上的首次应用，提高了发动机推

质比及固有可靠性水平；突破了高 DN值陶瓷球轴承

技术、平衡活塞轴向力自动平衡技术、浮动环动密封

技术等关键技术，提升了我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

的整体水平，同时也为后续更大推力氢氧发动机的

研制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

在 国 际 上 首 次 应 用 的 高 速 排 放 冷 却 喷 嘴 隔

板、喷嘴声学错频技术、高过载氧涡轮泵，以及比功

率最大的氢涡轮泵，使 YF-77发动机成为全面缩小我

国氢氧发动机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的重要里程碑。

Fig. 13 Typical pressure curve during overload

Fig. 14 Typical curve of test result during cav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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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YF-77发动机研制期间突破的关键技术为基

础，我国正在开展 200t级高压补燃循环氢氧发动机

研制，目前已经成功完成了氢氧涡轮泵联试，即将开

展半系统与全系统热试验；此外，以 YF-77研制期间

突破的关键技术为基础，我国已完成 60t级可重复使

用液氧/甲烷发动机的整机热试车及重复使用验证试

验，目前正在进行优化改进，并正以此为基础发展全

新的高性能、可靠、低成本的 80t级可重复使用变推

力液氧/甲烷发动机。未来，系列化、型谱化的氢氧发

动机和液氧/甲烷发动机将成为我国航天强国建设的

中坚力量。

参考文献

［ 1］ 赵 颖 . 国外新型运载火箭研制计划与发展现状［J］.
国际太空，2002（10）：22-27.

［ 2］ 赵 颖 . 2002年国外运载火箭回顾［J］. 国际太空，

2003（6）：16-22.
［ 3］ 王心清 . 中国运载火箭简史［C］. 北京：中日机械技术

史国际学术会议，1998.
［ 4］ 龙乐豪 .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的成就与展望［J］. 中国航

天，2001，1（3）：1-8.
［ 5］ 付斯东 .“长征”火箭功绩不朽 新一代火箭呼之欲出——

中国运载火箭的现状和未来［J］. 国际航空，2001
（7）：45-49.

［ 6］ 李 东，程堂明 . 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发展展望［J］.
中国工程科学，2006，8（11）：33-38.

［ 7 ］ 郑孟伟，岳文龙，孙纪国，等 . 我国大推力氢氧发动

机发展思考［J］. 宇航总体技术，2019（2）：12-17.
［ 8］ 顾明初 . 国外氢氧发动机研制的一些近况［J］. 导弹与

航天运载技术，2001（1）：51-54.
［ 9］ 顾明初 . 加快大推力氢氧发动机研制迎接 21世纪［J］.

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2000（1）：12-16.
［10］ Beichel R，O’Brien C J，Taylor J P，等 . 下一代火箭发

动机［J］. 上海航天，1989（6）：1-9.
［11］ Santiago J. Evolution of the RL10 Liquid Rocket Engine

for a New Upperstage Application［R］. AIAA 96-3913.
［12］ 郑大勇，陶瑞峰，胡 骏 . 氢氧发动机真空点火及高

空模拟试验［J］. 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2014（5）：38-
43.

［13］ Goracke B D，Meisl C J. Launch Vehicle Engine Devel⁃
opment in Hindsight［J］. AIP Conference Proceedings，

1996，361（1）：653-658
［14］ Davidson M，Stephens J. Advanced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for the Space Shuttle Main Engine［R］. AIAA
2014-3912.

［15］ Binder M P. A Transient Model of the RL10A-3-3A
Rocket Engine［R］. AIAA 95-2968.

［16］ Ellis R，Lee J，Payne F，et al. Development of a Car⁃

bon-Carbon Translating Nozzle Extension for the RL10B-
2 Liquid Rocket Engine［R］. AIAA 97-2672.

［17］ Conley D，Lee N Y，Portanova P L，et al. Evolved Ex⁃
pendable Launch Vehicle System：RS-68 Main Engine
Development［J］. Acta Astronautica，2003，53：577-584.

［18］ 杜大华 . 21世纪的推进动力——RS-68［J］. 火箭推

进，2003，29（5）：50-56.
［19］ Fick M，Schmucker R. Linear Aerospike Engine Perfor⁃

mance Evaluation［R］. AIAA 97-3305.
［20］ 谢 亮 . 苏联运载火箭发动机综述［J］. 世界导弹与航

天，1990（11）：30-33.
［21］ 王 桁，钱维松，张宝烔，等 . 苏联液体火箭发动机技

术状况［J］. 航天出国考察技术报告，1991（1）：19-28.
［22］ Gubanov B I，孙国庆 . 苏联大型运载火箭主发动机

［J］. 国外导弹与航天运载器，1991（12）：32-39.
［23］ Rachuk V，Goncharov N，Martynenko Y，et al. Design，

Development，and History of the Oxygen/Hydrogen En⁃
gine RD-0120［R］. AIAA 95-2540.

［24］ Goncharov N，Orlov V，Rachuk V， et al. Reusable
Launch Vehicle Propulsion Based on the RD-0120 En⁃
gine［R］. AIAA 95-3003.

［25］ 黎 华 . 欧洲新的 HM60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J］.
国外导弹与宇航，1982（10）：23-28.

［26］ Isselhorst A. HM7B Simulation with ESPSS Tool on ARI⁃
ANE 5 ESC-A Upper Stage［R］. AIAA 2010-7047.

［27］ 王少鹏 . VINCI：用于阿里安 5上面级的一种新型低温

发动机［J］. 火箭推进，2001，27（5）：52-57.
［28］ 陈延辉 . 日本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历程［J］. 飞航导

弹，2015（10）：88-95.
［29］ 孙国庆 . 大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近期发展［J］. 中国

航天，1992（6）：40-43.
［30］ 赵 颖 . 印度研制的低温火箭发动机取得进展［J］. 导

弹与航天运载技术，2001（6）：55-55.
［31］ 殷前根 . 印度试验国产运载火箭发动机［J］. 上海航

天，2002，19（3）：58.
［32］ 朱森元 . 氢氧火箭发动机在中国如何走向工程应用

［J］. 兵器知识，2010（1）：33-37.
［33］ 龙乐豪 . 新一代运载火箭［J］. 航空制造技术，2003

（2）：17-21.
［34］ 秦旭东，龙乐豪，容 易 . 我国航天运输系统成就与

展望［J］. 深空探测学报，2016，3（4）：315-322.
［35］ 余梦伦 . 20世纪 90年代大运载总体方案论证的一些

回顾［J］. 宇航总体技术，2018（2）：7-16.
［36］ 郑大勇，王维彬，乔桂玉 . 新一代运载火箭 50吨级氢

氧发动机研制进展［J］. 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2016
（5）：11-15.

［37］ 蔡国飙，李家文，田爱梅 . 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M］.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1.

［38］ 朱森元 . 氢氧火箭发动机及其低温技术［M］. 北京：

中国宇航出版社，2016.
（编辑：梅 瑛）

1465



2021 年 7 月
第 42 卷 第 7 期

推 进 技 术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

July 2021

Vol.42 N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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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液体火箭在发射过程中，恶劣的动力学环境常常会引起发动机推力下降或提前关机等工作

故障，引入动力冗余技术可以保证发动机故障后仍有足够动力保证火箭正常飞行，从而大幅度地提高系

统的可靠性。针对动力冗余技术而提出的液体捆绑火箭推进剂交叉输送问题，以三种工作模式：芯级火

箭与助推器独立工作 （Mode 1）；一台助推发动机故障，该助推器将多余推进剂供给芯级发动机 （Mode
2）；为使助推器提前分离，所有发动机均由助推器供给推进剂（Mode 3）为研究对象，利用有限元技术

分别建立三种工作模式下液体火箭动力系统的动力学模型。利用数值方法进行的频率特性分析表明，动

力系统每组相似频率在Mode 1模式下的分布较为集中，而在其他两种模式下的分布则较为分散。此外，

比较三种工作模式下蓄压器能量值的变频效果发现，Mode 1模式的变频效果最好，而Mode 3的效果

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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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ugged working environment in the flight course of liquid vehicle often causes engine thrust
dropping or prematurely shutting down and other working faults. The introduction of redundant propulsion technol⁃
ogy can ensure that the vehicle works normally after the engine has failed，which leads to great improvement in
the reliability of liquid vehicle. The propellant crossfeed of liquid vehicle with redundant propulsion system was
discussed. The dynamic models of propulsion system of liquid vehicle under three different working modes：inde⁃
pendently working（Mode 1）；when one booster engine faults，tanks of the booster will supply the superfluous
propellants to the engines of core circuit（Mode 2）；the propellants in all engines are supplied from the boosters
for early separating boosters（Mode 3）were established by the finite element technology. The frequency charac⁃
teristics were analyzed by the numerical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similar frequencies is
more concentrated under Mode 1，and is more dispersed under two other modes. In addition，by compar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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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bility of changing frequency for the accumulator energy value under the three working modes，the conclusion
can be obtained that the capability under Mode 1 is the best，while it is the worst under Mode 3.

Key words：Liquid rocket propulsion；Redundant design；Crossfeed；Propulsion system；Finite ele⁃
ment method；Frequency characteristic

1 引 言

液体火箭发射过程中，恶劣的振动环境致使动

力系统出现故障是火箭发射失利的主要因素。动力

冗余和交叉输送技术［1-5］的提出旨在使运载火箭在一

台或者数台发动机出现故障后仍然具有足够的推

力 ，从 而 保 证 发 射 任 务 顺 利 完 成 。 液 体 火 箭 的

POGO振动是一种箭体结构与动力系统相互耦合作

用而产生的低频自激振动，对箭体结构的敏感元件

和航天员的安全产生不利影响。POGO振动的产生

与动力系统的频率特性有关［6］，但应用交叉输送技

术的动力系统结构较为复杂，原先得到的传统火箭

动力系统频率特性［7］可能并不适应新的系统，为发

展新一代运载火箭，防止新型火箭发生 POGO振动，

急需开展关于具有交叉输送能力的动力系统频率特

性分析。

为避免 POGO振动发生，国内外研究者开展了大

量研究。Rubin［6］利用临界阻尼比法分析了单推进

剂-单发动机模型的 POGO振动稳定性，发现当动力

系统频率接近结构系统频率时，POGO振动最易产

生。在此基础上，Zhao等［8］提出了耦合强度概念，并

指出耦合强度也是影响 POGO振动稳定性的重要参

数。谭述君等［9］利用 Routh-Hurwitz稳定性判据和临

界耦合强度理论的分析表明，动力系统频率等于结

构系统频率时，系统所能承受的临界耦合强度最小，

也最容易发生 POGO振动。刘涛等［10］利用矢量拟合

法处理火箭动力 -结构系统传递函数并分析系统

POGO振动稳定性，得到的结果比临界阻尼比法的精

度更高。Hao等［11］建立了贮箱的三维有限元模型，得

到了更为精确的 POGO稳定性分析结果。唐冶等［12］

利用区间数学分析了动力系统频率随流体参数变化

的灵敏度问题，并在后续研究［13］中，基于动态灵敏度

技 术 进 一 步 分 析 了 流 体 参 数 的 变 化 对 液 体 火 箭

POGO振动稳定性的影响。

目前抑制 POGO振动最有效的方法是在推进剂

管路安装蓄压器，通过调节蓄压器能量值来改变动

力系统频率，进而避免 POGO振动的发生。严海等［14］

应用传递函数的方法研究了蓄压器对单推进剂-单
发动机系统振动频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当蓄压器安

装在氧泵入口时，可有效调节动力系统频率。刘锦

凡等［15］建立了包含机械刚度的金属膜盒式蓄压器

的力学模型，并基于该模型分析了膜盒刚度对动力

系统频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较小的膜盒刚度会降低

动力系统频率。万屹仑等［16］通过对比金属膜盒式

蓄压器和注气式蓄压器变频效果，发现注气式蓄压

器 更 能 有 效 避 免 动 力 系 统 频 率 与 箭 体 结 构 频 率

相交。

本文针对动力冗余技术而提出的推进剂交叉输

送问题，以三种工作模式为研究对象，建立动力系统

各个单元的动力学模型。通过有限元组装技术，分

别建立三种工作模式下液体火箭动力系统的动力学

模型，利用数值方法对液体火箭动力系统频率特性

进行分析。

2 交叉输送系统的动力学建模

2.1 三种工作模式

图 1所示是应用于两助推器动力冗余火箭，兼具

三种工作模式的推进剂交叉输送方案，其中蓝色表

示氧化剂输送管路，红色表示燃料输送管路。通过

控制隔离阀，液体捆绑火箭可在三种不同的工作模

式（芯级火箭与助推器独立工作；一台助推发动机故

障，该助推器将多余推进剂供给芯级发动机；为使助

推器提前分离，所有发动机均由助推器供给推进剂）

之间相互切换。后文为说明方便，将这三种工作模

式简称为Mode 1，Mode 2和Mode 3。

Fig. 1 Scheme of crossfeed system

1) Tank, 2) Main duct, 3) Crossfeed duct (line 1),

4) Crossfeed duct (line 2), 5) Crossfeed duct (line 3),

6) Crossfeed duct (line 4), 7) Accumulator, 8) Bellows,

9) Pump, 10) Engine, 11) Check valve, 12) Separating valve,

13) Isolating valve

1467



推 进 技 术 2021 年

当交叉输送管路上所有隔离阀均处于关闭状态

时，助推与芯级动力系统以 Mode 1模式为发动机提

供推进剂。当助推火箭的某一台发动机发生故障时

（以图 1中发动机 A发生故障为例），控制系统将关闭

故障主管路的隔离阀 B和 C，打开交叉输送管路隔离

阀 D，E，F，G，H 和 I，此时火箭将从 Mode 1切换为

Mode 2，这可以保证两助推器推进剂同步消耗。为提

高可靠性和运载能力，使助推分离时间提前，控制系

统也可在发射前关闭芯级火箭所有主管路隔离阀，

打开除 F和 I以外的交叉输送管路隔离阀，这时芯级

发动机一半由左助推器供给推进剂，另一半由右助

推器供给，系统处于Mode 3模式。

开关隔离阀会使得推进系统中的部分管路不参

与输送推进剂。基于这一原因，图 1所示的推进剂交

叉输送系统在不同工作模式下可简化为图 2所示的

三种管路模型。

考虑到含有独立工作的子模块，直接搭建图 2整

体的动力学模型会增大计算量，掩盖部分规律。所

以在本文仅研究动力系统的特征子模块，即 Mode 1
模式下的助推和芯级动力系统，Mode 2模式下的助

推系统和芯级系统通过交叉输送管路连接的耦合系

统，Mode 3模式下，助推系统和芯级发动机通过交叉

输送管路连接的耦合系统。

2.2 单元划分与有限元组装

为建立上述动力系统特征子模块的动力学模

型，利用文献［17］中的有限元组装方法，将动力系统

划分为若干个独立单元，利用每个单元相连节点处

压强大小相同方向相反的规律，组装出以脉动重量

位移和推力室脉动压强为状态变量的非奇异状态

方程。

单元划分后的组件关系如图 3所示，图中黑点表

示单元划分后所形成的节点。根据节点的类型不

同，将以脉动重量位移为状态变量的节点用数字进

行编号，将以脉动推力室压强为状态变量的节点用

数字和字母组合的方式命名。

动力系统经单元划分后可获得十二种独立单

元：可压缩管、单出口贮箱、双出口贮箱、四出口贮

箱、推力室、波纹管-可压缩管、可压缩管-波纹管、三

通-可压缩管（单入口双出口）、三通-可压缩管（双入

口单出口）、弯头-可压缩管、三通-蓄压器和泵-不可

压缩管，这些单元的力学简图分别对应图 3中 A，B，
C，D，E，F，G，H，I，J，K和 L。由于部分单元的动力学

方程已由 Rubin等［17］和王庆伟等［18］给出，此处仅介绍

推力室，双出口贮箱、四出口贮箱、三通-可压缩管

（双入口单出口），三通-蓄压器以及弯头-可压缩管

的动力学模型。

下面动力学方程中 p和 w分别表示脉动压强和

脉动重量位移（w= ρgAu，其中 ρ，A，g和 u分别为流

体密度、单元内流体截面积、重力加速度以及流

体位移），变量的下标表示所对应的节点。符号

“ ∙”和“ ∙∙”表示变量向时间 t求一次导数和两次

导数。

（1） 推力室

推力室包含四个节点 tci，tcj，tco和 tcf。其中 tci
和 tcj为氧化剂和燃料的流入节点，而 tco和 tcf则表示

氧化剂和燃料贡献的推力室脉动压强节点。动力学

方程为

p tc = p tco + p tcf （1）
p tci = p tc + I injo ẅ tci + R injo ẇ tci （2）
p tcj = p tc + I injf ẅ tcj + R injf ẇ tcj （3）
τ c ṗ tco + p tco = R tco ẇ tci （4）

Fig. 2 Model of crossfeed system under different working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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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 c ṗ tcf + p tcf = R tcf ẇ tcj （5）
式中 Iinjo，Rinjo，Iinjf和 Rinjf分别为推力室中氧化剂和

燃料喷嘴的惯性和阻尼。ptc，ptco，ptcf表示推力室脉动

压强以及氧化剂和燃料燃烧贡献的分量，Rtco和 Rtcf表

示氧化剂和燃料燃烧阻尼，τc为燃烧迟滞系数。

（2） 双出口贮箱

双出口贮箱共有两个节点 dti和 dtj均为推进剂

流出节点。动力学方程为

pdti = pdtj = - Idt ( ẅ dti + ẅ dtj ) -
R dt ( ẇ dti + ẇ dtj ) + ρH dt ⋅ r̈dte （6）

式中 Idt，Rdt和 r̈dte分别为贮箱惯性、阻尼以及位移

矢径，Hdt为贮箱水头矢量。假设贮箱内流体的方向

向量沿径向不变，则有

H dt = ∫
h
N dt ( x )dx （7）

式中 h为液位高度，Ndt（x）为贮箱中流体的方向

向量。

（3） 四出口贮箱

四出口贮箱共有四个节点 fti，ftj，ftk和 ftm均为

推进剂流出节点。动力学方程为

p fti = p ftj = p ftk = p ftm = - I ft ( ẅ fti + ẅ ftj +
ẅ ftk + ẅ ftm ) - R ft ( ẇ fti + ẇ ftj +
ẇ ftk + ẇ ftm ) + ρH ft ⋅ r̈ fte

（8）

式中 Ift，Rft和 r̈ fte分别为贮箱的惯性、阻尼以及位

移矢径，而 Hft为贮箱的水头矢量。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crossfeed system under different working modes

A) Compressible duct, B) Tank (one outlet), C) Tank (two outlets), D) Tank (four outlets), E) Thrust chamber, F) Bellows-compressible duct,

G) Compressible duct-bellows, H) Junction-compressible duct (one inlet two outlets), I) Junction-compressible duct (two inlets one outlet),

J) Elbow-compressible duct, K) Junction-accumulator, L) Pump-incompressible 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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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通-可压缩管（双入口单出口）

双入口单出口的三通-可压缩管由三通和可压

缩管两部分组合而成，共有三个节点 tci，tcj和 tck。
其中 tci和 tcj为三通的节点，而 tck为可压缩管的节

点。 tci，tcj为推进剂流入节点，tck为推进剂流出节

点。动力学方程为

p tci = p tcj = I tc2 ( ẅ tci + ẅ tcj ) +
R tc
2 ( ẇ tci + ẇ tcj ) +

K tc (w tci + w tcj ) - K tcw tck + ρH tci ⋅ r̈ tce
（9）

p tck = K tc (w tci + w tcj ) - I tc2 ẅ tck -
R tc
2 ẇ tck -

K tcw tck - ρH tck ⋅ r̈ tce
（10）

式中 Itc，Rtc，Ktc和 r̈ tce分别为单元中可压缩管部分的

惯性、阻尼、刚度以及位移矢径，而Htci为 tci到三通会交

点的水头矢量，Htck为三通会交点到 tck的水头矢量。

（5） 三通-蓄压器

三通-蓄压器有三通和蓄压器组合而成，共两个

节点 tai和 taj，其中 tai为推进剂流入节点，taj为推进

剂流出节点。动力学方程为

p tai = p taj = I ta ẅ tai + R ta ẇ tai + K taw tai - I ta ẅ taj -
R ta ẇ taj - K taw taj + ρH ta ⋅ r̈ tae （11）

式中 Ita，Rta，Kta和 r̈ tae 分别为三通-蓄压器中蓄压

器部分的惯性、阻尼、刚度以及位移矢径，而 Hta为蓄

压器的水头矢量。这些物理量中 Kta是影响动力系统

频率的重要参数，可表示为［17］

K ta = γp s 2T0
ρgp0V 0T s

（12）
式中 ps和 Ts表示蓄压器内工作压强和温度，p0，T0

和 V0表示初始压强、温度和体积，而 γ为比热比。p0V0
也称为蓄压器能量值，通过改变能量值的大小可有

效调节动力系统固有频率。

（6） 弯头-可压缩管

弯头-可压缩管由弯头和可压缩管组合而成，共

有两个节点，其中 jci为弯头的节点，而 jcj为可压缩

管的节点。 jci节点为推进剂流入节点，jcj为推进剂

流出节点。动力学方程为

p jci = I jc2 ẅ jci +
R jc
2 ẇ jci + K jcw jci -

K jcw jcj + K jc ρA (N jcj - N jci) ⋅ r jce +
R jc
2 ρA (N jcj - N jci) ⋅ ṙ jce +
I jc
2 ρA (N jcj - N jci) ⋅ r̈ jce +
ρH jci ⋅ r̈ jce

（13）

p jcj = K jcw jci - I jc2 ẅ jcj -
R jc
2 ẇ jcj -

K jcw jcj - ρH jcj ⋅ r̈ jce +
K jc ρA (N jcj - N jci) ⋅ r̈ jce

（14）

式中 Ijc，Rjc，Kjc，r̈ jce分别为可压缩管部分的惯性、

阻尼、刚度以及位移矢径，Njci和 Hjci为 jci节点到弯头

转折点的方向向量和水头矢量，Njcj和 Hjcj为弯头转折

点到 jcj节点的方向向量和水头矢量。

按照图 3所示的单元划分规则，以各单元相连

节点处压强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为连接条件，联立

相邻单元的动力学方程，可求解获得以脉动重量位

移和推力室脉动压强作为变量的独立微分方程。再

将各独立微分方程按全局节点编号顺序进行排序，

可得到不同工作模式下交叉输送系统的动力学方

程组

I t ẅ + R t ẇ + K tw + Aq tc = F ts （15）
式中 It，Rt和 Kt分别为交叉输送系统的质量矩

阵、阻尼矩阵和刚度矩阵。A为反映推力室脉动压强

对推进系统影响的系数矩阵。而 Fts则是结构对推进

系统的作用力向量。而 w和 qtc为推进系统独立变量

组成的向量，其可以表示为

w = [ w 1 ,w 2 ,⋯,wnq ]T （16）
q tc = [ p tco,1 ,p tcf,1 ,⋯,p tco,np ,p tcf,np ]T （17）

式中 nq为节点的个数，np为发动机的个数。

对各推力室进行组装得到

q̇ tc = Tq tc + Hẇ （18）
式中 T为燃烧迟滞所产生的系数矩阵，而 H则是

反映推进系统对推力室脉动压强影响的系数矩阵。

通过联立式（15）和（18），可以获得动力系统的

状态方程为

E t ẋ t = A t x t + D ts
* （19）

其中

E t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E nq 0 0
0 E np 0
0 0 I t

, x t = [ wT q tc
T ẇT ] T

D t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0 0 E nq

0 T H
-K t -A -R t

,F ts
*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0
0
F ts

Enq，Enp分别为 nq阶和 np阶单位矩阵。

2.3 算法设计

有限元快速组装方法要求根据单元划分规则分

别对单元和节点进行独立的编号，其中节点的全局

编号已在图 3中给出。按照单元的编号顺序依次获

取所有单元的系数矩阵，再根据各单元节点的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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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和全局编号的对应关系完成由单元系数矩阵到

动力系统系数矩阵的组装过程。各类系数矩阵的组

装规则参考文献［19］。

为获取时变动力系统的固有频率，将每个时刻

的动力系统视为定常系统。通过有限元快速组装，

将非推力室单元与推力室单元动力学方程的系数矩

阵分别组装为式（15），（18）的系数矩阵，进而得到了

不同时刻的动力系统状态方程。再对各个时刻的动

力系统状态方程的系数矩阵应用 QR分解法，并通过

Matlab软件编制程序进行计算，即可获得各时刻的动

力 系 统 各 阶 固 有 频 率 。 具 体 的 计 算 流 程 如 图 4
所示。

3 结果与分析

表 1给出交叉输送管路的动力学参数，主管路、

蓄压器和发动机等单元的动力学参数取某型号长征

运载火箭相应的动力系统参数。利用上述求解算

法，先研究不同工作模式对动力系统频率分布的影

响，再进一步分析不同工作模式下蓄压器能量值与

系统频率的关系，以揭示具有交叉输送能力的动力

系统的调频规律。

3.1 不同工作模式下动力系统固有频率

由于动力冗余火箭具有多台发动机，每台发

动机与独立的推进剂输送管路相连，这使得动力

系统有多阶相似的频率。每组相似频率的个数一

般与并联动力模块的个数相关，所以在 Mode 1模

式下，助推系统每两阶频率和芯级系统每四阶频

率构成一组相似频率；在 Mode 2模式下，耦合系统

每五阶频率构成一组相似频率；在 Mode 3模式下，

耦合系统每四阶频率构成一组相似频率。考虑到

POGO振动是低频振动，仅分析动力系统的前两组

频率。

图 5给出了动力系统处于不同工作模式时，第

一组频率随飞行时间的变化规律。图 5（a）显示，

Mode 1模式下，无论是芯级系统还是助推系统，在

飞行过程中第一组频率总是极为接近，而且到飞行

末期几乎重合在一起。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是由于各台发动机的输送管路 结 构 参 数 完 全 相

同，引起管路间相互耦合的贮箱惯性会随着推进

剂的消耗逐渐减弱。至于芯级和助推频率之间的

差异主要是因为芯级和助推蓄压器的能量 值 不

同。图 5（b）显示，Mode 2模 式下，动力系统的第

一组频率分布情况较为分散。 造 成 这 种 现 象 的

原因是交叉输送管路的连通使原本近乎独立的推

进剂输送管路发生了耦合。图 5（c）也有类似现

象，并且 Mode 3模式会使系统频率分布分散程度更

为严重。

图 6（a）~（c）分别分析了动力系统分别处于 3种
模式时，第二组频率随飞行时间的变化规律。在

Mode 1模式下，芯级和助推系统的第二组频率几乎

是重合在一起的，而另外两种工作模式的频率分布

较为分散，这与第一组频率的分布具有基本相同的

规律。也就是说当控制系统将交叉输送管路打开

时，动力系统的频率会明显分开，Mode 3模式下，这

种效果更为明显。较为分散的动力系统频率更容易

与结构频率相交，这意味着无交叉输送的液体火箭

发生 POGO振动的概率最低，处于Mode 2模式的火箭

次之，处于 Mode 3模式的火箭最易发生 POGO振动。

Fig. 4 Flow chart of computational procedure

Table 1 Parameters of crossfeed duct

Part of crossfeed duct
Crossfeed duct

（line 1）
Crossfeed duct

（line 2）
Crossfeed duct

（line 3）
Crossfeed duct

（line 4）

Oxidizer
Fuel

Oxidizer
Fuel

Oxidizer
Fuel

Oxidizer
Fuel

I/（s2/m2）
1.76
5.10
0.30
0.64
2.39
4.81
0.90
3.85

K/（s/m2）
4.9×104
1.8×105
7.4×104
3.6×105
9.3×103
4.8×104
2.5×104
6.0×104

R/（1/m2）
30.6
30.6
10.2
20.4
40.8
51.0
10.2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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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通过对比图 5和图 6还能发现两个现象：（1）系

统的第一组频率和第二组频率是明显分开的；（2）第

一组频率在飞行过程中有明显的变化，但第二组频

率几乎不变。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这两

组频率对蓄压器能量值的敏感程度不同。

3.2 蓄压器能量值对动力系统固有频率的影响

为研究蓄压器能量值对动力系统固有频率的影

响，定义如下无量纲变量

χ = ω a
ω 0

（20）
式中 ωa为调整蓄压器能量值后的系统固有频

率，ω0为未调蓄压器能量值时的系统固有频率。

无量纲飞行时间取为 0.5，蓄压器能量值在 0.5~
1.5倍变化，图 7~12分别显示动力冗余液体火箭处于

三种工作模式下，动力系统频率随蓄压器能量值的

变化。图 7~9显示了动力系统第二组频率随蓄压器

能量值的变化规律，表明动力系统的第二组频率几

乎不随蓄压器的能量变化而改变。这意味着动力系

统的第二组频率对蓄压器能量值的变化并不敏感。

图 10~12表明，蓄压器能量值增大均会明显降低系统

的第一组频率。也就是说调节蓄压器可以将第一组

和第二组频率分开，有效避免系统发生 POGO振动。

图 10表明，在 Mode 1模式下，增大蓄压器能量

Fig. 5 The first group natural frequencies versus

dimensionless flight time for different working modes

Fig. 6 The second group natural frequencies versus

dimensionless flight time for different working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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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可以降低系统第一组频率且不改变各阶频率的

分布规律，这意味着调节蓄压器总能使动力系统频

率避开结构系统频率，有效预防 POGO 振动的发

生。图 11~12显示 Mode 2和 Mode 3模式下，蓄压器

能量值对耦合系统频率的影响较为复杂，直接分析

蓄压器能量值对耦合系统第一组频率的影响不具

有明显的工程意义。考虑到第一组和第二组频率

相差较大，第一组频率中的各阶频率又相距较近，

通过调节第一组频率中最高阶频率可以有效增大

第一组和第二组频率的间距，减小 POGO振动发生

的可能性。观察图 11（a）和（b）发现，Mode 2模式

下，调节芯级蓄压器能量值的变频效果要好于调节

助推蓄压器。当蓄压器能量放大倍数高于 0.6时，

仅能通过调节芯级蓄压器的能量值才能降低系统

第一组频率中的最大值（第五阶固有频率）。如图

12（a）和（b）所示，Mode 3模式下调节助推蓄压器能

量值对第一组频率中的最大值（第四阶固有频率）的

变频效果更好。当能量放大倍数超过 0.9时，芯级蓄

压器将不能改变耦合系统第四阶固有频率，超过 1.2

Fig. 10 The first group frequency ratios versus the energy

value of accumulator for mode 1

Fig. 9 The second group frequency ratios versus the energy

value of accumulator for mode 3

Fig. 7 The second group frequency ratios versus the energy

value of accumulator for mode 1

Fig. 8 The second group frequency ratios versus the energy

value of accumulator for mo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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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助推蓄压器也不起作用。这表明 Mode 3模式

下，通过调整蓄压器避免 POGO 振动发生的效果

有限。

4 结 论

本文通过单元划分和有限元组装，得到了动力

冗余火箭动力系统的状态方程。并利用该状态方程

和 QR分解法分析了动力系统的频率特性，获得如下

结论：

（1）Mode 1模式下，动力系统相似频率分布较为

集中，有利于避免 POGO振动的发生。Mode 2和 3模
式下，相似频率分布较为分散，不利于避免 POGO振

动的发生。其中 ，Mode 3 模式下 ，频率分布最为

分散。

（2）通过增大助推和芯级蓄压器的能量值，可以

降低第一组频率，但对第二组频率几乎没有影响。

（3）Mode 1模式下，增大助推和芯级蓄压器的能

量值，能有效降低助推和芯级系统的第一组频率，避

免 POGO振动的发生。Mode 2模式下，通过增大芯级

蓄压器的能量值，可以有效降低耦合系统第一组频

率的最大值。但在 Mode 3模式下，蓄压器的变频效

果较差。

致 谢：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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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开式富氧补燃混合循环发动机方案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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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未来航天主发动机的应用需求，提出了一种燃料供应系统采用开式循环、氧化剂供

应系统采用分级燃烧闭式循环的半开式富氧补燃混合循环发动机系统方案，综合分析了这种新型混合

循环发动机所能达到的比冲性能，对比分析了新型混合循环发动机作为可重复使用航天运载器主发动

机相比于开式循环和常规补燃循环、全流量补燃循环发动机的优缺点，针对推力为 100t级的液氧煤油

混合发动机的系统进行计算和分析。结果表明，新型混合循环发动机在主燃烧室压力 26.5MPa下，海

平面比冲可以达到 303s，可以以较小的比冲性能损失为代价，实现涡轮泵介质相容、有效提高发动机

设计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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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e Investigation on a Half Open Oxygen-Rich Staged
Combustion Mixture Cycle Rocket Engine

LIU Hong-jun
（College of Astronautics，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710072，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applications for space launch vehicle main engines，a half open oxygen-rich
staged combustion mixture cycle engine scheme，with which an open fuel supply subsystem and an closed oxygen
supply subsystem are applied，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 specific impulse performances of this kind of mix⁃
ture cycle are calculated，and comparing with open cycle，convention closed cycle and full flow closed cycle，its
advantages and shortcomings are discussed from the viewpoint of being used as reusable space launch vehicle en⁃
gines. The detail system parameters for a 1000kN thrust level liquid oxygen kerosene mixture cycle engine are cal⁃
cul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for the new mixture cycle engine，sea level specific impulse can attain 303s under
the main combustion chamber pressure of 26.5 MPa. Meanwhile，its high critical design margin，along with the
compatibility of turbo-pump mediums，can be obtained at the cost of a small loss of specific impulse.

Key words：Liquid propellant rocket engine；Mixture cycle；Oxygen-rich staged combustion；System
scheme；Liquid oxygen and kerosene

1 引 言

实现航天运载器像飞机一样的重复使用一直是

人类追求的目标，Space X的垂直起降火箭回收与重

复使用的方式为航天运载器实现重复使用开辟了一

条新的技术途径，但受诸多技术因素，特别是作为运

载火箭心脏的发动机技术的限制，目前所能达到的

重复使用次数有限，且再次发射周期仍然较长［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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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航天运载器的重复使用的核心关键在于发

动机。如何在兼顾高推质比和保证相对较高的比冲

性能的前提下实现发动机的可重复使用，这是目前

面临的主要挑战。而对发动机来说，随着高强材料

和结构一体化设计方法的应用，燃烧组件、阀与调节

器等组件在较高的工作压力下达到几十次的重复使

用次数已不存在难以克服的技术关键［4］，目前制约发

动机可重复使用次数的主要因素仍在于高速涡轮泵

上，如何在系统循环方案上，在保证发动机性能的同

时给发动机高速涡轮泵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和尽可

能高的设计裕度，这是研制未来可重复使用航天主

发动机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5-6］。

从未来主发动机系统循环方案的选择来看，开

式循环系统简单，但性能偏低；常规的富氧补燃循

环发动机是由一个预燃室驱动氧化剂和燃料涡轮

泵，通常需要较高的预燃室燃气温度，较难为涡轮

泵提供较高的设计裕度［7-8］；全流量补燃循环发动机

具有理论燃烧室压力高、比冲性能高、预燃室温度

低、涡轮泵介质相容性好等优点，但是由于需要同

时组织超高压力的富氧预燃室和富燃预燃室进行

燃烧，发动机系统复杂，各分系统流体动力学特性

高度耦合，启动、变工况和关机时序控制精度要求

高，研制难度大，其可靠性的保证难度较大［9-11］。

从 有 利 于 实 现 发 动 机 的 重 复 使 用 的 观 点 出

发，本文提出一种将开式循环和补燃循环组合在一

起的半开式富氧补燃混合循环发动机，并对这种新

型混合循环发动机的系统方案和参数进行对比分

析，为未来可重复使用发动机的最佳方案的选择提

供参考。

2 新型混合循环发动机原理

半开式富氧补燃混合循环发动机是采用开式循

环和闭式循环（补燃循环）相结合的一种循环方式，

见图 1所示，由开式燃料供应系统、闭式氧化剂供应

系统和推力室等组成。开式燃料供应系统主要组件

包括燃料一级泵、燃料二级泵，燃料涡轮、富燃发生

器、燃料阀、发生器燃料阀、发生器氧阀。燃料一级

泵增压后的燃料除一小部分供应燃料二级泵之外，

其余全部经燃料阀引入推力室，冷却推力室后进入

推力室的主燃烧室，燃料二级泵后的一路燃料经发

生器燃料阀进入富燃发生器，与从氧化剂泵后引出

的小部分氧化剂组织燃烧，产生的富燃燃气驱动燃

料涡轮（带动燃料泵），驱动燃料涡轮之后的燃气不

引入主燃烧室补燃，而是通过拉法尔喷管直接排至

外界或引入推力室喷管后段；另一路燃料则经预燃

室燃料阀进入富氧预燃室。闭式氧化剂供应系统由

氧化剂泵、氧阀、富氧预燃室、氧涡轮和预燃室氧阀

组成。氧化剂泵增压后的氧化剂除小部分引入富燃

发生器外，全部引入富氧预燃室，与从燃料泵后引入

的燃料燃烧，产生富氧燃气驱动氧涡轮（带动氧化剂

泵），驱动氧涡轮之后的富氧燃气进入推力室的主燃

烧室，与燃料进行补燃，产生高温高压气体经推力室

的喷管排出产生推力。

富氧预燃室的燃料的供应也可以采用燃料二级

泵单独供应，而富燃发生器的燃料则从燃料一级泵

后引出，见图 2所示。新型混合循环发动机工作过程

如下：

启动前燃料充满燃料一级泵和二级泵至阀前，

氧化剂充满氧化剂泵至氧化剂阀前。启动时，打开

富燃发生器燃料阀和发生器氧阀，氧化剂和燃料进

入富燃发生器，经点火燃烧产生燃气驱动燃料涡

轮，带动燃料泵，燃料泵后压力上升；依次打开氧

阀和富氧预燃室燃料阀，氧化剂和燃料进入富氧

预 燃 室 ，经 点 火 燃 烧 ，产 生 富 氧 燃 气驱动氧涡轮

带动氧泵，氧泵后压力上升；燃料泵后压力达到一

定值后打开燃料阀，燃料经推力室冷却通道进入

推力室的燃烧室与驱动氧涡轮之后进入推力室的

富氧燃气补燃。达到稳定工况之后，可通过调节富

Fig. 1 Half open oxygen-rich staged combustion mixture

cycle engine sche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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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预燃室燃料阀和富燃发生器氧阀的开度调节发

动机的推力，通过调节燃料阀的开度调节发动机混

合比。关机时，关闭富燃发生器氧阀和富氧预燃室

燃料阀，切断发生器氧化剂和预燃室燃料供应，燃

料涡轮泵和氧化剂涡轮泵转速下降，扬程降低，当

泵扬程降低到一定值时燃料阀和氧阀关闭，发动机

关机。

新型混合循环发动机的主要特征是：

（1）燃料供应系统为开式系统，燃料涡轮泵由

富燃燃气驱动，燃料涡轮采用小流量高压比冲击

式涡轮，驱动燃料涡轮泵的富燃燃气通过拉法尔

喷管直接排出外界或引入喷管后段，不引入主燃

烧室。

（2）氧化剂供应系统为闭式系统，氧化剂涡轮泵

由富氧燃气驱动，氧涡轮采用大流量低压比涡轮，驱

动氧化剂涡轮泵的富氧燃气引入主燃烧室与燃料涡

轮泵供应到推力室的燃料进行补燃，产生高温高压

气体经喷管排出产生推力。

3 结果与讨论

3.1 新型混合循环发动机比冲性能分析

与常规闭式补燃循环发动机相比，由于新型混

合循环发动机驱动燃料涡轮泵的富燃燃气直接排出

外界，会造成部分能量损失，比冲有所降低。

设富燃发生器流量占发动机总流量的比例为 µ，

则新型混合循环发动机比冲与开式循环发动机一

样，可以表示为

I sp = (1 - μ )·I spc + μ·I spg （1）
式中 Ispc为推力室比冲，Ispg为驱动涡轮之后的富

燃燃气产生的比冲。

富燃发生器流量占发动机总流量的比例 µ可通

过发动机涡轮功率平衡、压力和流量平衡关系式

求出。

设富燃发生器流量占发动机燃料流量的比例为

x，则

μ = x
1 + K （2）

式中 K为发动机混合比，x可由燃料涡轮泵功率

平衡求出

x =
Δp f1
η f1·ρ f +

Δp f2
η f2·ρ f ·

K
K oG

+ Δp fp
η fp·ρ f

k g·RT fg
k g - 1 (1 - β

kg - 1
kgf )·(1 + K fG )η fT + Δp f2η f2

( K fG
K oG

- 1)
（3）

式中 Δp f1，Δp f2，Δp fp，η f1，η f2，η fp 分别为燃料一级

泵、燃料二级泵、燃料预压泵扬程和效率，K fG，K oG 分

别为富燃发生器和富氧预燃室混合比，β f，η fT，k g，RT fg
分别为燃料系统涡轮出口与入口压力比、涡轮效率、

燃气等熵指数、气体常数与温度之乘积。

由氧涡轮泵功率平衡关系式易推出

Δp o = k o·RT ogk o - 1 (1 - β
ko - 1
ko

O )·(1 - x· K fG
K
) (1 + 1

K oG
)·

ρ oη oη oT - Δp op
η opη opT

（4）
式中 Δp o，Δp op，η o，η op，η opT，η oT分别为氧泵、氧预

压泵扬程和效率、预压涡轮泵涡轮效率、氧涡轮

效率。

由压力平衡关系式可得到

Δp f1 = p c + Δp fc - (Δp fp + p fi ) （5）
Δp f2 = p oG + Δp oGf - (Δp f1 + Δp fp + p fi ) （6）

p oG = 1
β o
·( p c + Δp oc ) （7）

p fG = Δp f2 + Δp f1 + Δp fp + p fi - Δp fGf （8）
Δp o = p oG + Δp oGo - Δp op - p oi （9）

式（5）~（9）中 p c，p oG，p fG，p fi，p oi 分别为主燃烧室、

富氧预燃室、富燃发生器、燃料入口和氧入口压力，

Δp fc，Δp oc，Δp oGf，Δp oGo，Δp fGf 分 别 为 燃 料 一 级 泵 出 口

至主燃烧室压降、主燃烧室富氧燃气喷注器压降、

富氧预燃室燃料与氧化剂压降、富燃发生器燃料路

压降。

Fig. 2 Half open oxygen-rich staged combustion mixture

cycle engine sche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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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力室混合比

KC = K - K fG·x1 - x （10）
由以上基本关系式通过合理选择涡轮压比、涡

轮泵效率、流路压降等参数可得到发动机在对应主

燃烧室压力下的平衡参数，而推力室比冲 Ispc，驱动涡

轮之后的富燃燃气产生的比冲 Ispg可根据室压、混合

比和喷管面积比通过热力计算获得。

对于液氧煤油推进剂组合，进行对比计算时作

如下基本假设：

（1）不同压力下富燃发生器燃烧效率不变，均按

保守值 0.85计算，开式循环和混合循环发动机的富

燃发生器的混合比根据涡轮材料安全工作温度（富

燃燃气温度）均取 0.3。
（2）三种循环方式发动机主燃烧室混合比均取

2.7，不同室压下燃烧效率均取 0.975，推力室比冲按

喷管出口压力 0.07MPa通过标准热力计算给出。

（3）混合循环发动机燃料系统涡轮均只考虑冲

击式涡轮，效率按 0.5计算。补燃循环和混合循环的

富氧燃气涡轮均采用全进气低压比涡轮，涡轮效率

参照现有补燃循环液氧煤油发动机给出。

（4）富氧预燃室混合比依据涡轮材料安全使用

温度条件取固定值。

计算获得新型混合循环海平面比冲与主燃烧室

压力的变化关系如图 3所示。

由图 3可以看出，对于液氧煤油推进剂组合，开

式循环发动机比冲在主燃烧室压力 12MPa左右出现

拐点，而新型混合循环发动机的比冲在主燃烧室压

力达到 28MPa才出现拐点，该压力值已超过了常规

富氧补燃循环发动机由于涡轮入口温度限制所能达

到的燃烧室压力（实际上，俄罗斯 RD-191液氧煤油

补燃循环发动机燃烧室压力 26.3MPa，其涡轮入口的

富氧燃气温度已达到接近 900K，对涡轮燃气通道材

料在高温高富氧燃气中的安全性提出了很严酷的

要求）。

与补燃循环发动机相比，新型混合循环发动机

的比冲在高燃烧室压力下损失相对较小，约 2.5%左

右。新型混合循环发动机有效避免了开式循环发动

机主燃烧室压力无法提高、比冲过低（比闭式循环发

动机低 10%左右）的缺点。由于半开式富氧补燃循

环发动机可以在相对较低的富氧燃气温度下达到更

高的主燃烧室压力，从而可以达到相对较高的比冲

性能，如主燃烧室压力取 21.5MPa，计算液氧煤油

混合循环发动机海平面比冲 301s，满足比冲性能

不低于我国 YF-100 液氧煤油补燃循环发动机的

要求。

3.2 新型混合循环发动机作为航天运载器主发动机

的优缺点分析

新型混合循环发动机既具有全流量补燃循环发

动机氧化剂涡轮泵和燃料涡轮泵分别由富氧燃气

和富燃燃气驱动、介质相容、轴密封允许泄漏量大、

旋转组件安全裕度大、易于实现重复使用等的优点，

同时又合理避免了全流量补燃循环发动机燃料供应

压力过高、推力室研制难度大、系统高度耦合等

缺点［12-13］。

与常规闭式补燃循环相比，新型混合循环发动

机作为航天运载器主发动机具有以下优点：

（1）燃料涡轮泵压力低，功率小，研制难度小，结

构质量轻，更有利于通过结构一体化设计，较大幅度

降低发动机结构质量。

（2）燃料供应系统和氧化剂供应系统相对基本

独立，更便于单独开展试验验证，可以在组成发动机

全系统之前分别进行可靠性考核，有利于降低整机

试车风险，减少整机试车次数，从而降低发动机研制

成本。

（3）富燃燃气可以引入喷管后段形成气膜冷却，

喷管后段无需再生冷却，推力室冷却夹套短，冷却燃

料压降低、压力相对小，可以在降低推力室结构质量

的同时，提高冷却夹套结构安全裕度，降低推力室的

研制难度。

（4）发动机起动过程所需能量小，起动过程控制

简单，只需起旋功率较小的燃料涡轮泵即可依靠燃

料泵的压力完成发动机的起动过程，便于实现多次

起动。

Fig. 3 Performances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cycles for

LOX/kerosene propel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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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氧化剂涡轮只需驱动氧化剂泵，所需涡轮功

率相对小，可有效降低高压富氧燃气的温度，从而可

以在确保高压富氧燃气系统的安全裕度的同时，克

服常规补燃循环发动机由于富氧燃气温度的限制工

况难以向上调节的问题。

新型混合循环发动机作为重复使用主发动机

的主要缺点在于，与开式循环发动机一样，对于液

氧煤油推进剂组合来说，燃料系统的富燃燃气通

道会产生积碳［14-15］，在多次重复使用后需进行清

除处理。减少积碳的产生可通过燃气发生器混合

比 控 制 、提 高 涡 轮 喷 嘴 内 型 面 光 洁 度 等 措 施 来

实现［13］。

新型混合循环发动机与补燃循环、全流量补燃

循环和开式循环发动机综合对比见表 1所示。

3.3 100t级液氧煤油混合循环发动机系统参数计算

分析

海平面推力为 100t的液氧/煤油混合循环发动机

的系统图见图 4所示。发动机配置燃料预压泵和氧

化剂预压泵。按主燃烧室压力 26.5MPa，推力室混合

比 2.7，喷管面积比 36，富燃发生器混合比 0.3，燃料涡

轮压比 25，氧涡轮压比 1.72的设计值，通过热力计算

和求解发动机系统参数平衡方程［5］，可获得发动机性

能和组件设计参数。计算时发动机涡轮泵效率、燃

烧效率、喷管效率等参数的取值按国内外现有发动

机所能达到的水平综合选取，见表 2所示。主要参数

计算结果如表 3所示。

根据参数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采用液氧煤油为

推进剂的新型混合循环发动机在主燃烧室压力高达

26.5MPa且考虑足够的推进剂流路压降的条件下，燃

Table 1 Assesses of different cycles

Cycle
Performance
Thrust/weight

Scale
Complexity

Compatibility of turbine pump seals
Critical margin of turbine pump

Develop difficulty
Overall assess

Mixture cycle
High
High
Small
High
Good
High+
Medium
High+

Staged combustion cycle
High

Common
Common
High
Bad

Common
Medium
Common

Full flow staged
combustion cycle

High +
Common
Common
High+
Good
High
High
High

Open cycle
Low
High+
Big
Simple
Bad

Common
Low
Low

Fig. 4 100t LOX/kerosene mixture cycle engine schematic

Table 2 Efficiency parameters for the mixture cycle engine

Efficiency parameters
Fuel pump

Fuel kick stage pump
Fuel booster pump
Fuel booster turbine

Fuel turbine
Oxygen pump

Value
0.65
0.5
0.3
0.35
0.5
0.68

Efficiency parameters
Oxygen booster pump
Oxygen booster turbine

Oxygen turbine
Gas generator combustion

Main combustion chamber combustion
Nozzle

Value
0.35
0.45
0.72
0.9
0.975
0.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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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涡轮所需流量仅占发动机总流量的约 4%，发动机

设计比冲可以达到较高的值。

计算结果表明，新型混合循环发动机由于驱动

氧涡轮的富氧燃气流路大，且只需驱动氧泵，与由一

个涡轮同时驱动氧化剂泵和燃料泵的常规补燃循环

发动机相比，富氧预燃室的高压富氧燃气温度相对

较低（仅为 680K），可以大幅地提高富氧燃气系统的

安全裕度，有效避免常规补燃循环发动机由于富氧

燃气温度过高、安全裕度小、推力难以向上调节的

问题。

新型混合循环发动机燃料一级泵所需扬程相对

较低，燃料涡轮功率只为氧涡轮功率的 37%。同时，

由于推力室冷却夹套最高入口压力低（不高于燃料

一级泵后压力），可以提高推力室冷却夹套结构安全

裕度，避免全流量补燃循环发动机推力室冷却夹套

结构必须承受过高压力带来的加工难题。

新型混合循环发动机推力和混合比的调节可

以通过调节富氧预燃室燃料阀开度、富燃发生器燃

料阀与富燃发生器氧阀开度（或者在相应流路上设

置调节器）改变相应流路的压降，增加或减少富氧

预燃室燃料流量和富燃发生器流量来实现。同时

提高或减小富氧预燃室燃料流量和富燃发生器流

量可提高或减小发动机推力，保持富氧预燃室燃料

流量基本不变，提高或减小富燃发生器的流量可减

小或增加发动机混合比。由于无需在燃料主路设

置混合比调节器，新型混合循环发动机推力和混合

比调节组件流量小，可以减小结构重量和降低研制

难度。

4 结 论

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新型混合循环发动机通过提高主燃烧室压

力可以达到相对较高的比冲性能。计算分析结果表

明，对于液氧煤油推进剂组合，在主燃烧室压力

26.5MPa下，新型混合循环发动机海平面比冲可以达

到 303s。
（2）新型混合循环发动机可以有效提高发动机

设计裕度，具有涡轮泵介质相容、轴密封结构可靠性

高、涡轮泵负载相对低等特点，有利于提高发动机重

复使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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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确定多声学模态压力振荡条件下带有 1/4波长管声腔推力室的声学振型及其阻尼特性，

揭示 1/4波长管声腔对推力室压力振荡的抑制作用机理，对有声腔推力室和无声腔推力室进行近圆周壁

面的定容弹激励仿真，激发了多模态的声学振型，给出了推力室压力分布的时空演化，并采用半带宽法

定量评价每个激发声学振型的阻尼特性。结果表明：1/4波长管声腔成功抑制了目标振型 （一阶切向振

型）压力振荡，大幅度减小其幅值，而不是大幅度增加其半带宽，但可能增强其它非目标振型的压力振

荡。声腔通过削弱目标振型波峰波谷压力差、声腔入口漩涡和增加壁面面积等三种方式来抑制目标振型

压力振荡，主要以前者为主，前者旨在降低目标振型幅值，后两者是增加其半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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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tudy on Acoustic Modes and Their Damping
Characteristics in a Thruster Chamber with Reson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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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ina Academy of Aerospace Aerodynamics，Beijing 100074，China；

2. School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determine acoustic modes and their damping characteristics in a thruster chamber
with quarter-wave resonators under multi-acoustic modes pressure oscillations condition and reveal the suppres⁃
sion mechanism of quarter-wave resonators on pressure oscillations，the acoustic modes and their damping char⁃
acteristics of a chamber without resonator and a chamber with quarter-wave resonators were numerically predict⁃
ed by imposing numerical constant-volume bomb at the region near the circumferential side-wall. Multi-acoustic
modes were excited and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pressure contours were performed. The damping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excited mode were evaluated by half-power bandwidth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pres⁃
sure oscillation of the target mode（the first tangential mode）is successfully retrained by quarter-wave resona⁃
tors. The amplitude is reduced greatly，while the half-power bandwidth increases slightly. But pressure oscilla⁃
tions of other acoustic modes may be enhanced. Quarter-wave resonators suppress pressure oscillations of the tar⁃
get mode by three ways：reducing the difference in the crest and trough pressure of target acoustic mode，produc⁃
ing vortex in the inlet of resonators and increasing wall surface. The form one is the major mechanism，which will
reduce the amplitude of the target mode. The latter ones will increase the half-power bandw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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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自燃推进剂姿轨控发动机主要用于调节航天器

和导弹等的姿态和运行轨道，其推力室的工作状态

稳定尤其重要。高频燃烧不稳定对姿轨控液体火箭

发动机危害很大，会降低发动机性能，导致发动机损

毁等［1］。所以对燃烧不稳定性的控制方法研究是极

其必要的。

目前，控制方法分为主动控制和被动控制两种。

主动控制［2-3］一般通过控制推进剂的喷射来抑制燃烧

不稳定，必须构建回路将燃烧中的压力与燃烧放热

响应反馈到推进剂喷射过程，形成闭环系统。采集

瞬时压力和燃烧放热需要高精度的传感器，在工程

中难以实施。被动控制方法主要有隔板和声腔。隔

板将推力室头部分区，阻断压力波的传播，增加推力

室的阻尼，从而抑制燃烧不稳定［4-5］。但由于隔板安

装在推力室头部，会影响喷嘴布置，同时其位于推力

室的燃烧区，需要特殊的冷却措施，增加了工程难

度。声腔是姿轨控发动机中常用于抑制压力振荡的

阻尼装置［6-9］，主要有 Helmholtz声腔和 1/4波长管声

腔。Helmholtz声腔的调谐频带较大，但调谐频率低

于 1/4波长管声腔［10］。姿轨控发动机推力室一般尺

寸在厘米量级，固有声学频率较高，所以采用 1/4波
长管声腔比较合适。

在对 1/4波长管声腔抑制作用的研究过程中，大

多研究者是在冷态工况的线性范围内讨论 1/4波长

管声腔长度和开口率等因素对声腔对特定频率压力

波的阻尼特性的影响，通过声吸收系数和导纳系数

评价声腔的阻尼特性，优化声腔的设计［11-12］。对于大

扰动非线性范围内的有声腔推力室的声学振型及其

阻尼特性研究很少，并且声腔对压力振荡的抑制作

用机理认识不够透彻，因此，本文采用数值定容弹方

法，在激发多声学模态压力振荡条件下，开展冷态工

况中有声腔推力室的声学振型及其阻尼特性的研究

并揭示声腔对压力振荡抑制作用机理。

2 数学物理模型

工程中，通常通过在推力室头部安装 1/4波长管

声 腔 来 控 制 燃 烧 不 稳 定 和 增 加 发 动 机 的 稳 定 性

裕度。

2.1 物理模型

典型的有声腔自燃推进剂姿轨控发动机推力室

的结构如图 1所示，在推力室头部安装 1/4波长管声

腔，如推力室头部面板的圆管所示。

1/4波长管声腔结构如图 2所示，将声腔作为质

量-弹簧-阻尼系统处理，即可推导出其谐振频率计

算公式［7］如下

f0 = c r
4 ( l res + Δl ) （1）

式中 cr为声腔内的声速，lres为声腔长度，Δl为声

腔的修正长度。当声腔谐振频率与入射声波频率相

同时，入射声波被阻拦，声腔就起到了滤波的作用。

根据目标抑制振型的声学频率，可以初步得到 1/4波
长管声腔的长度，用于工程设计中。但应用公式（1）
需要声腔内声速，则需要声腔内的气体组分和温度

分布，其与推力室的流场变化密切相关。所以有必

要将声腔与推力室结合在一起进行模拟研究。

工程中，最关心的是一阶切向（1T）振型的燃烧

不稳定性，因为 1T振型的速度振荡会增强推力室喷

注面板和推力室气体的热量交换，而造成喷注面板

烧蚀［13］。实际推力室中，在喷注面板附近的撞击对

区域因为剧烈燃烧而容易出现压力扰动［14］，并且压

力扰动往往是关于推力室轴线不对称（偏心的）。在

偏心定容弹激励下，1T振型的压力振荡幅值最大，为

最容易激发振型［15-16］。因此，本文选取 1T振型作为

目标振型。对如图 1所示构型推力室冷态条件下，1T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a typical quarter-wave

resonator[7]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a chamber with resonators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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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型的理论声学频率为 7000Hz，可以得到声腔长度为

12.4mm，其 中 cr 取 为 347m/s。 本 文 设 声 腔 长 度 为

12mm。Christensen和 Nesman建议声腔的开口率为

20%［17］。为此，声腔设置 16个，对应开口率为 21.3%，每

个声腔的圆孔面积为 10.6mm2。声腔管的中心位于推

力室 r=13.5mm处。为了方便网格划分，本文采用梯

形区域来近似声腔的圆孔，如图 3所示，黑色区域代表

1/4波长管声腔，16个均分布在推力室头部喷注面板。

2.2 基本方程

在推力室有限区域加载数值定容弹，会激发推

力室的流动。采用 RANS方法模拟推力室中流动，湍

流模型采用 k-ε模型。推力室喷注面、侧壁面和声腔

壁面都设为绝热无滑移壁面，并采用壁面函数［18］。

推力室出口给定背压 0.1MPa。对流项采用二阶迎风

格式，扩散项采用中心差分格式，时间项采用一阶向

前 欧 拉 格 式 。 采 用 Arbitrary Lagrangian-Eulerian
（ALE）［19］法求解方程，每一时间步计算分为 A，B和 C
三阶段来实现，前两个阶段是 Lagrangian方式，不考

虑对流项。在 A阶段计算各种源项。在 B阶段，采用

类似于 SIMPLE方法［20］隐式迭代求解速度-压力耦合

场，C阶段是 Eulerian计算，计算对流通量。该算法可

以求解非稳态可压和不可压缩流场。

2.3 数值定容弹模型

类比于实验中定容弹，提出了数值定容弹模型，

即通过高压工质极短时间导入加载区域来实现压力

脉冲。假定推力室任意大小的子区域 Ω为压力脉冲

加载区域，加载前其压力、温度和密度分别为 p0，T0和

ρ0，某一瞬时开始在该区域导入压力、温度和密度分

别为 γp0，αT0和 βρ0的高压气体，二者具有相同的组分

且瞬时混合，并以混合后压力、温度和密度分别为 p，

T和 ρ的状态维持一段时间，从而形成压力脉冲。基

于加载前后加载区气体均满足状态方程以及加载是

一个定容过程，可以获得基于该数值定容弹模型所

实现的压力脉冲的状态参数如下

p ( x,y,z,t ) = p0 ( x,y,z ) + γp0 ( x,y,z )
ρ ( x,y,z,t ) = ρ0 ( x,y,z ) + βρ0 ( x,y,z )
T ( x,y,z,t ) = 1 + γ1 + β T0 ( x,y,z )
α = γ/β
x,y,z ∈ Ω ; t0 ≤ t ≤ t0 + Δt

（2）

式中 t0为数值定容弹加载的起始时间，Δt为其实

现的压力脉冲的脉宽。通常加载前后加载区域温度

不变，即 α=1，γ=β。可见，γ为本模型所实现的压力

脉冲的过压系数，其值越大，压力脉冲幅值越大。

在本文中，数值定容弹的加载时间 Δt为 0.1µs，
加载时段时间步设为 1µs，停止加载数值定容弹后，

时间步设为 50µs。
2.4 定量评价阻尼特性

目前对燃烧室的阻尼特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带阻

尼装置的燃烧室阻尼特性的研究，采用衰减率［1］、阻尼

因子［21］、声吸收系数［6-7］、导纳［9］和插入损失［22］等参数来

定量评价其阻尼特性。通过指数拟合压力振荡幅值曲

线可以获得衰减率，但要求压力振荡是单频的。声吸收

系数和导纳主要用于评价线性范围内声腔的阻尼特性。

插入损失一般在带声腔燃烧室的冷态实验中使用，需要

在燃烧室安装声腔的前端和后端分别测量压力信号。

阻尼因子可以通过对压力振荡的频谱分析结果采用半

带宽法获得，每个特征频率都有对应的阻尼因子。

燃烧室中压力振荡可以用如下的公式来表示［23］

p =∑An, max e-αn t sin (2πfn t + φn ) （3）
式中 An，max为各个振型的幅值，αn为相应的衰减

率，fn为振型的特征频率值，φn为初始相位，n代表声

学振型阶数。当燃烧室中出现单频的压力振荡，可

以通过指数法获得衰减率。燃烧室中的压力振荡为

多频时，不能直接应用指数法，需要预先进行压力数

据的带通过滤，但是过滤时需要设置带通，带通的选

取很关键，不合适的带通易使压力信号失真。而阻

尼因子与衰减率有类似的物理意义，容易获取［24］。

阻尼因子的表达式［1，25］如下

ηn = fn,2 - fn,1fn,peak
（4）

式中 fn，peak为特征频率，fn，2和 fn，1为幅值为特征频

率幅值的 1/ 2 时所对应的频率值，fn，2取其较大值，

fn，1取其较小值。

衰减率 αn与阻尼因子 ηn存在如下关系［26］

αn = πηn fn,peak = πΔfn
Δfn = fn,2 - fn,1 （5）

Fig. 3 Distribution of quarter-wave resonators at the

injector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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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半带宽 Δfn越大，衰减率 αn越大，压力振荡

衰减越快。针对相同振型时，半带宽越大，阻尼因子

越大，压力振荡衰减越快。阻尼因子适应于对同振

型的阻尼特性比较，而半带宽可用于不同振型之间

阻尼特性的比较。本文采用半带宽 Δfn来定量评价推

力室声学振型的阻尼特性。

为验证网格尺寸对推力室声学振型及其阻尼特性

的影响，采用三种不同网格尺寸 0.8mm，1.0mm 和

1.2mm对无声腔推力室进行模拟，推力室尺寸及工况参

数和下文第 3节相同，得到的推力室声学振型及其阻尼

特性如图 4所示。三种网格尺寸条件下，推力室中都出

现了一阶纵向（1L）振型、一阶切向（1T）振型、一切一纵

（1T1L）振型和二阶切向（2T）振型。0.8mm和 1.0mm网

格获得的推力室的声学振型频率及其半带宽基本相

同，而 1.2mm所得结果略有差别。因此，在本文的声学

特性研究中，采用 1mm网格进行模拟可以满足网格无

关性的要求。

Qin等［27］也表明 1mm网格足够预测推力室的声

学振型及其阻尼特性。并且表明本文的数值方法的数

值耗散已被很好控制，可以成功预测有声腔和无声腔

推力室的声学振型及其阻尼特性［16，27］，在此不再给出。

3 结果与讨论

共计算了两个推力室构型，一个是声腔长度为

0，即不带声腔的推力室，另一个是图 1所示的带声腔

的推力室。这两个推力室构型除有无声腔外，推力

室构型完全相同。计算区域不包括推力室的扩张

段。推力室的工况参数相同，都充满压力为 0.1MPa，
温度为 298K的静止空气。在靠近侧壁面的半径为

2mm，长度为 3mm的圆柱形区域（如图 1所示的黑色

区域）加载 γ=19的数值定容弹，加载时间为 0.1µs。
加载区域中心距离喷注面板 4.5mm。在施加定容弹

径向反方向靠近壁面位置设置观测点，记录停止加

载数值定容弹之后推力室的压力随时间的振荡。该

观测点是一阶切向（1T）振型和一阶纵向（1L）振型的

波峰谷位置，可捕捉到切向振型和纵向振型。

3.1 压力振荡特性

当推力室没有安装声腔时，观测点压力随时间

的振荡如图 5所示，p'为脉动压力。数值定容弹激发

了推力室的大幅值的多特征频率压力振荡，压力振

荡不是光滑的正余弦形状，具有尖峰陡峭特性，并且

关于时间轴呈现非对称特性，并且在一定时间内衰

减。将压力振荡进行频谱分析，结果如图 6所示，出

现了四个突频，采用文献［15］辨识方法辨识突频，并

将相应的声学振型标注在图中。可见，推力室中出

现了 1L振型、1T振型、1T1L振型和 2T振型，其中 1T
振型幅值最大。

图 7显示了有声腔推力室中观测点的压力随时间

的振荡，与无声腔推力室中相应位置的压力振荡（图

5）进行对比，0ms～2ms的压力振荡曲线较为紧密，幅

值相差不大，在 2ms后，其压力振荡幅值有明显的减

小。对压力振荡进行频谱分析，如图 8所示，带声腔的

Fig. 4 Acoustic performances of the chamber with different

grid sizes

Fig. 5 Time history of pressure oscillations at the observe

point in the chamber without reson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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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力室中也出现了 1L振型、1T振型、1T1L振型和 2T
振型。其中 1L振型、1T1L振型和 2T振型的幅值变化

不大，但 1T振型幅值变化显著，并且 1T振型的幅值明

显小于无声腔推力室的 1T振型的幅值。有声腔推力

室 1T振型的幅值只有无声腔推力室 1T振型幅值的 1/5
左右。考虑到该声腔结构是以抑制 1T振型为目标设计

的，由此可见该声腔显著抑制了 1T振型的压力振荡。

也表明本文建立的研究液体火箭发动机推力室的声学

特性的数值方法成功预测了 1/4波长管声腔的抑制

作用。

3.2 压力振荡的时空演化过程

图 9和图 10分别给出了无声腔推力室和有声腔

推力室中横向纵向截面八个时刻的压力云图。横截

面位于喷注面板下游 5mm。两个推力室的压力截面

分布演化类似，在压力波传播初始时段，压力振荡幅

值相差不大。这与观测点的压力振荡在 0ms~2ms期
间幅值相近一致。在推力室靠近壁面的圆柱形区域加

载数值定容弹，在此形成高压区，见图 9（a）和图 10（a）。

压力波以圆弧形式向周围低压区传播，首先碰到推

力室右侧壁面，在此形成局部的高压区，如图 9（b）和

图 10（b）所示。在横截面上，压力波碰壁反射，一部

分沿横截面近壁面圆周双向传播，与原先沿圆弧传

播的新到达壁面的压力波汇聚成图 9（c）和图 10（c）
横截面上的近壁面高压区。而数值定容弹的加载区

域因压力波传出，气体膨胀变成低压区。在纵向截

面上，对无声腔推力室，压力波碰到喷注面板被反

射，一部分沿轴向正向传播，一部分沿横向分别向推

力室左侧区域和数值定容弹的加载区域传播，而对

有声腔推力室，还有一部分压力波沿轴向负向传播

进入到声腔，声腔中压力波碰壁反射向推力室传播。

而在横截面，近壁端的高压区处压力波一部分继续

向左传播，一部分沿壁面向加载区域（低压区）传

播，在推力室右侧壁面和左侧壁面都形成高压区，

如图 9（d）所示，声腔和横截面上下侧变成低压区，如

图 10（d）所示。在纵向截面，左侧压力波碰壁反射，

一部分沿轴向推力室喉部传播，一部分沿横向推力

室中心传播，与右侧压力波在推力室中心形成高压

区，而对于有声腔推力室，还有一部分压力波沿轴向

向声腔中传播。在横截面上，左右侧高压区的压力

波沿圆周壁面向低压区传播，形成推力室中心上下

侧高压区，如图 9（e）和图 10（e）所示。纵向截面上，

压力波继续沿轴向传播，到达推力室收敛段。

但在图 9（f）和图 10（f）即 0.2007ms时刻，无声腔

推力室横截面在圆周方向上形成了具有 1T振型特征

的高低压力分布形态，而有声腔推力室横截面在圆

周方向上形成了具有 2T振型特征的高低压力分布形

态。因为 0.1407ms时刻（图 10（d））有声腔推力室中

压力波碰到左侧壁面后，一部分进入了左侧声腔，在

0.2007ms时刻（图 10（f））左侧声腔中压力波向推力室

传播，而推力室右侧高压区压力波一部分向右侧声

腔中传播，所以导致横截面上左右两侧压力差比无

声腔推力室横截面的小，进而在图 10（f）中横截面上

形成了 2T振型的压力分布。随后，无声腔推力室中

形成了典型的 1T振型分布，如图 9（h）所示，而在有声

Fig. 6 FFT analysis of pressure oscillations at the observe

point in the chamber without resonator

Fig. 8 FFT analysis of pressure oscillations at the observe

point in the chamber with quarter-wave resonators

Fig. 7 Time history of pressure oscillations at the observe

point in the chamber with quarter-wave reson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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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推力室头部区域 2T振型压力振荡较剧烈，下游区

域可见 1T振型压力分布，如图 10（g）和图 10（h）的纵

向截面下游区域左右两侧高低压力分布。因此，无

声腔推力室观测点处所得到的 1T振型幅值较大，而

有声腔推力室观测点处所得到的 2T振型幅值较大。

3.3 定量评价压力振荡的衰减特性

将无声腔推力室和有声腔推力室的声学振型及其

阻尼特性归纳于表 1和表 2中。声腔会使推力室的声

学振型频率产生频移，但总的来说，变化比较小。有声

腔推力室中的 1T振型幅值为 148.6Pa，明显小于无声

腔推力室中 1T振型幅值（628.5Pa），其次，1L振型幅值

也减小了，但 1T1L振型和 2T振型的幅值反而增加。

有声腔推力室的 1T振型、1T1L振型和 2T振型的半带

宽都大于无声腔推力室的相应振型的半带宽，但 1L振
型的半带宽减小。这表明与无声腔推力室的压力振

荡相比，有声腔推力室中压力振荡能量主要集中在较

高频率振型，但其衰减速率较快，所以在 0ms~2ms时
段，压力振荡曲线较为紧密，但在 2ms后，其幅值明显

减小，在较早的时刻只剩下 1L振型的压力振荡。

3.4 声腔抑制作用机理分析

图 11显示了两个典型时刻的推力室纵向截面局

部的速度矢量，颜色标识了压力高低，红色代表高

Fig. 9 Time evolution of pressure contours in the chamber without reson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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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蓝色代表低压，绿色在两者之间。声腔通过圆孔

开口与推力室连接，此处会存在一个垂直于声腔入

口截面的法向速度，在推力室压力振荡剧烈时，容易

在此形成射流，产生流动分离、漩涡和摩擦，如图 11
所示，声腔入口处形成了漩涡。这会耗散一部分压

力振荡的能量，增加推力室的阻尼。另一方面，在推

Table 1 Acoustic modes and their damping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hamber without resonator

Frequency/Hz
Mode shape
Amplitude/Pa
Δfn/Hz

3300
1L
308.8
130

7000
1T
628.5
146

8200
1T1L
445.2
241

11399
2T
392.8
456

Fig. 10 Time evolution of pressure contours in the chamber with quarter-wave resonators

Table 2 Acoustic modes and their damping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hamber with quarter-wave resonators

Frequency/Hz
Mode shape
Amplitude/Pa
Δfn/Hz

3100
1L
243.6
78

7300
1T
148.6
191

8600
1T1L
470.8
304

11499
2T
441.7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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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2 Temporal evolution of velocity vector and pressure fields during one period of 1T acoustic mode in the chamber with

quarter-wave resonator

Fig. 11 Transient distribution of velocity vector in the chamber with quarter-wave reson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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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室头部安装合适的声腔会改变推力室的声学特

性，抑制某一声学振型的压力振荡。图 12给出了推

力室压力振荡衰减一段时间后（此时 2T振型压力振

荡基本衰减），在近一个 1T振型周期内纵向截面局部

的速度矢量的变化，横截面位于喷注面板下游 5mm。

在图 12（a）中，推力室呈现 1T振型的压力分布并且右

侧高压，而右侧声腔压力稍低，压力波向声腔中传

播，如图 12（b）所示，碰到声腔底部反射，如图 12（c）
所示，向推力室传播，当传到声腔入口时，此时压力

波在声腔中传播距离约为 1/2的 1T振型波长，时间约

为 1/2的 1T振型周期，推力室右侧变为低压，声腔中

传出的压力波消弱了 1T振型在周向压力分布的高低

压差，如图 12（d）所示。之后声腔中压力变低，推力

室右侧因为左侧传播而来的压力波变成高压，压力

波再一次向声腔中传播，见图 12（e）和图 12（f）。

由此可见，通过 1/4波长管声腔在其外部推力室

处于高压区时吸入了一定的压力波传入，该压力波

传至声腔底端被反射再传出时，声腔外部推力室因

目标振型压力波传出，而其正好处于低压区，而声腔

传出的压力波抬升了其压力，即相当于通过 1/4波长

管声腔把目标振型的波峰压力能输送到了波谷，从

而削弱了该振型。因此声腔是通过大幅降低目标振

型的幅值，而不是大幅增加其半带宽来抑制目标振

型的。表 1和表 2的对比也能定量反映出这一机制。

本文建立的推力室声学特性研究方法能够成功模拟

声腔的抑制作用，并揭示其抑制机理。

综上所述，推力室头部安装声腔之后，1T振型幅

值大幅度减小，半带宽有所增加，表明 1/4波长管声

腔成功地抑制了 1T振型的压力振荡，但 1T1L振型和

2T振型幅值反而增加，表明该声腔并不能抑制所有

振型的压力振荡。声腔对频率在其调谐带宽内的压

力振荡具有削弱波峰谷压力差作用，尤其当声腔频

率与推力室某声学振型频率相同时，声腔针对此声

学振型的压力振荡的抑制作用最大，大幅度减小其

幅值。此外，声腔通过增加推力室的壁面面积和入

口产生漩涡来增加推力室的阻尼。

4 结 论

基于数值定容弹模型和半带宽法，在激发推力

室多声学模态压力振荡条件下，本文对有声腔推力

室的声学振型及其阻尼特性进行了研究，可以得到

以下一些结论：

（1）以 1T振型为目标振型，1/4波长管声腔成功

抑制了 1T振型的压力振荡，大幅度减小其幅值，而不

是大幅度增加其半带宽。

（2）声腔会使推力室的声学振型产生频移，并可

能增强其它非目标振型的压力振荡或者出现亚频率

的压力振荡。

（3）声腔通过削弱目标振型波峰谷压力差、入口

产生漩涡和增加推力室面积来增加阻尼等三种方式

来抑制推力室的压力振荡，主要以削弱目标振型波

峰谷压力差为主。当声腔频率与推力室某一振型频

率相近时对其振型的压力振荡抑制作用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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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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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调节器管路系统自激振荡特性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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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流量调节器管路系统在小流量大压降工况下会出现低频自激振荡现象。为了深入认识自激

振荡产生机理，结合某稳流型流量调节器及管路系统，基于流量调节器弹簧振子动力学模型开展数值仿

真研究。数值仿真得出自激振荡频率为 94Hz，与发动机试验结果一致。分析了流量调节器结构参数对

系统稳定性的影响作用，三角形滑阀节流口能够抑制管路系统自激振荡。自激振荡产生机理是液动力随

滑阀节流口型面振荡，并对管路系统形成正反馈作用，当流量调节器综合刚度系数<0时，管路系统就

失稳产生振荡。某流量调节器的负载特性试验表明，随着流量调节器压降升高，管路系统稳定性变差。

仿真获得的幅频特性，稳定边界与试验结果一致。

关键词：液体火箭发动机；流量调节器；管路系统；瞬态过程；自激振荡；频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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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 Oscillation of Flow Regulator Pipe System

ZHANG Miao1，XU Hao-hai1，LI Bin1，2，XING Li-xiang1
（1.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boratory on Liquid Rocket Engine，Xi’an Aerospace Propulsion Institute，Xi’an 710100，China；

2. Academy of Aerospace Propulsion Technology，Xi’an 710100，China）

Abstract：Low-frequency auto oscillation occurs in the pipeline system of flow regulator under the condi⁃
tion of small flow and large pressure drop. In order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f auto oscillation，a nu⁃
merical simulation study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dynamic model of spring oscillator of flow regulator in com⁃
bination with a certain output-flow-stabilized regulator and pipeline system.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auto oscillation frequency is 94 Hz，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engine test results. The influence of
flow regulator structure parameters on the stability of the system was analyzed. The triangular slide valve throttle
can suppress the auto oscillation of the pipeline system. The mechanism of auto oscillation is hydrodynamic oscil⁃
lation with the throttling interface of the slide valve，and it forms a positive feedback effect on the pipeline sys⁃
tem. When the comprehensive stiffness coefficient of the flow regulator is less than zero，the pipeline system will
be unstable and oscillate. The load characteristic test of a certain flow regulator shows that the stability of pipeline
system becomes worse as the pressure drop of flow regulator increases. The amplitude-frequency characteristic
and stability boundary obtained by simulation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test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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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液氧煤油补燃循环发动机（以下简称发动机）采

用稳流型流量调节器稳定流量供应和控制推力调

节。流量调节器的动态性能影响发动机系统工作稳

定性。随着重复使用技术发展，运载器对发动机推

力控制精度和调节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谭永华

等［1］和李斌等［2］阐述了流量调节器可靠工作和高精

度稳定调节技术对提高发动机系统工作稳定性具有

重要作用。发动机进行地面试验时，流量调节器在

起动过程中多次出现 94Hz低频自激振荡现象。为了

解决和抑制系统自激振荡，深入认识自激振荡现象

机理，有必要开展流量调节器管路系统建模和仿真

研究。

流量调节器滑阀弹簧结构与液路系统的振荡问

题类似“液-固”耦合问题，流体参数变化与滑阀孔型

面变化会形成耦合作用。 Johnston等［3-4］认为作用于

滑阀上的液动力突变是诱发阀芯振动的原因，阻尼

孔流容对系统稳定性作用最强。Funk［5］认为液压管

路长度会对管阀系统产生稳定性影响。Hayashi等［6］

在进行先导式溢流阀稳定性分析时发现，当压力与

溢流阀开启压力接近时，系统小扰动会激起管阀系

统的自激振荡。当滑阀处于小开口时，滑阀前后压

差使得滑阀孔内流体处于紊流状态，对滑阀孔流量

系数产生影响，还可能发生阀芯撞击阀座现象。某

型液氧煤油发动机流量调节器在液流试验时多次出

现 90Hz振荡现象［7］，陈维宇等［8］结合工程经验，提出

了“负差率”是影响流量调节器稳定性的重要因素。

带反馈系统的阀门与管路系统大多是非线性系

统，解决方案通常是将非线性系统简化为线性系统，

并通过根轨迹［9］、极限环等方法研究阀门管路系统自

激振荡特性［10］。刘红军［11］和王昕［12］基于流量调节器

动力学模型，研究了在外部参数的正弦扰动下，流量

调节器管路系统的频响特性。刘上等［13-14］建立了流

量调节器频域仿真模型，基于挤压管路和泵压管路

边界条件，分析了管路长度对流量调节器管路系统

频率特性和稳定边界的影响，得出系统振荡机理是

流量调节器负阻力特性超过管路阻力耗散导致系统

失稳。

结合发动机起动工作过程，建立流量调节器及

其管路系统的分段集总参数非线性动力学模型，通

过时域求解方法仿真计算流量调节器管路系统产生

自激振荡的过程，并研究系统稳定工作边界。研究

不同滑阀节流口型面结构（圆形、方形和三角形）对

流量调节器自激振荡特性的影响，及其不同结构对

流量调节器自激振荡的抑制能力。基于线性化方法

研究管路系统幅频特性和稳定边界，并与流量调节

器负载特性试验结果进行对比。用理论分析结果指

导流量调节器结构改进，研究流量调节器管路系统

的“液-固”耦合过程，对预测和分析发动机局部系统

动力学特性具有重要意义。

2 方 法

2.1 结构和数学模型

流量调节器的结构图如图 1所示，流量调节器入

口压力为 p1，中间腔压力为 p2，出口压力为 p3，滑阀两

侧阻尼腔的压力分别为 pa，pb，并通过阻尼孔 A和 B与

主路联通。流量调节器是直接作用式的自稳流型调

节器，控制信号调节齿轮 1改变节流孔 2的流通面

积，从而调节流量调节器的流量，实现推力调节。

外界扰动使得流量调节器滑阀运动，流量 qmT流过

阻尼孔 A和 B控制滑阀装置惯性和阻尼系数，同时

两个阻尼腔压力平衡弹簧作用力，实现滑阀稳定工

作，维持流量稳定供应。滑阀装置顶端存在厚度为

δcr 的 平 台 ，滑 阀 孔 结 构 可 以 为 圆 形 、矩 形 或三角

形等。

某发动机流量调节器管路系统起动模块如图 2
所示，模型系统包括恒定压力源、起动箱、连接管路、

流量调节器和模拟充填管路，并在入口管路设置节

流圈，压降为 0.2MPa。流量调节器后设置一段模拟

充填管路，用于模拟发动机起动过程中高压煤油充

填点火导管和燃料阀门前管路。出口为关闭状态以

模拟燃料阀门。

基于流量调节器工作特性，分析流量调节器滑

阀振子系统和内流体流动过程，采用集总参数法建

Fig. 1 Schematic sketch of the flow reg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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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流量调节器和管路的瞬态过程数学模型。首先，

建立流量调节器和管路的主流路惯性和流容方程

l0
A l0

dqm0
dt = p0 - p1 - ζ0

2ρA0 2 q
2
m0 （1）

( L
AL
+ l1
A1
) dqm1dt = p1 - p2 - ζ1

2ρA1 2 q
2
m1 （2）

( lx
Ax
) dqm2dt = p2 - p3 - ζx

2ρAx 2 q
2
m2 （3）

c1
dp1
dt = qm0 - qm1 - qmT （4）

c2
dp2
dt = qm1 - qm2 + qmT （5）

式中 l0，L，l1，lx分别为入口管路、调节器入口段、

节流孔和滑阀孔长度；Al0，AL，A1，Ax分别为入口管路、

调节器入口段、节流孔和滑阀孔流通面积；ζ0，ζ1，ζx分

别为入口管路、调节器节流孔和滑阀孔流阻系数；c1，

c2分别为调节器入口段和中间腔的流容；qm0，qm1，qm2，

qmT分别为入口管路、调节器节流孔、滑阀孔和阻尼孔

流量；ρ为流体密度。阻尼孔流量 qmT在滑阀稳定时为

0，当滑阀不稳定时，经过阻尼孔 A和 B流量方向相

反，数值相同。

上述方程在刘红军［11］，王昕［12］和刘上等［13-14］建

立的模型基础上，增加了流量调节器入口流道的流

容方程（4），使得流量调节器和管路的流量满足平衡

关系。提出了滑阀两侧阻尼腔的控制方程，推导出

流量调节器弹簧振子系统的惯性质量和折算摩擦系

数与阻尼孔 A和 B结构特性相关。当滑阀运动时，流

过阻尼孔 A和 B的流体产生较大的阻尼和惯性，滑阀

两侧阻尼腔压力 pa，pb与主路形成大压差。因此，考

虑阻尼孔流动特性对滑阀两侧阻尼腔压力的影响，

得出阻尼孔 A和 B的惯性方程为

ls
A s

dqmT
dt = p1 - p a - ζ s qmT || qmT

2ρA s 2 （6）

lc
A c

dqmT
dt = pb - p2 - ζ c qmT || qmT

2ρA c 2 （7）
式中 ls，lc分别为阻尼孔 A和 B的长度；As，Ac分别

为阻尼孔 A和 B的流通面积；ζs，ζc分别为阻尼孔 A和

B的流阻系数。阻尼孔流量表示为

qmT = ρAp dxdt （8）
式中 Ap为滑阀两侧阻尼腔的受力面积；x为滑阀

位移。

建立滑阀弹簧振子系统二阶振荡模型为

m f
d2 x
dt2 = Ap ( p a - pb ) + FY - F 0 - B f

dx
dt - Kx（9）

式中 mf为滑阀总质量；FY为液动力；F0为预紧

力；Bf为滑阀的滑动摩擦力；K为弹簧刚度。

最后，建立充填管路的流体充填模型为

ρ
dV tp
dt = qm2 （10）

式中 Vtp为充填腔体积。

液动力表示滑阀节流口附近流体的稳态和动态

压力损失。液动力作用在滑阀套前缘面 δcr处，作用

力方向始终指向滑阀节流口的关闭方向，关系式为

FY = Aδ ( x ) ( p2 - p3 )。滑阀边缘压力作用面积 Aδ ( x ) =
lcr ( x ) δcr，lcr为节流口处滑阀边缘长度，δcr为滑阀边缘

的极限厚度。

将方程（2）~（9）联立，得到流量调节器振子系统

模型

M sum
d2 x
dt2 + B v

dx
dt + Kx =

Ap (p1 - p2) + Aδ ( x ) ( p2 - p3 ) - F 0
（11）

其中惯性质量和折算摩擦系数表达式为

M sum = m f + ls
A s
ρA2p +

lc
A c
ρA2p （12）

B v = B f + ρA2p (ζ s || qmT
2ρA s 2 + ζ c

|| qmT
2ρA c 2 ) （13）

上述模型中各节流孔流阻系数可用式（14）表

达，流阻系数包括集中流阻和沿程流阻，并根据 Re确

定表达式

ζ = Δp
1
2 ρω2

= 1
μ2
+ λ l

d

λ =
ì

í

î

ïï
ïï

64
Re

( )1.9lgRe - 1.64 -2
Re < 2300

2300 < Re ≤ 3 × 106
（14）

式中 ω为流体速度，μ为节流孔流量系数。

2.2 系统稳定性分析

基于二阶振子系统振荡理论［15］对流量调节器动

力学模型开展稳定性分析，研究流量调节器管路系

统振荡机理，获得系统失稳的关键参数。对流量调

节器动力学模型（11）线性化和无量纲化，并忽略了

Fig. 2 Schematic sketch of feed pipeline tes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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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路流体的惯性项，推导出流量调节器弹簧振子系

统模型。

M sum
K

d2 δx
dt2 + B v

K
dδx
dt + δx =

Ap
K -x

(2Δ -p 12 δqm1 ) +
Aδ
K -x

(ϕx δx + 2Δ -p 23 δqm2 - 2Δ -p 23Ψx δx - 2Δ -p 23Ψμ δx )
（15）

式中Ψx =
-x
Ax

∂Ax
∂x 为滑阀节流口流通面积相对滑

阀位移的无量纲斜率；Ψμ =
-x
μx

∂μx
∂x 为滑阀节流口流

量系数相对滑阀位移的无量纲斜率；ϕx =
-x
Aδ

∂Aδ
∂x 为

滑阀边缘压力作用面积相对滑阀位移的无量纲斜

率。式（15）中上标“ ˉ̄”表示平衡点处的稳态值，δ表示

相对稳态值的无量纲化脉动量。

式（15）写成特征方程形式

M
d2 δx
dt2 + ς dδxdt + K 1 δx = Km δqm （16）

式中M = M sum
K

，为流量调节器惯性质量系数；ς =
B v
K
+ A2p ρ

K -q m
2Δ -p 12，为流量调节器阻尼系数；K 1 = 1 +

AδΔ -p 23
K -x

(2Ψμ + 2Ψx - ϕx )，为流量调节器综合刚度系

数；Km = Ap
K -x

2Δ -p 12 +
Aδ
K -x

2Δ -p 23，为放大系数。

流量调节器自身稳定的充要条件是式（16）中的

M>0，ς>0和 K1>0。
调节器惯性质量系数与惯性质量Msum相关。Msum

包含滑阀的结构质量和流体经过阻尼孔 A和 B的流

体惯性质量。流量调节器阻尼孔 A和 B为孔结构，流

体从敞口流过孔时，流速较大使得流线产生收缩，实

际流通面积按照收缩流线进行计算，小于孔的通道

面积，收缩流线形成的实际流通面积由孔板的流量

系数 μs和 μc确定。由于阻尼孔 A和 B进出口的压力

分布复杂，在计算该段流体流动方程时，考虑整个控

制腔内的流体惯性方程，则惯性质量 Msum修正为式

（17）。其中，L1T和 L2T分别为滑阀两侧控制腔长度，两

者和等于 LT为流量调节器滑阀两侧容腔总长度。改

变阻尼孔 A和 B结构，通过增加流量调节器的惯性质

量有助于提高流量调节器管路系统稳定性，同时会

降低系统固有频率。

M sum = m f + ( )ls
μ s A s

+ L1T
Ap

ρA2p + ( )lc
μ c A c

+ L2T
Ap

ρA2p

L1T + L2T = LT
（17）

调节器阻尼系数 ς与折算摩擦系数 Bv关系密切。

Bv包括滑阀与壁面的摩擦阻尼和流体经过阻尼孔 A
和 B的动态流阻。阻尼孔 A和 B为孔结构，流体经过

阻尼孔时，不同的雷诺数（Re）对应不同的流阻系数，

阻尼孔 A和 B的流阻系数如式（14）。当流体经过阻

尼孔为湍流时，折算摩擦系数 Bv用式（13）的形式；当

流体经过阻尼孔为层流时，阻尼孔的压降与流量成

正比，关系式如式（18），折算摩擦系数 Bv则变为式

（19）的形式。改变阻尼孔 A和 B结构，增加流量调节

器阻尼有利于提高调节器稳定性。

Δp = 128νlπgd4 qm （18）
式中 ν为运动粘度系数，l和 d分别为管路长度和

直径。

B v = B f + 8πρν ( ls A2pA s 2 + lc A
2
p

A c 2 ) （19）
综合刚度系数 K1由弹簧刚度和液动力等效刚度

组成。分析得出，滑阀节流口流通面积相对滑阀位

移的无量纲斜率 Ψx<0，其他两个参数 Ψμ和 ϕx量级较

小且变化不大。在小流量大压降工况下，当压降大

于某个值时，液动力等效负刚度将大于弹簧刚度，使

得流量调节器综合刚度系数 K1<0，流量调节器管路

系统失稳，形成自激振荡。因此，从 K1表达式可以得

出，通过降低滑阀节流口压降 Δ -p 23，减小滑阀边缘厚

度，增加弹簧刚度 K，减小滑阀节流口流通面积相对

滑阀位移的无量纲斜率等措施都能提高流量调节器

系统稳定性。

综上所述，综合刚度系数 K1是引起流量调节器

管路系统自激振荡的关键参数，其中 Ψx直接影响综

合刚度系数 K1，即设计合适的滑阀节流口型面结构

能够对流量调节器自激振荡现象起到抑制作用。

3 结果与讨论

3.1 流量调节器自激振荡过程数值仿真计算

基于图 2所示的恒压源供应的管路与流量调节

器串联结构，仿真模拟发动机起动时，起动箱压力 p0
从 1MPa提高至 24MPa过程中流量调节器管路系统

动态过程。进口边界条件为压力边界；出口边界条

件为截止边界。初始状态管路系统除充填管路外都

充满流体，随着 p0增加，流体经过流量调节器进入充

1496



流量调节器管路系统自激振荡特性研究第 42 卷 第 7 期

填管路。

近年来，发动机热试验起动过程和流量调节器

充填试验过程中多次出现了 94Hz的振荡现象。在发

动机起动初期，恒压源供应流体进入管路系统，此时

流量调节器处于小流量大压降工作状态，滑阀节流

口面积小，承担了管路系统中大部分压降，从而保持

起动充填过程的流量稳定。但由于液动力的作用流

量调节器管路系统发生频率为 94Hz自激振荡现象，

随着充填管路逐渐充满，充填管路压力 p3升高，流量

调节器压降降低，流量调节器自激振荡现象逐渐消

失，当充填管路压力与入口压力相同时，系统流量降

为 0，流量调节器管路系统停止工作。如图 3所示为

流量调节器管路系统各处压力随时间变化曲线，如

图 4所示为流量调节器管路系统各处流量随时间变

化曲线。图中展示的压力和流量曲线表明，流量调

节器在小流量大压降工作状态下会产生特定频率的

自激振荡现象，特征频率为 94Hz，与发动机热试验起

动过程中出现的特征频率相同，发动机起动过程中

出现的自激振荡现象与流量调节器管路系统“流-
固”耦合特性相关。对比 p1和 p2压力振荡曲线，调节

器中间腔压力 p2比调节器入口压力 p1振荡幅值大，这

与调节器流量振荡幅值大，且与压力振荡相位相反

（180°）相关，即形成了振子系统发生自激振荡所必要

的反馈环节。随着充填过程完成，调节器出口压力

逐渐升高，当 p3达到 8MPa时，流量调节器系统稳定性

逐渐增大，提高至 16MPa时，流量调节器系统稳定，

自激振荡现象消失。

3.2 滑阀节流口结构对自激振荡的抑制作用

通过选取合适的滑阀节流口结构和减小滑阀边

缘厚度 δcr来提高流量调节器工作稳定性。其中滑阀

边缘厚度 δcr与加工工艺有关，以下重点研究三种型

面的滑阀节流口结构对流量调节器管路系统稳定性

的影响，包括圆形、三角形和矩形等型面。

（1） 滑阀节流口结构参数选取

通过在流量调节器套筒周向均布圆形、三角形

和矩形的孔，滑阀遮挡孔流通面积实现调节管路压

降。为了对比不同形状滑阀节流口结构对流量调节

器稳定性的影响，确定滑阀节流口参数选取原则：

（1）三种滑阀节流口总流通面积 Ax相同；（2）流量调节

器在设计点（额定工况）流通面积相同。得出了滑阀

节流口无量纲流通面积 A͂ x与滑阀位移 x的对应关系，

如图 5所示。

（2） 负载特性

负载特性表征流量调节器在不同压降下维持流

量的能力，当压降低于起调压降时流量迅速减小，图

6表明滑阀节流口为圆形结构时的仿真结果与负载

特性试验结果吻合，从静态的观点验证了流量调节

器模型的合理性。流量调节器在较大压降范围内保

持流量稳定不变，负载特性相对于横轴的不平行度

称为调节器的差率，圆形结构的流量调节器在压降

较大时出现了负差率，存在系统不稳定的可能，而三

角形和矩形结构在压降较大时仍然为正差率，如图 5
所示。

（3） 不同滑阀节流口结构稳定性影响分析

对上述三种不同滑阀节流口结构的流量调节器

Fig. 3 Pressure curves throughout the pipe system

Fig. 4 Flow curves throughout the pipe system

Fig. 5 Dimensionless flow area change with slide valve

dis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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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数值模拟，获得了流量调节器在小流量大压降

状态下工作瞬态过程。图 7对比了不同滑阀节流口

结构的流量调节器中间腔压力 p2的瞬态过程。图 8
对比了不同滑阀节流口结构的流量调节器中间腔流

量 qm1的瞬态过程。结果表明，采用三角形滑阀节流

口结构的流量调节器管路系统未发生自激振荡现

象，而矩形滑阀节流口结构的流量调节器发生的自

激振荡现象幅值最大，其振荡幅值超过了圆形滑阀

节流口结构的振荡幅值。流量调节器在小流量大压

降状态下工作时，滑阀位移达到关闭最大值（图 9）。

从图 5的滑阀节流口无量纲流通面积与滑阀位移关

系得出，在滑阀位移最大值附近，矩形结构的滑阀节

流口面积与滑阀位移的无量纲斜率为负值最大（约

5mm处），三角形结构的滑阀节流口面积与滑阀位移

（8mm处）的无量纲斜率为负值最小，整个系统是稳

定的。说明在滑阀节流口较小时，滑阀位移扰动通

过滑阀节流口变化直接影响液动力，从而影响滑阀

振子系统平衡。液动力随滑阀周期运动而改变，形

成了整个系统自激振荡的激励源。

采用三角形滑阀节流口结构的流量调节器有效

抑制了系统自激振荡现象，其良好的结构型面使得

其无量纲斜率 Ψx在小流量大压降工况（即滑阀大位

移）阶段最小，系统稳定性高。

3.3 流量调节器管路系统试验验证

结合挤压液流管路试验台开展了流量调节器小

流量工况下的负载特性试验，试验装置与图 2相似，

以水为工质，通过恒压源控制入口压力，入口设置节

流元件。入口管路长为 4m，大于发动机状态下的入

口管路长度。通过改变流量调节器出口压力改变流

量调节器压降，从而获得流量调节器的负载特性。

随着流量调节器压降升高，管路系统自发地出现了

频率为 85Hz左右的低频自激振荡现象。

采用频域响应仿真计算方法［13］得出了在不同流

量调节器压降条件下流量调节器入口压力受恒压源

边界压力扰动下的响应特性曲线，，如图 10（a）。根据

试验研究结果，在流量调节器压降分别为 8，10.4，
11.6和 18MPa时管路系统出现自激振荡现象，流量调

节器入口压力和中间腔压力曲线特征与图 3仿真结

果相同。对流量调节器入口压力 p1的试验数据进行

傅里叶分频计算（FFT），得到了在不同压降工作时，

流量调节器入口压力 p1的幅频特性，如图 10（b）所

示。与试验结果对比不同压降下的频率和幅值，仿

真结果幅频特性与试验结果一致。表明流量调节器

压降大于约 8MPa时，管路系统就开始出现特定频率

的自激振荡现象，流量调节器入口压力和中间腔压

Fig. 8 Flow curve of instantaneous process with three types

of slide valve throttle

Fig. 9 Slide valve displacement curve of instantaneous

process with three types of slide valve throttle

Fig. 6 Load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of flow regulator

Fig. 7 Pressure curve of instantaneous process with three

types of slide valve thro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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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表现出大幅度的压力脉动，且随着压降增大，脉动

幅值从 0.4MPa快速增至 0.9MPa，并在 0.8~0.9MPa幅
值区域内维持等幅振荡。

通过求解系统满足两端边界的自由振荡复频率

s=ν+jω，采用 Newton-Raphson方法求解固有频率 ω和

增长率 ν，从而定量地分析系统稳定性。若 ν<0，自由

振荡衰减，表明系统稳定；若 ν>0，自由振荡发散，表

明系统会出现不稳定［16］。

计算流量调节器压降在 1~21MPa下的系统一阶

固有频率和增长率 ν，如图 11所示。随着压降升高，

增长率 ν从负值变为正值，流量调节器在管路系统从

稳定变为不稳定，得出稳定边界为 9.3MPa。随着流

量调节器压降增加，系统频率也逐渐增大，仿真结果

与试验结果表明流量调节器振荡频率为 85Hz。另

外，分析了三角形滑阀节流口结构的流量调节器在

相同管路系统中的稳定边界，可以得出该结构下管

路系统在所有压降范围内都能保持系统稳定，说明

通过优化设计滑阀节流口可以有效抑制流量调节器

在小流量大压降工作状态下的系统自激振荡现象，

有效提高了系统稳定性。

4 结 论

通过建立流量调节器管路系统时域仿真模型，

获得了模拟发动机起动过程中出现的系统低频自激

振荡现象，研究了不同滑阀节流口对系统自激振荡

的抑制作用，并通过流量调节器负载特性试验进行

验证。通过本文中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流量调节器管路系统自激振荡产生机理是

液动力随滑阀窗口型面振荡，并对管路系统形成正

反馈作用，当流量调节器综合刚度系数 K1<0时，管路

系统就失稳产生振荡。

（2）采用三角形滑阀节流口结构的流量调节器

有效抑制了系统自激振荡现象，其良好的结构型面

使得其无量纲斜率 Ψx在小流量大压降工况（即滑阀

大位移）阶段最小，系统稳定性最高。

（3）获得了某型流量调节器在小流量大压降工

况下的稳定边界，压降>9.3MPa时，系统不稳定，随压

降增加自激振荡频率逐渐增大。三角形滑阀节流口

结构的流量调节器在整个压降变化区域都是稳定

的，能够有效地抑制系统自激振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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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换热器在两相流条件下的压力脉动机理分析 *

刘曌俞，王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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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氢氧液体火箭发动机氧换热器在研制过程中出现了压力脉动现象，影响了换热器的正常工

作。以该型换热器为研究对象，将换热器分为燃气侧、汇总管、圆管等结构，进行了CFD仿真计算，与

试验结果对比，修正了传热相关参数，建立了换热器理论计算模型用于参数计算；利用非线性方法分析

试验数据，确定了该换热器为混沌系统；利用两相流分析与电路类比两种方法分别针对换热器进行了建

模与计算，均捕捉到了相变下换热器内的压力脉动。结果表明：通过CFD仿真及试验修正后的参数用于

计算换热器的稳态参数，具有较好的一致性；换热器出现压力脉动时，具有一定非线性特征，且压力脉

动越大，非线性程度越高；该换热器出现压力脉动的原因为氧工况接近两相区，相变使得介质密度发生

剧变。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提高换热器设计压力的改进措施，通过试验得到了有效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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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Studies on Pressure Pulsation of Oxygen Heat
Exchanger in Two-Phase Flow Condition

LIU Zhao-yu，WANG 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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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essure pulsation in oxygen heat exchanger of a hydrogen-oxygen rocket engine is detected in
development stage，which has an adverse influen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xchanger. The heat exchanger is
divided into gas side，collecting pipe，round tube and other structures，and CFD simulation calculation is carried
out. Compared with the test results，the heat transfer related parameters are corrected，and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model is established for parameter calculation. The non-linear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the experimental data
and the heat exchanger is determined to be a chaotic system. The two-phase flow analysis and circuit analogy are
used to model and calculate the heat exchanger respectively. The pressure pulsation in the heat exchanger under
the phase change is captu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arameters corrected by CFD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are consistent to calculate the steady-state parameters of the heat exchanger. When the pressure pulsation of the
heat exchanger occurs，it has certain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s，and the greater the pressure pulsation，the high⁃
er non-linearity is. The reason for the pressure pulsation of the heat exchanger is that the oxygen condition is
close to the two-phase region，and the phase change makes the density change drastically. According to the anal⁃
ysis results，the designed pressure of exchanger increases as an improvement measure，which has been verified
by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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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液体推进剂火箭靠自身携带的燃料和氧化剂提

供动力。随着推进剂的消耗，储箱内压力逐渐降低，

为了维持压力稳定，需从火箭发动机引出部分介质

用于增压，以保证火箭的正常工作［1-2］。发动机与储

箱间通过增压输送系统构成闭环回路。换热器作为

增压系统的重要元件起着核心的作用。当前火箭氧

增压系统的主要工作模式为从发动机氧泵后引出的

一股液氧，经过氧换热器加热后输送至储箱。换热

器-发动机-储箱的闭环系统中，若存在压力波动，一

方面可能导致发动机入口压力瞬时过低，引起涡轮

泵气蚀进而影响发动机正常工作［3］；另一方面波动可

能在闭环系统中放大，引起流固耦合振动导致结构

破坏［4-6］。因此换热器输出介质的稳定性对整个火箭

系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螺旋管式结构是液体火箭发动机换热器的常见

形式，具有结构简单、工艺性强、对不同环境的适应

性强等优点［7-8］。氢氧液体火箭发动机所用氧换热器

主体为螺旋管式，被换热介质为液氧，热源工质为氢

氧燃烧产物。其主体部分为四根并联螺旋管，螺旋

管上下游通过一级汇总管、二级汇总管汇集为统一

出入口；螺旋管组件与燃气管组件组合，共同构成了

换热器，如图 1所示。

该氧换热器在研制过程中出现了换热器出入口

压力脉动现象，脉动幅度最高可达到稳态值的 30%，

影响了发动机正常工作，如图 2所示。

当前针对换热器的振动研究主要集中在流体与

管路结构间相互影响等方面［9-13］，将换热器的振动分

为素流抖振、游锅脱落、流体弹性激振、声振荡等［14］。

流体与管路形成的流致振动特点为换热器管路外流

场与管路结构耦合作用，导致外流场压力与结构存

在振动。换热器的振动现象与流致振动存在差异，

在前者主要体现为换热器螺旋管内流体存在压力脉

动，外流场及结构无明显振动。目前针对这种问题

产生的机理研究较少。

针对该现象进行了试验研究。通过试验结果

初步发现压力脉动的发生与试验工况具有一定关

系，当螺旋管内氧介质压力较低时，容易发生脉

动。另外，该型氢氧发动机中的氢换热器采用与

氧换热器类似的螺旋管结构，从未发生过压力脉

动情况。

为了深入分析氧换热器出现压力脉动的原因与

机理，本文首先针对换热器螺旋管段、汇总管段、燃

气侧分别进行 CFD仿真计算，与试验结果比较，获得

各段的换热特性，建立完整换热器的热力学模型，用

于准确分析换热器内介质各项参数的沿程分布情

况，初步判断换热器压力脉动原因；然后利用非线性

方法分析氧换热器脉动试验数据，研究其动态特性；

最后针对换热器进行瞬态分析和类比分析，验证换

热器出现压力脉动的原因。

2 研究方法

2.1 试验方法

本文采用 3种不同螺旋管长度换热器进行了 10
次试验，用于验证理论分析的正确性。试验时换热

器安装在发动机中，随发动机进行 500s热试验，以保

证换热器工作在完全真实环境下。不同试验工况

下，除螺旋管长度不同外，换热器的燃气入口温度压

力也存在一定差异。试验件如图 3所示。试验时在

换热器入口、出口分别采集压力、温度数据，用于试

验分析。其中压力测点采用 50kHz高频采样，用于捕

捉压力脉动情况。

Fig. 1 Structure of heat exchanger

Fig. 2 Pressure fluctuation of heat exch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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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稳态分析

氧换热器由于汇总管的存在使得整体结构复

杂，为了对换热器压力脉动原因进行准确分析，需建

立整体换热器的热力学模型。本文通过仿真计算与

试验数据比较，修正换热与压力损失系数，再利用修

正后的参数建立完整换热器的理论模型。

2.2.1 CFD仿真计算

由于氧换热器结构复杂，将其整体拆分为燃气

侧与氧介质侧两部分计算。通过 CFD计算获取介质

的流阻特性、换热特性。

本文利用 Fluent软件进行 CFD数值计算，计算时

采用标准 k-ε湍流模型［15］。进行燃气侧换热计算时，

螺旋管壁面采用等温壁面边界条件，温度为换热器

氧介质平均温度，燃气进出口分别采用速度入口与

压力出口边界条件；计算螺旋管侧换热时，圆管采用

等温壁面边界条件，温度为燃气平均温度，汇总管采

用绝热壁面边界条件，管段入口为速度入口，出口为

质量出口。

2.2.2 换热器理论模型

换热器在换热段的计算模型较简单，可简化分

为燃气-壁面-介质三段进行［16］。换热器的精确计算

在于确定燃气侧及螺旋管侧的对流换热系数 h1 及

h2。按照相似原理，对流传热系数可以表示成相似准

则数之间的函数关系，即 Nu = hl
λ
，其中 Nu为努塞尔

数，与 Re和 Pr有关，即 Nu = f (Re，Pr )，一般表示见式

（1），换热器换热量的准确计算即需要确定 Nu的准确

表达式。

Nu = CRen Prm （1）
流体在换热器管段内流动时，由于流体粘度及

管壁粗糙度，会产生沿程摩擦阻力压降损失。换热

器螺旋管通径小，液氧粘度大，流阻损失不能忽略。

流体的沿程摩擦损失可表示为

Δp' = f '· l
D
· 12 ρu2 （2）

式中 f '为摩擦压降损失因子，l为管路长度，D为

管道当量直径，ρ为流体密度，u为流体入口流速。

流体的局部损失可表示为

Δp″ = ς· 12 ρu2 （3）
式中 ς为局部损失系数。

换热器内管段压力损失可以表示为沿程损失与

局部损失之和

Δp = Δp' + Δp″ =
( f ' + ς

l D
)· l
D
· 12 ρu2 =

f· l
D
· 12 ρu2

（4）

式中 f为等效阻力系数，简称流阻系数。

2.3 瞬态分析

2.3.1 试验数据分析

对换热器历次试验的压力脉动信号进行进一步

分析。时域分析用于判断信号随时间的变化特性；

频域分析以傅里叶变换为基础，用于分析信号的周

期性特征并判断系统的特征，包括功率谱密度分析、

互相关分析。

换热器中液氧在相变情况下会成为典型的耗散

非线性动力系统，利用非线性分析可以判断该系统

的非线性程度［17］。利用吸引子与相空间重构初步分

析其非线性特征；通过提取关联维数（D2）、Kolmogrov
熵（K）等进一步定量判断换热器脉动与非线性程度

间的关系。对理想的动力系统，D2=l时，系统处于自

持周期振荡；D2=2时，系统处于两种不可约频率的准

周期振荡，当 D2不是整数或>2时，系统表现出对初始

条件敏感的混沌态。K=0时，说明系统是有规律的运

动；K>0说明系统是包含部分随机性的混沌运动；当

K→∞时，系统具有完全的随机性。

2.3.2 两相流瞬态数值仿真

通过稳态分析，氧换热器产生压力脉动的机理

定位为氧在两相区发生剧烈密度变化，引起压力脉

动。在此基础上进行两相流瞬态仿真，进一步分析

氧换热器特性。

在换热器试验中，液氧由储氧罐流入氧换热器

入口，经过在氧换热器内部的对流换热，由液相变

为气相，然后依次经过氧换热器出口和喷嘴，最终

排入大气。对氧换热器整个试验系统进行拓扑分

析，如图 4（a）所示。考虑到汇总管长度较短，换热

器的主要工作段集中在螺旋管段，因此对换热器拓

扑结构进行简化，将入口汇总管与出口汇总管进行

合并，简化后的拓扑结构如图 4（b）所示。拓扑图

中 R表示换热器中的环节，f为流阻系数，p为压力，

u为流速。

氧的热力特性示意图如图 5所示，C点时氧的压

Fig. 3 Test piece of heat exch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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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与密度为 p'与 ρ'，此时氧的热力特性可能会沿 CD

段变化，压力与密度变为 p″与 ρ″。此时在压力与温

度几乎不变的条件下，比容发生了突变。在换热器

中，将氧物性发生突变的区域称为爆发区。

爆发区内的压力可以表达为

pmax
p' = ( ρ'ρ" )

n

（5）
式中 n为爆发指数，n的大小确定了压力脉动峰

值的大小，近似取 n = κ
κ - 1，κ为两相区平均比热

容比。

假设爆发区压力为 pb ( t )，爆发发生时，发区压力

瞬间增加至 pmax，此时，上游压力差 p in，0 - pb ( t )减小，

而下游压力差 pb ( t ) - p out，0 增加，进而会改变流入控

制体的速度 u in ( t )与流出控制体的速度 u out ( t )。
p in,0 - pb ( t) = f in,0· 12 ρ in ( t) u2in ( t) （6）

pb ( t) - p out,0 = fout,0· 12 ρ out ( t) u2out ( t) （7）
式 中 p in，0 ( t )，p out，0 ( t )，ρ in ( t )，ρ out ( t )，f in，0 ( t )，fout，0 ( t )

分别为进出口处的压力、密度及流阻系数。

将整个换热器沿程划分为 n段，每段内看做稳

态，利用上述计算方法对图 4（b）中整个换热器进行

数值仿真，得到换热器整体在两相流下的非稳态计

算结果。

2.3.3 两相流类比方法仿真

通过换热器稳态热力过程分析可知，氧在螺旋

管内流动过程中发生相变是造成进出口压力脉动

的原因。这种管道内部由于某一参数的变化引起

的压力脉动现象，与电路产生的频率信号自激振荡

现象非常相似，因此可以利用电子电路与热力回路

的 相 似 性 ，通 过 类 比 方 法 对 压 力 脉 动 信 号 进 行

分析。

Fig. 5 Schematic diagram of oxygen thermal characteristics

Fig. 4 Topology analysis of heat exch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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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德波振荡电路是一种典型的非线性模型，其

结构如图 6（a）所示，它由一个电感元件和一个电

容元件并联构成回路，电路中电流与电压如图 6（b）
所示。

将流体的压差与电路的电压比拟，将流体体积

流量与电路的电流比拟，并在此基础上定义流体的

流阻、流感与流容，分别与电阻、电感与电容对应。

比拟后的流体网络可以转化为电路网络，并利用电

路相关方法进行分析。对于氧换热器而言，在螺旋

管中产生两相流相对于引入了压力脉动源，在比拟

电路中通过加入电压源进行模拟。最终将换热器

转化为对应的模拟电路，结果如图 7所示。利用

Matlab的 Simulink模块可以进行电路非稳态仿真，

调 整 相 关 参 数 即 可 得 到 出 入 口 等 效 压 力 脉 动

情况。

3 结果与讨论

3.1 CFD计算

3.1.1 燃气侧换热

对燃气侧进行仿真计算。由于燃气侧整体结构

较为规则，取换热器中心截面采用二维网格进行计

算。其网格如图 8所示，计算结果如图 9所示。

由于 Nu = hl
λ
，利用仿真计算结果进行拟合（图

10），可以得到拟合公式为

Nu = 0.03584Re0.8788 （8）
仿真计算的拟合结果与不同长度螺旋管的试验

结果比较，如图 11所示。可以看出通过仿真拟合得

到的 Nu、Re关系式与试验结果吻合得较好。

3.1.2 螺旋管侧换热

将螺旋管整体分为一级汇总管、二级汇总管、圆

管三段进行仿真分析。由于汇总管结构较复杂，采

用三维模型进行仿真计算，其网格如图 12所示。

通过仿真计算结果，拟合得到进出口汇总管的

压降损失因子如图 13所示。

各段的压降损失因子可以表示为

f in,1 = 1.55 + 1337 ·f ' = 1.55 + 19f ' （9）
fout,1 = 1.94 + 1337 ·f ' = 1.94 + 19f ' （10）
f in,2 = 1.73 + 21910 ·f ' = 1.73 + 22f ' （11）
fout,2 = 2.16 + 21910 ·f ' = 2.16 + 22f ' （12）

式中下标 1，2分别表示一、二级汇总管。

f '为沿程摩擦损失因子，可以利用科尔布鲁克

（Colebrook）公式［18］确定

1
f' = -2lg ( Δ/d3.7 + 2.51

Re f' ) （13）

Fig. 7 Analog circuit diagram of oxygen heat exchanger

Fig. 6 VanDerPol self-oscillation circ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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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管段的传热特性可以利用 Gnielinski公式［19］

确定

Nu = ( )f 8 ( )Re - 1000 Pr

1 + 12.7 f 8 ( )Pr2 3 - 1 （14）

圆管段的形状较规则，其局部损失系数 ζ可以表

征为

ζ = é
ë
êê0.131 + 0.163( dR )

3.5ù

û
úú
θ
90° （15）

式中 d为圆管的直径，R为圆管的弯曲半径。

圆管段的传热特性利用 CFD结果拟合，如图 14
所示，得到拟合公式见下式，至此，螺旋管整体各段

的传热特性、流阻特性可以完全确定。

Nu = 0.04Re0.8Pr0.5 （16）
3.1.3 换热器整体稳态换热

利用 CFD仿真得到的燃气侧、螺旋管侧换热与

Fig. 10 Nu number fitting by simulation calculation

Fig. 12 Mesh of spiral side

Fig. 13 Pressure loss factor of collector

Fig. 11 Comparison of simulation results and test results

Fig. 8 Mesh of gas-side

Fig. 9 Simulation of temperature for gas-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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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阻特性，编写数值计算程序，对完整螺旋管换热进

行计算，并与试验结果比较，如表 1所示，表中第 1列
为试验工况编号，可以看出，数值计算得到的氧侧出

口温度误差均在 5%以内，压力误差最大为 5.32%，可

以认为数值计算的结果较为准确，可以用于后续计

算。通过数值计算可以得到换热器螺旋管内压力、

温度及各项热力参数随管程的变化趋势。典型工况

的图像如图 15所示。

将数值计算得到的螺旋管圆管段内平均压力与

试验脉动情况比较，如表 2所示。压力脉动情况以压

力的波动幅值与稳态值比较得到，当波动值小于 1%
时，认为无脉动；波动值在 1%~10%内，认为有弱脉

动；大于 10%为强脉动。

将各工况数值计算数据与氧的相图进行比较，

如图 16所示。可以看出，换热器的脉动强弱与换热

器内液氧压力有相关性，压力越低则脉动越强。其

中 11a-3，11a-6两工况的工作压力接近氧的两相区，

其试验压力脉动也较强。可以认为，在液氧压力较

低时，由于进入两相区发生剧烈密度变化，进而导致

压力脉动。

通过 CFD仿真计算得到换热器燃气侧、螺旋管

侧的换热、流阻关系式，并进行数值计算，结果与试

验数据吻合得较好，可以用来计算换热器热力参数。

利用数值计算结果得到各工况螺旋管内氧的压力变

化，可以看出当压力较低时，脉动较大。比较各工况

下螺旋管沿程压力与氧相图可以发现，压力较低的

工况距离氧两相区较近，初步判断当换热器内液氧

压力接近临界压力时，可能进入两相区，引起密度剧

Table 1 Calculation results of steady-state heat transfer of heat exchanger

Code of test

10a-10
10a-11
11-1
11a-5
11a-6
11a-7
11a-8
11a-3
11a-4
11a-9

Length of spiral
pipe section/mm

4500
4500
4500
3080
3080
3080
3080
2590
2590
2590

Inlet of oxygen

Temperature/K

117
110
137
113
104
116
106
111
109
105

Pressure/
MPa
6.97
6.73
7.00
5.92
5.27
6.28
6.2
5.22
5.68
6.21

Outlet of oxygen
Temperature/K

Test
value
504
519
516
420
378
419
384
349
369
378

Calculated
value
494
499
500
407
363
410
378
347
357
360

Deviation/%
1.98
3.85
3.10
3.10
3.97
2.15
1.56
0.57
3.25
4.76

Pressure/MPa
Test
value
4.73
4.58
4.71
4.26
3.81
4.53
4.74
3.74
4.03
4.70

Calculated
value
4.81
4.67
4.68
4.28
3.89
4.53
4.75
3.88
4.21
4.95

Deviation/%
1.69
1.96
0.64
0.47
2.10
0
0.21
3.74
4.46
5.32

Fig. 14 Nu number fitting of circular pipe segment

Fig. 15 Numerical figure of heat exch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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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变化，导致进出口压力波动。

3.2 瞬态分析

3.2.1 试验数据分析

换热器试验中压力脉动较大的试验 11a-3时域

信号如图 17所示。

选取时域信号中量级较稳定的一段入口压力进

行频率域功率谱密度分析，结果如图 18所示。可以看

出换热器入口压力能量主要集中在低频 0~10Hz内。

对换热器出入口压力进行互相关分析，结果如图 19

所示。可以看出在 4.2Hz处有较大相关性，因此该工

况的相变频率可能为 4.2Hz。

对换热器入口压力进行非线性分析，其重构吸

引子轨迹图如图 20所示。压力脉动信号的吸引子呈

现明显的分形结构，说明该换热器系统属于非线性

系统，具有混沌特征。对吸引子轨迹进行关联维度

分析，其结果如图 21所示。可以看出关联维数 D2=
5.17，进一步说明该状态下系统属于混沌状态。分析

Fig. 16 Test data and oxygen phase diagram
Fig. 19 Cross-correlation analysis of inlet and outlet

pressure in test 11a-3

Table 2 Comparison of pulsation between simulation and

test

Code of test
10a-10
10a-11
11-1
11a-5
11a-6
11a-7
11a-8
11a-3
11a-4
11a-9

Pressure/MPa
6.92
6.68
6.95
6.14
5.21
6.21
6.14
5.16
5.62
6.15

Pulsation level
None
None
None
Weak
Strong
Weak
None
Strong
Weak
Weak Fig. 18 Power spectral density of inlet pressure in test 11a-3

Fig. 20 Attractor trajectory diagram of inlet pressure in

test 11a-3

Fig. 17 Time domain signal of test 11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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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热器各个试验状态下（不同管长）入口压力与 Kol⁃
mogrov熵的关系，如图 22所示。其中压力脉动最强

烈的 11a-3工况与 11a-6工况的 Kolmogrov熵最大，分

别为 8.59与 9.10，说明这两个工况的混沌程度较大。

3.2.2 两相流瞬态数值仿真

利用两相流瞬态数值仿真，针对 11a-3工况进行

计算，结果如图 23所示。可以看出，两相流瞬态数值

仿真能捕捉到换热器出入口的压力脉动。入口压力

脉动试验值约为 4.5~6.5MPa，仿真值约为 4.5~7MPa；
出口压力脉动试验值约为 3~4.5MPa，仿真值约为

3.2~3.8MPa。振幅的量级基本相当。但频率特性存

在一定误差。

造成频率特性误差的主要原因为数值仿真中做

出了以下假设：

（1）换热器中爆发区的位置不随时间变化，且相

变段长度不变；

（2）压力爆发指数 n保持恒定；

（3）各部分流阻系数恒定。

实际相变过程较复杂，爆发区位置、长度以及各

部分的流体参数均可能随时间发生变化，且仿真计

算忽略了系统内管路自身振荡、流量分配不均匀等

额外因素，所以数值仿真难以精确捕捉压力脉动的

频率特性，但可以准确获得振荡的幅值特性，可以用

于换热器稳定性预示。

3.2.3 两相流类比方法仿真

利用电路类比方法对另一脉动较强的工况 11a-
6进行仿真分析，其结果如图 24所示。可以看出入口

压力脉动振幅试验值约为 4.6~6.6MPa，仿真值约为

4~6.5MPa；出口压力脉动试验值约为 3~4.6MPa，仿真

值约为 3~4.5MPa。仿真结果与试验结果在幅值特性

Fig. 24 Comparison of results of analogy methods

Fig. 23 Two-phase flow transient simulation

Fig. 21 Attractor correlation dimension in test 11a-3

Fig. 22 Kolmogrov entropy and inlet pressure of different

tube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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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吻合得较好，电路比拟方法可以用于捕捉换热器

压力脉动的幅值特性。

通过瞬态分析可以看出，氧换热器发生压力脉

动时主要为 5Hz以下低频脉动，该脉动频率可能和氧

换热器内氧相变频率有关。利用瞬态分析可以看

出，两相流可以导致换热器内介质出现压力脉动。

3.3 改进措施

通过电路类比的仿真结果，可以在换热器出口

增加蓄能器，作为脉动、冲击的吸收器。

在现有换热器结构的出口增加蓄能器，得到的

压力脉动情况如图 25所示。可以看出，蓄能器有效

减弱了换热器进出口压力脉动，可以作为改善换热

器工作情况的方案之一。但当换热器工作在两相区

时换热特性复杂，换热器关键参数难以保证，因此考

虑调整换热器参数，使换热器工况远离两相流区。

在换热器出口设置限流装置，可以提高换热器

额定工作压力，使其工作时远离两相区。针对这种

改进措施进行了验证试验，结果如图 26所示。改进

后换热器入口压力提升至 7MPa左右，出口压力稳定

在 5.5MPa左右，压力脉动在 1%以内，该改进措施有

效，换热器脉动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4 结 论

本文以氢氧液体火箭发动机氧换热器为研究对

象，对其进行了稳态换热计算、瞬态换热计算及非线

性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通过 CFD仿真计算修正了氧换热器各环节

的换热系数与流阻系数，所得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

吻合较好，可用于换热器数据计算。

（2）稳态计算发现换热器工作时氧介质压力较

低，距离两相区较近，发生相变是导致换热器进出口

压力脉动的原因。

（3）对换热器试验数据进行非线性分析，可知换

热器系统为典型非线性系统，压力脉动较大时非线

性程度更高。

（4）通过瞬态计算验证捕捉了两相流模式下换

热器的压力波动。

（5）通过改变换热器额定参数，使其工作点远离

两相区，可有效降低换热器压力脉动。

本文通过对换热器的工况点以及瞬态分析，判

断了相变是换热器产生压力脉动的原因，但所使用

分析方法较为初步，且瞬态分析未能准确捕捉压力

脉动的频率特性，后续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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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旋转圆盘的微沟槽减阻的作用机理，结合离心泵圆盘减阻问题，采用数值模拟的

方法对封闭腔体中旋转圆盘的流场进行了仿真计算，并对微沟槽减阻的效果和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计

算结果显示，较小的法向间隙和微沟槽都能够起到减阻作用，最大减阻率为13.1%。对壁面参数和流场

结构的分析表明，产生减阻效应的原因是法向间隙和微沟槽改变了局部涡的结构和位置，从而改变了湍

流强度和壁面旋转剪切应力分布，导致圆盘受到的扭矩减小。研究结果展示了旋转条件下微沟槽减阻效

应的作用机理，支持了微沟槽结构在离心泵等旋转机械中提高性能和降低能耗的应用。

关键词：离心泵；旋转圆盘；微沟槽；减阻；数值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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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stant Torque and Micro-Riblet Drag Reduction of
Enclosed Rotational Disks

LIANG Tong1，LI Jia-wen1，XU Yang2，CAI Guo-biao1
（1. School of Astronautics，Beihang University，Beijing 100191，China；

2.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Beihang University，Beijing 100191，China）

Abstract：Micro-riblet drag reduction has been gaining wild attention in aerospace and petroleum industry.
To reveal the mechanism of the micro-riblet drag reduction on rotating disk，numerical simulations on the flow
field of enclosed rotational disk are conducted. The numerical results show that smaller normal clearances and mi⁃
cro-riblets can reduce the resistance torque by a maximum of 13.1%. Further investigation of wall parameters and
flow field structures show that the resistance torque is reduced owing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urbulence intensity
and swirl wall shear stress caused by vortexes generated by riblet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mechanism of mi⁃
cro-riblet drag reduction on rotational condition supporting the application on rotating machineries to enhance
performances and to reduce energy loss.

Key words：Centrifugal pumps；Rotating disk；Micro-riblet；Drag reduction；Numerical simulation

1 引 言

离心泵是一种反击式水力机械，通过叶轮的转

动来提高流体的动能，进而通过扩压器将流体的动

能转化为压力能，达到泵送流体的目的。圆盘损失

是离心泵［1-2］机械损失的组成部分，指离心叶轮盖板

外侧及外缘与介质摩擦引起的损失。文献［3］中指

出，离心泵的圆盘损失占输入水力功率的比值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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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速有关，泵的比转速越低，泵的圆盘损失占输入水

力功率的比值越大，比转速小于 40的情况下，比值达

到了 20%以上。因此，降低离心泵圆盘损失对提高

液体火箭发动机性能具有重要的作用。

国内外对圆盘损失的计算和预估方法进行了大

量的理论和试验研究。Cochran［4］和 Kármán［5］分别利

用粘性流体力学基本方程组和数值计算方法，对层

流下不可压缩流体中的无限大自由旋转圆盘的扭矩

数值解进行了推导。关醒凡［3］和何希杰等［6］对圆盘

损失的经验计算公式进行了总结，并使用扭矩系数

CM来表示不同计算公式的差异，他们还提出了新的

低比转速离心泵圆盘损失计算公式。Nece等［7］通过

试验研究了扭矩系数与流体粘度、雷诺数等参数的

关系，得出了众多关系曲线。Daily等［8］还将轮盘与

内壁间二次流的边界层进行了分类，分别进行了理

论上和试验上的研究，得到了对应于不同情况下的

扭矩系数计算公式。

刘厚林等［9］基于 25台优秀离心泵的试验数据，

得到扭矩系数修正公式。骆大章等［10］同样选择了测

试泵，通过试验和回归分析得到了更适应国内水泵

设计制造水平的低比转速离心泵的扭矩系数，与实

际试验结果更加接近。钱晨［11］提出了考虑离心叶轮

泄漏的圆盘损失公式，并以此修正不考虑圆盘损失

的 CFD仿真结果，能够更准确地估算圆盘损失功率。

董玮等［12］也通过数值仿真方法，计算了离心泵的圆

盘损失，并与试验数据进行了比较，指出圆盘损失按

理论公式中，假设液体以 1/2叶轮旋转角速度绕泵轴

旋转的计算结果大于试验结果和数值计算结果。

另一方面，为了减少流动摩擦阻力对于能量的

消耗，通过对附面层施加影响来减小摩擦阻力的相

关研究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得到了持续发展。这

类方法主要通过影响附面层和外层流动的结构来实

现对摩擦阻力的控制和改善［13］。附面层减阻方法一

般可以分为两种：（1）通过在液体介质中加入减阻

剂，包括表面活性剂、纤维等高分子物质来降低阻

力，即主动（Active）减阻；（2）通过控制附面层来达到

减小阻力的目的，包括微结构、超疏水表面和其他一

些 改 变 固 -液 交 界 面 的 方 法 ，即 被 动（Passive）减

阻［14］。其中，微结构减阻具有工艺简单，不需要附属

系统和添加减阻剂等特点，得到了广泛的研究。

NASA的 Walsh等［15-17］在 20世纪 70年代最先研究了

平直流动下多种仿鲨鱼皮表面沟槽结构的减阻效

应。Walsh等通过对比不同尺寸和形状的沟槽结构

在水洞中产生的阻力，提出了无量纲宽度 S+和无量纲

高度 h+来表征微沟槽的结构特征，在其研究结果中，

此类微结构最大的减阻率能够达到约 8%，此时 S+=
15，h+=10。Walsh等的工作奠定了表面微结构减阻效

应研究的基础。

随着研究技术的进步，通过先进的试验技术和

数值模拟方法，研究者对表面微结构减阻的特性和

原理进行了深入研究。Yuji等［18］构造了平直流动下

的微沟槽结构，在三维粒子跟踪测速仪的辅助下，观

察了微沟槽附近流场的结构，流动的波动和雷诺剪

切应力在表面附近被减弱了，同时靠近沟槽顶部出

现了横向的二次流，这可能导致了减阻效应的产生。

Choi等［19］对微沟槽附近的湍流流动进行了直接的数

值模拟，提出微沟槽的高宽比应该被限制在某一个

范围内，否则减阻效应会恶化甚至消失。Goldstein
等［20］基于二次涡的相关知识对于微沟槽能够产生减

阻效应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通过数值模拟，讨论了

二次涡的特点和产生原因，认为微沟槽结构能够减

弱流动分离，从而起到减阻的作用。在工程应用中，

如飞机机翼上的一些试验性微沟槽结构也显示出了

一定的减阻效果［21-22］。

与此同时，与离心泵圆盘损失相关的微沟槽在

旋转条件下的减阻效应也得到了大量研究。 Zhao
等［23］通过建立旋转-静止盘仿真模型，分析了圆盘表

面的流场情况，并且分析了不同尺寸沟槽的减阻能

力。Wen等［24-25］采用试验和数值计算相结合的方式

对圆盘表面螺旋状微沟槽的减阻效应进行了研究。

他们认为微沟槽能够在沟槽底部形成一个相对速度

很低的区域，从而减小速度梯度、增加附面层厚度，

达到减阻的作用。随后他们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沟

槽截面的形状和对称性也会对减阻产生影响，甚至

出现增阻的情况。Watanabe等［26-27］研究了在相对封

闭的流体环境中带有螺旋形微沟槽的减阻性能，实

验中能够实现 11%~15%的减阻率。另外通过使用流

动可视化测量和速度测量技术，他们发现微沟槽能

够有效地抑制流动转捩和波动。Musaab等［28］制备了

多个带有圆周向肋条的圆盘，分析了不同形状的肋

条截面对于圆盘扭矩的影响情况。此外，商延赓

等［29］直接以离心叶轮为研究对象，分析研究了微沟

槽结构对于减少离心叶轮损失的作用。试验结果显

示，带有沟槽的叶轮的总效率相比光滑表面的叶轮

高 2%~3%。

表面微沟槽在旋转圆盘条件下的减阻能力已经

得到了证实，但是其减阻的机理，尤其是减阻效果与

表面参数和流场结构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充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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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而类似关系已在平直流动条件下被试验和数值

模拟结果所展现。本文通过数值模拟方法，对封闭

腔内旋转圆盘的扭矩以及微沟槽减阻效果进行分

析，参照平直流动下微沟槽减阻的分析方法，分析了

圆盘表面参数、流场结构与微沟槽结构之间的关系，

展现其关联性，以讨论旋转条件下微沟槽减阻的主

要原因。

2 数值计算模型及验证

2.1 微沟槽结构

文献中微沟槽的结构多样，如图 1所示，一般根

据截面形状进行区分，本文选择形状简单的等腰三

角形截面，截面结构如图 2所示，W和 H分别代表沟

槽宽度和高度。其尺寸参考文献［24，27-28］中的微

沟槽尺寸近似确定，即W=0.5mm，H分别为 0.25mm和

0.5mm。沟槽的走向方式主要有圆周走向［28］和螺旋

走向［27］两种，本文选用圆周走向的微沟槽，将计算域

简化为二维轴对称计算域。设计了两种大小的圆

盘，半径分别为 90mm和 65mm。

2.2 计算网格和模型

计算域和网格如图 3所示，为准确捕捉圆盘壁面

附近的壁面参数变化和流动结构，采用四边形网格

进行计算，并在壁面附近进行了适当加密，保证底层

网 格 y+<1。 为 研 究 圆 盘 法 向 间 隙 与 光 滑 圆 盘 扭

矩 和 微沟槽减阻效应之间的关系，建立了法向间

隙 为 4~40mm 的流域模型 ，包含小法向间隙到近

似自由边界的流场特性范围。选用常温下的水为

浸没 圆 盘的液体介质，其密度为 998kg/m3，运动粘

度 为 1.001×10-5m2/s。 圆 盘 旋 转 转 速 设 置 在 1000~
3000r/min。

为了验证网格无关性，采用法向间隙 S为 4mm

流域，针对 90mm半径的光滑圆盘和微沟槽圆盘，在

保证壁面法向尺寸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改变圆盘半

径方向的网格密度，分别生成了多种壁面网格尺寸

的网格，计算结果见表 1，可以看出，对于不同圆盘，

从 Coarse算例到 Middle算例，能够改变计算结果，证

明网格加密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从 Middle算例到

Fine算例，网格的加密对计算结果几乎没有影响。

综上，证明 Middle网格能够满足计算需求。

旋转圆盘流动中的雷诺数定义为

Re = ωR 2disk
ν

（1）
式中 ω表示圆盘旋转角速度，Rdisk表示圆盘半径，

ν表示流体的运动粘度。

根据文献［29］中的结果，当 Re>3×105时，流动

处 于完全湍流状态，计算中最低转速对应的 Re=
8.39×105，所以流动皆处在完全湍流状态。数值计算

湍流模型选用 SST k-ω模型，该模型结合了 k-ε模型

在远场计算中和标准 k-ω模型在近壁面计算中的优

势，适应性更好，能够满足本文对于近壁面剪切流动

引起的阻力扭矩的计算需求。选用的计算模型是典

型的稳态计算模型，为了保证计算的精确性，将残差

小于 10-4设置为判定条件，并且进行了多次重复计

算，得到的结果误差不超过 0.1‰，说明计算结果具有

很好的重复性，计算模型的选取是合理的。

2.3 数值计算模型验证

为了验证所选计算模型的准确性，进行了光滑

圆盘与非光滑圆盘在不同条件下的旋转扭矩试验。

试验装置和光滑圆盘如图 4所示，由驱动电机、扭矩

Fig. 1 Riblet structures of walsh

Fig. 2 Micro-riblet structure in this paper

Fig. 3 Computational domain and grid

Table 1 Grid independence (y+<1)

Disks and grids

Smooth disk

Riblet disk

Coarse
Middle
Fine
Coarse
Middle
Fine

Element number
7.80×104
1.18×105
2.00×105
2.03×105
3.50×105
4.70×105

Torque error/%
1.50
1.10
-
3.2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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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速传感器、水箱、数据采集和控制装置（DA&C）以

及支架等组成。驱动电机额定功率 5kW、额定转速

6000r/min，旋转圆盘在水中所受到的扭矩由转轴上

的扭矩转速传感器测得。水箱内径尺寸与数值计算

流域模型一致，法向间隙通过调整水箱及其盖板的

位置保证。试验得到的半径 90mm光滑圆盘在法向

间隙 S分别为 6mm和 40mm条件下，扭矩与仿真扭

矩随着旋转雷诺数的变化如图 5所示；另外，在 S=
100mm情况下，半径 65mm的光滑圆盘和非光滑圆

盘的扭矩随着雷诺数的变化如图 6所示，可以看出，

数值仿真得到的扭矩计算结果与试验测得的结果基

本一致，所选的数值仿真模型能够较好地预测旋转

圆盘所受到的阻力扭矩。考虑到结果分析的有效

性，后续选用扭矩较大的 90mm圆盘为对象开展减

阻效果的分析。

3 旋转扭矩和减阻率分析

3.1 光滑圆盘

光滑圆盘在不同法向间隙条件下的旋转扭矩系

数随着雷诺数变化的趋势如图 7所示。随着雷诺数

的增大，扭矩系数单调下降（同时扭矩呈现上升趋

势），而且呈现出与法向间隙较明显的相关关系：在

法向间隙 S=4mm情况下，扭矩系数最小，意味着对应

扭矩亦最小。扭矩与法向间隙大小的关系在图 8体
现更明显，在相同雷诺数下的圆盘扭矩随着法向间

隙增大呈现出了增大的趋势，而且在法向间隙 S=

10mm的条件下出现了增长放缓的情况，表明光滑旋

转圆盘的扭矩与法向间隙的大小存在明显的相关关

系。另外，在较大雷诺数的条件下，法向间隙增大引

起的扭矩增大更加明显。

3.2 微沟槽圆盘减阻率

带有微沟槽表面的圆盘和光滑圆盘在不同雷诺

数和法向间隙下的扭矩系数变化如图 9所示。在数

值模拟的计算范围内，相比于光滑表面，微沟槽结构

能够明显降低所受到的摩擦阻力扭矩，而且雷诺数

越高，减阻效果越明显。另外，微沟槽圆盘也表现出

Fig. 5 Comparison of experiment and simulation results of

90mm disks

Fig. 7 CM vs Re under different clearances

Fig. 4 RDA facility and smooth disk

Fig. 6 Comparison of experiment and simulation results of

65mm disks

Fig. 8 Torque vs clearance under different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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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与光滑圆盘所相似的扭矩系数与法向间隙大小的

关系，即较大的法向间隙产生了较大的扭矩系数，表

明微沟槽圆盘所受扭矩也同样受到法向间隙大小的

影响。图 10展示了微沟槽减阻率（DR）与法向间隙

大小和雷诺数的变化关系。减阻率随着法向间隙的

增大出现了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并且在 10mm法向

间隙下出现了减阻率的最小值约 1.9%。最大减阻率

出现在法向间隙为 40mm，即近似自由边界情况下，

为 13.1%。 而 且 较 高 的 雷 诺 数 下 ，减 阻 率 也 相 对

较高。

4 壁面参数和流场结构

4.1 壁面湍流强度

湍流强度是表征流动湍流发展程度的指标之

一，定义为脉动流速的均方根与时均流速的比值，一

般以大于 10%为高湍流强度，低于 1%为低湍流强

度。微沟槽被认为能够安定壁面附近的湍流，这一

作用能够通过比较不同表面的湍流强度分布得到体

现。图 11展示了在法向间隙分别为 4mm和 10mm条

件下，光滑圆盘和微沟槽圆盘表面湍流强度随着半

径的分布情况。在微沟槽圆盘上半径小于 50mm的

光滑区域中，湍流强度分布与光滑圆盘对应部分基

本一致，而在半径大于 50mm的区域，表面的微沟槽

明显抑制了湍流强度的发展，将光滑圆盘上相应区

域出现的高强度湍流转变为了低强度湍流，表明微

沟槽能够有效地抑制表面附近的湍流发展，减弱流

动速度的波动。另外对比相同雷诺数、不同法向间

隙大小情况下光滑圆盘的湍流强度分布可以看出，

10mm法向间隙下圆盘表面的湍流强度发展更迅速，

在圆盘边界达到的湍流强度峰值高于 4mm法向间隙

条件，此时圆盘受到的摩擦阻力扭矩也更大。

4.2 壁面旋转剪切应力

壁面旋转剪切应力是圆盘壁面在液体介质中受

到的流体剪切应力的周向分量，直接决定了阻力扭

矩的大小。图 12展示了光滑圆盘在 Re=8.39×105和
Re=2.52×106 情况下，光滑圆盘在法向间隙分别为

4mm和 10mm时的壁面旋转剪切应力随着半径的变

化曲线，图中负值表示应力方向与圆盘旋转方向相

反。从曲线中可以看出，在雷诺数相同的情况下，不

同法向间隙条件下的旋转剪切应力分布在半径小于

70mm时是相同的，而在半径大于 70mm后，较大法向

间隙条件下的旋转剪切应力逐渐变得比较小法向间

隙条件下更大，这导致在相同位置产生的剪切摩擦

Fig. 11 Turbulent intensity distributions

Fig. 9 CM under different Re, disks and clearances

Fig. 10 DR ratio vs clearance under different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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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更大，也就增大了圆盘受到的扭矩。

相同法向间隙下的不同圆盘的壁面旋转剪切应

力分布如图 13和图 14所示。在半径大于 50mm的区

域中，相比于光滑表面，微沟槽显著改变了壁面旋转

剪切应力分布，出现了不同于光滑表面单一负值应

力的正负值波动，且波动幅度明显大于光滑圆盘相

同位置的应力，同时波动范围随着雷诺数的增大而

增大。其中，产生正值应力的区域，即壁面旋转剪切

应力与圆盘旋转方向相同的区域，其所受到的流体

剪切力与圆盘旋转方向相同，具有减阻效果；而产生

较大负值应力的区域，产生了增阻效果。

为了更加明确地展现壁面旋转剪切应力对阻力

扭矩的影响，从而解释微沟槽结构产生减阻效应的

原因，本文将壁面旋转剪切应力对半径进行积分，得

到整个圆面所受到的力矩随着半径的变化。将圆面

分为宽度为 dR、半径为 R的微圆环，表面受到的壁面

旋转剪切应力为 τc，则微圆环受到的由流体剪切产生

的周向力为

dF c = τ·2πR·dR/ cos θ （2）
θ = tan-1 H

0.5W （3）
式中 θ表示微圆环与实际受剪切力的面之间的

夹角，对于光滑表面，θ=0°。
旋转圆盘从圆心到半径为 R1处所受到的阻力扭

矩积分可以表示为

T = ∫
0

R1

R·dF c （4）
图 15展示了不同条件下，积分力矩 T随着半径

的变化趋势。在半径小于 50mm的区域中，光滑圆盘

和微沟槽圆盘所受到的积分力矩几乎完全一致。而

在半径大于 50mm的区域中，微沟槽圆盘所受力矩的

增长速度开始减缓，在半径 70mm附近出现明显差

别，最终导致减阻。图 16对比了法向间隙为 4mm
时 ，Re=8.39×105 和 Re=2.52×106 两 个 情 况 下 ，半 径

50mm附近的阻力矩变化和壁面旋转剪切应力变化

情况。能够看出，微沟槽对于壁面剪切应力分布的

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的复合作用

使微沟槽表面壁面旋转剪切应力最终产生了宏观的

减阻效果。

（1）在微沟槽尖顶附近产生了较大的正值旋转

剪切应力，产生了与圆盘旋转方向相同的力矩，有减

阻作用。

（2）在微沟槽底部附近产生了较大的负值旋转

Fig. 12 Swirl wall shear stress distribution of smooth disks

Fig. 14 Swirl wall shear stress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clearances when Re=2.52×106

Fig. 13 Swirl wall shear stress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clearances when Re=8.3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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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切应力，产生了与圆盘旋转方向相反的力矩，有增

阻作用。

（3）在微沟槽的大部分坡面上产生了相比于光

滑表面更小的负值应力，产生了与圆盘旋转方向相

反的力矩，但比光滑表面更小，有减阻作用。

4.3 旋转圆盘表面流动结构

文献［8］中讨论了封闭腔体中旋转圆盘附近的

流场结构，以及不同法向间隙大小对于流场结构的

影响，而文献［18］则讨论了平直流动情况下微沟槽

近壁面流动结构与其减阻性能的关系。因此，本

文也通过分析旋转圆盘表面的流动结构，讨论其

对于旋转圆盘阻力扭矩以及微沟槽减阻效应的影

响。图 17展示了光滑圆盘在不同法向间隙下封闭腔

中的流线，由于圆盘旋转产生的离心运动和封闭腔

的阻碍作用，在圆盘附近出现了对称的循环流动，而

且此种流动的形态明显受到法向间隙大小的影响，

产生了不同形态和分布的涡，这种现象与文献［8］中

的实验结果相符。此外，涡流的强度随着圆盘旋转

线速度的增大而增大，在半径较大区域的流动明显

强于半径较小的区域。另外，流线明显开始密集的

区域（半径 70mm附近），也是圆盘表面旋转剪切应力

分布出现明显差别的位置，说明轴向涡流的存在能

够影响表面旋转剪切应力的分布，从而改变光滑圆

盘的阻力扭矩，在合适的条件下，就可以实现较小的

阻力扭矩。

另一方面，微沟槽结构的存在也会对表面的流

动结构产生影响。如图 18所示，左栏两图是微沟槽

圆盘在法向间隙分别为 4mm和 10mm下的局部流线

Fig. 15 Frictional torque variation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Fig. 16 Partial views of frictional torque and swirl wall shear stress (S=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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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右栏两图是同样位置光滑圆盘表面的局部流线

图。对比光滑圆盘表面平直的流线，由于流动的离

心运动和微沟槽的阻挡，在微沟槽的谷内形成了很

小的涡流，这些涡紧贴在沟槽表面，改变了表面流动

的方向。而且对比图 16中的旋转剪切应力变化规

律，可以发现产生负值应力较小和正值应力的区域

与涡流贴壁的位置高度重合，都出现在背向流动上

游的一侧，这进一步证明了涡流对于壁面剪切应力

的作用可能是微沟槽减阻效应的原因。文献［18］中

也 在 平 直 流 动 情 况 下 的 试 验 中 观 察 到 了 类 似 的

结果。

5 结 论

为了进一步了解离心泵圆盘损失的特点，同时

分析微沟槽减阻在封闭腔体旋转圆盘中减阻效应的

作用机理，本文通过数值方法，对封闭腔体内光滑圆

盘和微沟槽圆盘的旋转运动流场进行了仿真，得到

以下结论：

（1）对于光滑圆盘来说，不同的法向间隙能够对

阻力扭矩产生影响，较小的法向间隙能够降低阻力

扭矩。微沟槽结构能够明显降低旋转圆盘受到的阻

力，最大减阻率 13.1%。减阻率随着雷诺数的增大而

Fig. 17 Streamlines of smooth disks of different clearances

Fig. 18 Partial views of streamlines of different disks and clear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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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但是随着法向间隙变大呈现出先降低后升高

的趋势。同时，扭矩和减阻率体现出了与法向间隙

尺寸明显的相关性。

（2）微沟槽能够显著降低旋转圆盘表面的湍流

发展，将湍流限制在低强度（小于 1%）。另外壁面旋

转剪切应力的分布因不同法向间隙和微沟槽的存在

而发生变化，直接导致不同条件下圆盘的阻力扭矩

出现不同，以及微沟槽出现减阻效应。

（3）流场结构，尤其是流线和微沟槽中涡的形

态，与壁面旋转剪切应力的分布之间存在明显的相

关关系，即在不同圆盘的壁面旋转剪切应力出现明

显变化的位置，对应流线也出现了明显变化。对壁

面附近流动结构的改变可能是微沟槽减阻作用的主

要原因。

本文亦有一些仍待解决的问题。与文献中平直

流动下微沟槽减阻机理类似，旋转条件下的微沟槽

亦通过改变沟槽表面流动结构，即产生不同形态的

涡来产生减阻效应，但是涡的结构与平直流动下并

不完全相同，其异同需要进一步比较。而且由于旋

转圆盘表面流动随着半径有较大变化，不能直接套

用平直流动中的无量纲参数来表征微沟槽的尺寸特

征。另外，本文采用了二维轴对称模型和稳态算法，

旋转微沟槽的三维效应和瞬态变化没有在计算中得

到体现，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来更深入地揭示

非光滑表面减阻的现象和原理。最后，由于采用的

湍流模型与实际流动情况中的湍流存在一定的区

别，导致得到的扭矩计算结果与试验测得的结果有

一定偏差，不过所有计算的模型一致，对于减阻效应

的表现影响不大，但是对于减阻机理的影响还需要

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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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实现对不同工况下液体中心式同轴离心喷嘴液膜破碎特性的数值模拟研究，采用网格

自适应加密技术、耦合的 Level-set和Volume of Fluid（CLSVOF） 方法对气液界面进行捕捉，利用改进

延迟分离涡模拟 （IDDES） 方法模拟湍流。分析了液膜的破碎模式、喷雾锥角、破碎长度以及流场特

性。通过观察分析得到：随着气液相互作用的增强，液膜破碎模式依次经历主导表面波发展导致的液膜

破碎、Rayleigh-Taylor（R-T） 和Kelvin-Helmholtz（K-H） 不稳定性引起的液膜破碎，以及气动破碎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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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喷嘴是控制燃烧室性能最重要的部件之一［1］，其

雾化性能决定了液滴的雾化、蒸发以及燃料与氧化

剂的混合，并显著影响燃烧效率和相关排放［2］。离心

式喷嘴因其良好的雾化和点火性能、较宽的稳定燃

烧范围、结构简单且运行可靠等优势，广泛地应用在

液体火箭发动机、内燃机、航空发动机等领域［3-4］。锥

形液膜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向外扩展并在喷嘴下游形

成中心回流区，提高了燃料与氧化剂的混合和燃烧

效率，并提高了燃烧的稳定性［5］。

相比于离心式喷嘴，气液同轴离心式喷嘴中强

烈的气液相互作用显著增强了雾化特性，因此，气液

同轴离心式喷嘴在液体火箭发动机中运用更加频

繁［6］。例如，RL10-A、RD-57等型号的火箭发动机都

采用了液体中心式同轴离心（Liquid-Centered Swirl
Coaxial，LCSC）喷嘴，其原理如图 1所示［7］。然而，在

一些特定的几何结构和操作条件下，由于强烈的气

液相互作用，在 LCSC喷嘴中会出现自激振荡现象［8］。

近几十年来，针对 LCSC喷嘴喷雾特性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实验和理论方面。

在实验方面，Eskridge等［9］发现在同轴气流的作

用下的锥形液膜通过下游监测平面的质量流率脉动

频 率 减 小 ，而 在 最 高 气 体 速 度（37.5m/s）时 ，下 游

50mm平面的液相质量流率脉动现象消失。Eberhart
等［10-11］采用 X射线对 LCSC喷嘴的喷雾进行了测量，

发现当气流使喷雾锥角减小 50%时，液膜厚度增大

20%；并且发现在 LCSC喷嘴的致密喷雾中，X射线能

够更有效地测量液膜厚度。 Im等［7］发现 LCSC喷嘴

的喷雾锥角随气液动量通比量 MFR的增大而减小，

其喷雾形态与同轴剪切式喷嘴类似，LCSC喷嘴的径

向 SMD（Sauter Mean Diameter）分布呈现出典型的空

心锥形分布。杨立军等［12］对不同缩进时 LCSC喷嘴

的 SMD进行了实验研究，提出通过比较液膜角与缩

进角的相对大小，可将缩进室内的流动状态分为内

混流动、临界流动和外混流动，并发现当液膜角等于

或略大于缩进角时（即处于临界流动状态），液滴

SMD较小。田章福等［13］则发现喷嘴出口扩张能够改

善喷嘴的雾化性能；存在一个缩进长度，既能够改善

雾化特性，同时对总流量影响较小；在相同的条件

下，LCSC喷嘴的雾化性能优于气液同轴剪切式喷嘴。

Kang等［14］通过实验研究了气液质量流率比或简称气

液比（Gas-Liquid Ratio，GLR）对 LCSC喷嘴喷雾特性

的影响，通过对比分析不同工况下不同轴向位置的

液滴“粒径-速度”分布，将喷雾分为不同的区域：当

GLR较小时，将喷雾分为气体加速区和液膜破碎区；

当 GLR足够大时，将喷雾分为喷雾中心、强烈的气液

作用区和喷雾外围三个部分。GLR的增大使径向质

量流率分布更不均匀，但对液滴 SMD的径向分布有

积极影响，使径向 SMD分布由空心锥形变为倒“V”
形，再变为倾斜的“N”形。

在理论研究方面，Hu等［15］介绍了 LCSC喷嘴的参

数设计方法，并且通过冷流和点火实验验证了设计

方法的可靠性，可用于 LCSC喷嘴的流量计算和工程

设计。Fu等［16］理论分析了 LCSC喷嘴的动力学特性，

将 LCSC喷嘴分为缩进室和缩进室前的部分，并假设

液相与气相在缩进室内均匀分布，推导得到了喷嘴

出口质量流率振荡对入口压力振荡响应的传递函

数。分析得到质量流率、反压和几何特性数能够减

小出口质量流率振荡的幅值响应，混合比和缩进比

则能够增大出口质量流率振荡的幅值响应，但这些

参数对出口质量流率振荡的相频特性影响较小。康

忠涛等［17］推导并求解了同轴气体作用下锥形液膜的

色散方程，发现当环缝气流速度较小时，增大气体速

度使得液膜主导表面波频率和增长率降低，而破碎

时间延长破碎长度增大；当气体速度超过某个临界

值时，随着气体速度的增大，主导表面波频率和增长

率迅速提高，液膜破碎时间缩短破碎长度迅速减小。

尽管对 LCSC喷嘴的研究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

但是其雾化机理仍然不甚清晰。由于强烈的气液相

互作用，液膜往往被浓密的液滴所包围，导致难以通

过高分辨率摄影技术获得液膜破碎的清晰图像。通

过实验研究 LCSC喷嘴破碎机理 显然具有很大的难

度，因此，转而求助于数值模拟方法，希望从中有所

进展。

由于 LCSC喷嘴中涉及多相和多尺度的流动问

题，其雾化过程的仿真往往非常复杂［18］。本文基于

Fig. 1 Liquid-centered swirl coaxial injector[7]

1523



推 进 技 术 2021 年

CLSVOF方法、基于 SST（Shear-Stress Transport）k-ω

湍流模型的 IDDES（Improved Delayed Detached Eddy
Simulation）-SST模型，以及自适应网格细化技术，对

不同工况下的 LCSC喷嘴的液膜破碎特性进行了数

值模拟研究。

2 数学物理模型

本文对 LCSC喷嘴内部和外部流场的两相流动

进行三维数值模拟研究，通过求解三维 N-S方程和

CLSVOF方程模拟 LCSC喷嘴的瞬态喷注雾化过程。

采用黏性不可压缩的水和理想空气为模拟工质。

CLSVOF方法已在文献［18］中详细阐述。

2.1 IDDES-SST模型

DES（Detached Eddy Simulation）模 型 是 一 种 将

RANS（Reynolds Average Navier-Stockes）和 LES（Large
Eddy Simulation）结合的湍流模型［19］。Davidson［20］和
Shur等［21］先后对其进行了改进，得到了 IDDES模型。

在本文所用到的 IDDES-SST模型中，利用 SST k-ω模

型模拟喷嘴内的附面层流动，利用 LES模型模拟喷嘴

外部湍流。相比于 LES模型，IDDES-SST模型能够显

著地节约计算资源；而相比于 RANS模型，其又能够

提高对湍流的模拟精度（对湍流的模拟精度接近 LES
模型［22］）。

在 SST k-ω模型的基础上，IDDES-SST模型的控

制方程为［23-24］

∂ρk
∂t + ∇∙(ρUk) = ∇∙[ (μ + σ k μ t) ∇k ] + P k - ρ k3

l IDDES
（1）

∂ρω
∂t + ∇∙(ρUω) = ∇∙[ (μ + σω μ t) ∇ω ] +
2 (1 - F 1 ) ρσω2

∇k∙∇ω
ω

+ α ρ
μ t
P k - βρω2 （2）

式中 U为速度，ρ为密度，μ为动力黏度。

湍流黏性系数 μ t定义为

μ t = ρ a1 k
max (a1∙ω, F 2∙S ) （3）

F1和 F2定义为

F 1 = tanh { [ min (max ( k
Cµωdw

, 500ν
d2wω ) , 4ρσω2 k

Ckω d2w ) ]4}（4）
F 2 = tanh { [ max ( 2 k

Cµωdw
, 500v
d2wω

) ]2} （5）
式中 dw表示到最近壁面的距离，Ckω定义如下

Ckω = max (2ρσω2
∇k∙∇ω
ω

, 10-10 ) （6）
在 SST k-ω模型中，为了防止在滞止区内形成湍

流，在控制方程中引入生成项 Pk，即

P k = min ( μ tS2 , 10∙Cµ ρkω ) （7）
IDDES长度尺度 lIDDES定义为

l IDDES = f ͂d∙(1 + fe)∙lRANS + (1 - f ͂d)∙lLES （8）
式中 f ͂d为经验混合函数［25］。

f ͂d = max { (1 - fdt) , fb} （9）
其中

ì

í

î

ï

ï
ïï

ï

ï
ïï

fdt = 1 - tanh [ (C dt1∙rdt )Cdt2 ]
rdt = ν t

κ2d2w 0.5 (S2 + Ω 2 )
fb = min { 2exp ( )-9α2 , 1.0 }
α = 0.25 - dw /hmax

（10）

式中 S和 Ω 分别为应变率张量和涡度张量的

大小。

fe为升降函数［25］，定义如下

fe = fe2∙max ( ( fe1 - 1.0) , 0 ) （11）
其中

ì

í

î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fe1 = {2∙exp ( )-11.09∙α2 ,α ≥ 0
2∙exp ( )-9.0∙α2 ,α < 0

fe2 = 1.0 - max ( )f t , f l
f t = tanh ( (C 2t∙rdt )3 )
f l = tanh ( ( )C 2l∙rdl 10 )
rdl = v

κ2d2w 0.5 (S2 + Ω 2 )

（12）

与 lIDDES类似，lLES和 lRANS分别为 LES长度尺度和

RANS长度尺度，定义如下

{ lLES = CDES∆lRANS = k
Cµω

（13）

其中

{CDES = CDES1∙F 1 + CDES2∙(1 - F 1 )∆ = min { Cwmax[ ]dw , hmax , hmax} （14）
式中 hmax为网格单元最大边长。

在简化的 IDDES模型中，将 fe设置为 0，则 IDDES
长度尺度 lIDDES简化为

l IDDES = f ͂d∙lRANS + (1 - f ͂d )∙lLES （15）
模型中常数的值如下［24］

Cµ = 0.09, κ = 0.41, a1 = 0.31, CDES1 = 0.78
CDES2 = 0.61, Cw = 0.15, C dt1 = 20, C dt2 = 3

C l = 5.0, C t = 1.87 （16）
常数 α，β，σk和 σω是根据 k-ε和 k-ω模型中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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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进行混合计算得到的，例如

α = α 1∙F 1 + α 2∙(1 - F 1 ) （17）
得到相关常数值如下

α 1 = 5/9, α 2 = 0.44
β1 = 0.075, β2 = 0.0802
σk1 = 0.85,σk2 = 1
σω1 = 0.5,σω2 = 0.856

（18）

2.2 喷嘴几何结构

LCSC喷嘴结构如图 2所示。LCSC喷嘴可分成

两部分：内喷嘴（即中心离心式喷嘴）和外喷嘴（即外

部环缝）。中心离心式喷嘴的旋流室中沿周向布置

四个切向入口，相邻切向入口间隔 90°。液体经切向

入口进入旋流室，分别流经旋流室、等直段和出口扩

张段，然后到达中心离心式喷嘴出口。液体在离心

力作用下形成锥形液膜，并在喷嘴中心形成气核。

气体经外部环缝沿轴向喷射形成高速气流，并与锥

形液膜发生强烈的气液相互作用，液膜迅速破碎成

液丝和大量液滴。本文仿真所用喷嘴与 Bai等［26］实

验中所用喷嘴构型一致，具体尺寸如表 1所示。

2.3 网格与边界条件

计算域网格及边界条件如图 3所示。计算域包

括中心离心式喷嘴、外围环缝和较大的自由流区域，

自由流区域轴向长度为 60mm。液相切向孔入口和

气相环缝入口均设置为质量流率入口，出口设置为

压力出口（101325Pa），喷嘴固体壁面设置为无滑移

的壁面边界，计算中不考虑重力的影响。

本文采用八叉树自适应网格细化方法，对气液

界面处的网格进行自适应加密。当液相体积分数

（α）的梯度满足 h | ∇α | > ε时，网格自动进行加密，h

为网格尺寸，ε为一个小量，在本文中设置为 0.05。
2.4 数值格式

压力与速度的耦合采用 PISO（Pressure-Implicit
Splitting of Operators）方 法 ，压 力 的 空 间 离 散 采 用

PRESTO格式，利用 Compressive格式构建气液界面，

动量的空间离散采用有限中心差分格式，能量的空

间离散采用二阶迎风格式。

2.5 模拟工况

模拟工况如表 2所示，共 8个工况，由 2个液相质

量流率工况（80g/s，150.9g/s）和 4个气相质量流率工

况（0g/s，2.5g/s，4.9g/s，7.2g/s）组合而成。表 2中 MFR=

Table 1 Geometrical parameters of the LCSC injector

Parameter
Dk/mm
Lk/mm
Dc/mm
Lc/mm
Ld/mm
Dg，or/mm
Dg，ir/mm
H/mm
Dt/mm
Rsw/mm
α/（°）
θt/（°）

Value
10.2
10.2
4.7
40
5
9
8
2.5
2
4
90
10

Fig. 2 Schematic of the LCSC injector

Fig. 3 Calculation domain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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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ρ gu2g ) / ( ρ lu2l )，u g 和 u l 分别为气相和液相的轴向速度

分量。

2.6 数据处理方法

本文中喷雾锥角的提取方法为：取 10幅喷雾瞬

时图像（每幅时间间隔 0.1ms），叠加后得到时均喷雾

图像，确定阈值，将时均喷雾图像二值化，由此得到

时均喷雾边界。参考文献［6］中测量喷雾锥角的方

法，如图 4所示，取喷嘴出口下游 D det 处的喷雾宽度

WSD，以及喷嘴出口喷雾宽度 WSE，由下式得到喷雾

锥角

β = 2arctan ( W SD - W SE
2D det

) （19）
在本文中，令 D det = 2D g，or。

目前研究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液膜破碎长度的定

义［27］：第一种将破碎长度定义为喷嘴出口至液膜首

次出现孔洞的位置的垂直距离；另一种为喷嘴出口

至液膜破碎成液滴的位置的垂直距离。本文选取第

一种液膜破碎长度的定义。在喷雾瞬时图像中可获

得某个时刻的破碎长度，但为了获得更准确的破碎

长度数据，对 10个瞬间提取到的破碎长度进行平均

处理，即可得到液膜的平均破碎长度。

2.7 网格无关性验证

使用三种不同密度的网格进行网格无关性验

证，三种网格初始网格量分别为 25万（粗网格）、38万
（中等网格）和 50万（细网格）。分别采用三种网格计

算 Case 7，得到喷雾模式如图 5所示。

计算表明：所选取的三种网格密度下喷雾锥轮

廓相似，随着网格密度的增大，捕捉到的表面波更加

细腻，下游液滴也更密集，但液膜破碎模式基本一

Fig. 5 Spray patterns from simulations in three different

grids (Case 7)

Table 2 Simulation conditions and parameters

Case
1
2
3
4
5
6
7
8

ṁ l/（g/s）
80
80
80
80
150.9
150.9
150.9
150.9

ṁ g/（g/s）
0
2.5
4.9
7.2
0
2.5
4.9
7.2

MFR

0
0.2844
1.0935
2.3523
0

0.0720
0.2767
0.5952

Fig. 4 Measurement of spray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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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粗网格与细网格模拟的瞬时喷雾锥角的相对误

差为 19.7%，中等网格与细网格模拟的瞬时喷雾锥角

的相对误差为 0.7%，且中等网格与细网格模拟的瞬

时喷雾锥角与实验结果（44.1°）［6］相差较小。尽管细

网格能够捕捉到更多下游液滴，但是本文只分析一

次雾化（即液膜破碎）过程。因此，考虑到平衡计算

精度与计算资源的消耗，选择中等网格进行本文的

数值模拟研究。

中等网格经三层网格自适应加密后，计算域网

格总量增至 500~1000万，网格最高分辨率达 15µm。

3 结果与讨论

3.1 液膜破碎模式

对表 2中 Case 1~8的数值模拟结果进行分析和

归类，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随着气体质量流率的增

大，气液相互作用逐渐增强，液膜破碎模式也随之分

为三类，即主导表面波发展导致的液膜破碎，R-T和

K-H不稳定性引起的液膜破碎，以及气动破碎模式。

不同工况时对应的液膜破碎模式如表 3所示。

3.1.1 主导表面波发展导致的液膜破碎

锥形液膜表面波包括正弦模式和曲张模式：当

液体喷注压降较低时，正弦模式表面波增长率大于

曲张模式，占主导地位；当液体喷注压降足够大时，

正弦模式和曲张模式表面波增长率非常接近，表面

波由二者共同主导［6］。

当气体质量流率为 0g/s时（Case 1和 5），主导表

面波的发展对液膜破碎起到主导作用。在离心力的

作用下，液膜向下游运动的过程中厚度逐渐变薄，并

最终形成孔洞，液膜破碎成液丝和大液滴，并在气动

力的作用下在下游继续二次破碎。如图 6为 Case 1
时液膜破碎细节，气液界面用液相体积分数为 0.25
的等值面表示［28］。过程 1表示液膜经过穿孔破碎成

液丝的过程：液膜由于离心力和气动力的作用产生

孔洞，且孔洞发展变大，最终破碎成液丝，脱离液膜。

过程 2表示液丝二次破碎成液滴的过程：液丝脱离液

膜后其直径是不均匀的，因此在向下游运动的过程

中，表面张力的作用使得液丝在颈部（较小直径处）

夹断［29］，并最终破碎成液滴。过程 3表示液滴聚合过

程：在液膜破碎过程中，破碎成的液滴和液丝的速度

并不是均匀的，因此速度快的液滴追赶上速度慢的

液滴，发生液滴间的聚合。

当气液相互作用较弱时（Case 6），主导表面波的

发展依然是液膜破碎的主要诱因，而环缝气流则能

够加速主导表面波的发展，从而促进液膜的破碎。

如图 7所示，当气体质量流率增加至 2.5g/s时（ṁ l=
150.9g/s），液膜表面波的发展被显著增强，环缝气流

促进了液膜的破碎。

对 Case 6时喷嘴出口下游 10mm轴向横截面上

的液相质量流率随时间变化的监测曲线进行快速傅

里叶变换（Fast Fourier Transform，FFT），得到频谱图

如图 8（a）所示。图 8（b）为康忠涛［6］理论推导得到的

液膜主导表面波频率随喷注压降变化的曲线，由此

可得 ṁ l=150.9g/s（Δp=0.506MPa）时的两种主导表面

波（正弦模式和曲张模式）频率分别为 2098Hz和
8951Hz。图 8中液相质量流率 FFT变换后的两个主

频分别为 3043Hz和 11663Hz。
康忠涛等［17］通过理论分析发现，当环缝气流速

度大于某个临界值（Δp=0.4MPa时，该值为 37.5m/s）
时，正弦模式表面波频率随气流速度增大而增高，曲

张模式表面波频率随气体速度增大而降低。因此，

11663Hz对应气流作用下的正弦模式表面波频率，

3043Hz对应气流作用下的曲张模式表面波频率。该

喷注压降下，正弦模式表面波占主导地位，其在环缝

Table 3 Break-up mode of simulation conditions

Break-up mode
Dominant surface wave
R-T and K-H instability

Air-blasting

Case
1，5，6
2，7
3，4，8

Fig. 7 Spray pattern in Case 6

Fig. 6 Break-up details of the liquid film in Ca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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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作用下频率增加，验证了 Case 6时环缝气流对主

导表面波发展的促进作用，且主导表面波对液膜的

破碎仍起主导作用。

3.1.2 R-T和 K-H不稳定性引起的液膜破碎

当气液相互作用较大时（Case 2和 7），环缝气流

对液膜的扰动足够强，使得主导表面波的发展对液

膜破碎的影响减弱，而环缝气流引起的液膜表面 R-T
和 K-H不稳定性对液膜破碎的作用增强。

观察发现，环缝气流导致液膜上游产生沿周向

的表面波。刘楠［30］通过数值模拟和理论计算得到，

圆柱射流在超声速气流中沿射流方向的表面波波动

机理是 R-T不稳定性，而沿展向的表面波波动机理

不是 R-T不稳定性，可能有 R-T不稳定性参与但并

不起主导作用。本文类比刘楠［30］的研究方法，将理

论计算得到的 R-T不稳定性波长与模拟得到的锥形

液膜沿周向分布的表面波波长相对比，验证 LCSC喷

嘴液膜沿周向的波动机理。

刘楠［30］推导得到 R-T表面波最大增长率波长公

式为

λR-T = 2π 3σ/ (a ( ρ l - ρ g ) ) （20）
按如图 9所示提取不同位置处液膜的轴向速度，

图中 β/2为喷雾半锥角。Point 1处的轴向加速度 a可由

点 1处的轴向速度 v1和点 2处的轴向速度 v2计算得到。

a = ( v22 - v21 ) / (2x ) （21）
式中 x为液膜的轴向位移。

分别计算喷嘴出口下游 2mm和 3.7mm处液膜的

轴向加速度。为了消除不同周向位置带来的影响，

沿周向相隔 90°（如图 9中的 Point 3，4）同样计算轴向

加速度，并计算得到平均加速度。计算结果如表 4
所示。

图 10为 Case 2时，喷雾出口下游 2mm和 3.7mm
处的轴向截面液体体积分数云图。分别取喷嘴出口

下游 2mm和 3.7mm轴向截面中的周向表面波，测量

其波长分别为 0.59mm和 0.89mm，与理论计算得到的

R-T不稳定波波长的相对误差分别为 2.3%和 30.9%，

即部分周向表面波波长与理论计算的 R-T不稳定波

波长相近，且随着喷雾向下游移动，波长逐渐偏离理

论计算的 R-T不稳定波波长。由图可得，喷雾周向

表面波非常复杂，波长并不均匀。这是因为液膜有

周向速度分量，相邻表面波之间相互干扰，导致周向

表面波波长分布不均匀。

液膜有周向速度，而高速气流无周向速度，因此

二者在周向相互剪切，所以周向表面波也有可能是

K-H不稳定导致的 K-H表面波。K-H波的波长可由

Fig. 8 Simulated and theoretical frequencies of the dominant surface wave

Table 4 Calculation results of acceleration and wavelength

vaxial/(m/s)
aaxial/(m/s2)
-a axial/(m/s2)
λR-T/mm

2mm downstream
Point 1, 2
9.0002
10.2965

25013.6032
26012.2485
0.5766

Point 3, 4
9.2309
10.5934

27010.8939

3.7mm downstream
Point 1, 2
11.9097
12.6525

18246.0248
18708.6812
0.6799

Point 3, 4
12.1736
12.9372

19171.3377

Fig. 9 Positions of the speed measurement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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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式计算得到［31］，计算得到 K-H波的波长为 2.41mm，

显然与图 10中模拟的周向表面波波长相差较大，所

以周向表面波不是 K-H波。因此，可得出结论：液膜

周向表面波的产生与 R-T不稳定性有关，且往下游

发展，R-T不稳定性的作用减弱。

λK - H = 4.51h (1 + 0.64We0.25l Re-0.5l ) ×
(1 + 0.65r0.35ρ Re-0.7l ) / (1 + 0.27We1.67g )0.6 （22）

式中 h为液膜厚度，rρ为液相密度和气相密度的

比值。

典型的 R-T和 K-H不稳定性引起的液膜破碎模

式如图 11所示（Case 7）。当环缝气流刚接触到锥形

液膜时，气流速度与液膜速度有一定夹角，此时液膜

受到环缝气流的挤压作用而发生变形。气液密度差

导致液膜沿周向产生 R-T不稳定性的作用［32］，R-T不
稳定性使液膜产生沿周向的表面波。环缝气流和锥

形液膜在撞击点之后速度间的夹角逐渐变为 0，气液

间的剪切作用导致的 K-H不稳定性开始占据主导地

位，而 R-T不稳定性的作用减弱。因此，在图 11中可

以观察到上游 R-T不稳定性引起的沿周向发展的表

面波，以及下游 K-H不稳定性导致的沿轴向发展的

表面波，轴向表面波发展到一定程度直接导致了液

膜的破碎。这也解释了随着向下游发展，周向表面

波波长与理论计算的 R-T不稳定波波长的偏差。

同时，由于液膜的旋转，该周向表面波呈现倾斜

的状态。参考文献［6］中喷嘴理论模型，计算可得喷

嘴出口周向速度与轴向速度之比为 0.60842，即理论

计算倾角为 31.3°。测量图 11中周向表面波的倾角

为 34.1°，与理论计算值相差较小，可以证明周向表面

波的倾斜是由液膜旋转导致的。

3.1.3 气动破碎模式

典型的气动破碎模式如图 12所示（Case 3和 4）。

当气液相互作用非常强时，液膜无法抵抗气流的扰

动，因此在喷出喷嘴后便迅速产生强烈且结构复杂

的表面波，表现为如图 12所示的喷嘴出口处液膜的

严重褶皱。同时，在气流的扰动下，表面波迅速发

展，导致液膜在喷嘴出口附近便迅速破碎成液丝和

液滴，此时的喷雾形态类似于同轴剪切式喷嘴的

喷雾［7］。

当气体质量流率由 4.9g/s增至 7.2g/s时，液膜的

破碎变得更加剧烈，并且气流从液膜表面剥离的细

小液滴在出口回流区的作用下被卷吸到喷嘴出口处，

在喷嘴出口处形成液滴的聚集。喷嘴出口密集的液

滴也会影响实验观测和数据采集，不利于对 LCSC喷

嘴液膜破碎特性的实验研究。同时，观察图 12，可得

出结论：当气体质量流率由 4.9g/s增至 7.2g/s后，气液

相互作用增大导致喷雾边界变得参差不齐，雾化效

果增强，液滴粒径变小，喷雾变得更加密集。

3.2 喷雾锥角和破碎长度

ṁ g=80g/s（Case 1~4）时，喷雾锥角和破碎长度随

GLR的变化如图 13所示，通过文献［6］中描述的利用

气液动量守恒的原理计算喷雾锥角的方法得到理论

喷雾锥角。

如图 13所示，理论喷雾锥角与模拟喷雾锥角随Fig. 11 Break-up details of the liquid film in Case 7

Fig. 12 Air-blasting breakup

Fig. 10 Volume fraction contours of water at different axial

positions downstream of the exit of the injector (C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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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R的变化趋势一致，随着 GLR的增大，喷雾锥角减

小，且当 GLR≥0.06时，喷雾锥角减小的趋势明显减

弱。当 GLR较小时（Case 1和 2），液膜破碎模式为主

导表面波或者 R-T和 K-H不稳定导致的波动破碎，

液相在喷出喷嘴后仍能在较长距离内保持液膜的形

态。环缝气流向液膜的动量传输使得喷雾锥角显著

减小。当 GLR较大时（Case 3和 4），液膜的破碎模式

变为气动破碎，液膜在出口下游很短的距离内便迅

速破碎成液滴和液丝。液滴和液丝对 GLR变化的敏

感度远不如液膜，因此，当 GLR≥0.06，即破碎模式为

气动破碎时，喷雾锥角减小的趋势明显减弱，与文献

［6］中观察到的现象一致。

类似的，破碎长度随着 GLR的增大而减小，且减

小的趋势逐渐减弱，尤其当 GLR≥0.06时，液膜破碎模

式变为气动破碎，液膜在出口附近迅速破碎，因此，

继续增大 GLR时破碎长度几乎不变。

ṁ g=150.9g/s（Case 5~8）时，喷雾锥角和破碎长度

随 GLR的变化如图 14所示，实验数据来自文献［6］。

随着 GLR的增大，喷雾锥角与破碎长度均减小，且模

拟得到的喷雾锥角随 GLR的变化趋势与实验数据一

致。由于液相动量较大，抵抗气流扰动的能力更强，

仅在 Case 8（气体质量流率最大）时液膜破碎模式才

转变为气动破碎模式，因此并没有出现与图 13中所

示的喷雾锥角减小趋势明显减弱的过程。

喷雾锥角和破碎长度受气液相互作用的影响，

而气液动量通量比MFR能够衡量气液相互作用的强

弱，因此，研究喷雾锥角和破碎长度随MFR的变化规

律具有重要意义。图 15为喷雾锥角 β和破碎长度 L

随 MFR变化的散点图。其中，为将喷雾锥角和破碎

长度无量纲化，分别用 tanβ和 L/h作为无量纲喷雾锥

角和破碎长度。h为液膜厚度，由 Bai等［33］归纳的带

出口扩张段的 LCSC喷嘴出口液膜厚度的经验公式

计算得到。

h = 0.051( D 0 ṁ l μ l
ρ l ∆p l )

0.136 （23）

由图 15可得，无量纲喷雾锥角和破碎长度均随

MFR的增大而减小，且减小的趋势越来越小，呈渐近

趋势。Jeon等［34］发现有缩进的气体中心式同轴离心

喷嘴无量纲破碎长度与 MFR-0.5成正比例关系，推测

LCSC 喷嘴的无量纲喷雾锥角和破碎长度同样与

MFR-A成正比例关系。因此，将 MFR=0的点剔除，并

对其他数据点进行拟合。如图 15所示，拟合得到的

tanβ和 L/h与MFR的定量关系为

tanβ = 0.5583MFR-0.335 （24）
L/h = 8.0596MFR-0.481 （25）

相关系数 R2 分别为 0.9868和 0.9849，即拟合的

曲线与数据点的相关程度较高，拟合效果较好。因

此，可得出 LCSC喷嘴的无量纲喷雾锥角和破碎长度

与 MFR之间的定性关系，即无量纲喷雾锥角和破碎

长度正比于 MFR-A。此规律可用于定性分析喷雾锥

角和破碎长度随喷注工况的变化规律，并指导 LCSC

Fig. 13 Spray angle and break-up length with GLR

(ṁ l=80g/s)

Fig. 14 Spray angle and break-up length with GLR

(ṁ l=150.9g/s)

Fig. 15 Dimensionless spray angle and break-up length

with M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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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嘴结构的设计与优化。

3.3 流场特性

图 16显示了不同液膜破碎模式时的喷雾场纵切

面上的液相体积分数云图和流线图。当液膜破碎模

式为主导表面波发展导致的液膜破碎时，如图 16（a）
所示，主要流动特征为在喷雾场较下游位置的液膜

内侧分布的大涡。因为液膜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向外

扩张，喷雾锥内体积增大，形成低压区，导致中心轴

附近空气向喷雾锥内回流，因此在液膜与轴线之间

形成回流区。与其他两种破碎模式的流场相比较可

得，此时该回流区更大，分布范围更广，这是因为此

时喷雾锥内外压差较小，空气没有足够的能量驱动，

无法迅速向喷雾锥内回流。当MFR较小时（Case 6），

较下游位置的液膜内侧仍然分布有大涡，与 Case 1和
5的主要流场特征一致，验证了 Case 6时液膜破碎同

样是由主导表面波发展所致。同时，由于环缝气流

的作用，气流在液膜破碎处穿透液膜并回流至喷雾

锥内，因此在较上游位置液膜破碎处的喷雾锥内侧

还会形成较小的涡，促进液膜破碎。

随着环缝气流的加入，由于液膜与环缝气流各

自的夹带作用，在内喷嘴与环缝出口之间的唇口

处，会产生两个方向相反的涡，二者相互作用，加速

液膜表面波的发展，如图 16（b）中局部放大图所

示。同时，在唇口下游还产生了新的涡，这是由表

面波对环缝气流的扰动导致的。此时液膜的破碎

模式为 R-T和 K-H不稳定性引起的破碎，主要流场

特性表现为：气液相互作用的加强使得液膜破碎长

度缩短，且在环缝气流的驱动下，液膜内侧的涡向

上游运动。

当 MFR足够大时（Case 3，4和 8），液膜破碎模式

变为气动破碎，如图 16（c）所示，强烈的气液相互作

用使流场变得非常复杂。主要流场特征表现为：不

仅在液膜破碎处的喷雾锥内侧产生涡，在下游二次

破碎区中气液相互作用依然十分强烈，破碎的液丝

和液滴对环缝气流产生扰动，生成更多混乱的涡

结构。

Fig. 16 Volume fraction contours of water and streamlines with break-up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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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本文利用 CLSVOF方法和网格自适应加密技术，

基于 IDDES对不同工况下的 LCSC喷嘴液膜破碎特

性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气液相互作用由弱到强，可将液膜破碎模式

分为三种：主导表面波发展导致的液膜破碎，R-T和

K-H不稳定性引起的液膜破碎，以及气动破碎。主

导表面波发展导致的液膜破碎中，环缝气流促进主

导表面波的发展，主导表面波对液膜破碎仍起主导

作用。R-T和 K-H不稳定性引起的液膜破碎中，在

气液撞击点附近 R-T不稳定性使液膜产生沿周向的

表面波，随着向下游气液间速度逐渐同向，R-T不稳

定性的作用减弱，K-H不稳定性的作用增强，使液膜

产生沿轴向的表面波，并最终导致液膜破碎。气动

破碎中，高速气流导致液膜在出口处迅速破碎，且继

续增大 ṁ g，喷雾锥角和破碎长度变化较小。

（2）喷雾锥角和破碎长度随MFR的增大而减小，

且减小的趋势越来越小，呈渐进趋势。对模拟数据

进行拟合，得到喷雾锥角与 MFR 的关系为：tanβ=
0.5583MFR-0.335，破 碎 长 度 与 MFR 的 关 系 为 ：L/h=
8.0596MFR-0.481。由于数据尚不充分，因此，上述拟合

式仅表示一种定性关系，即无量纲喷雾锥角与破碎

长度正比于MFR-A。

（3）主导表面波发展导致的液膜破碎时，喷雾锥

内有两处涡结构，分别由液膜向外扩张和环缝气流

导致。R-T和 K-H不稳定性引起的液膜破碎时，环

缝气流导致破碎长度缩短，涡结构显著向上游移动。

气动破碎模式时，分别在液膜破碎处的喷雾锥内和

下游二次雾化区产生复杂的涡结构。

目前只是初步开展了对 LCSC喷嘴液膜破碎特

性的仿真研究，未来将继续深入且系统地研究 LCSC
喷嘴的喷注雾化特性，定量分析无量纲喷雾锥角和

破碎长度与MFR之间的关系，用于验证本文的结论，

并指导发动机点火实验。

致 谢：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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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实现针栓喷注器中心推进剂偏转角的准确预测，基于流场分析建立了中心推进剂偏转

角理论模型。从动量守恒方程推导了中心推进剂偏转角公式，通过数值仿真和试验结果对其进行验证，

并分析了工况参数和结构参数对中心推进剂偏转角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理论模型预测值与数值仿真

和试验结果很好地吻合，套筒遮挡喷注面积对偏转角影响最大，在变推力时偏转角随着套筒遮挡喷注面

积增加而减小。喷注压降、中心筒壁厚和底部凹腔深度对中心偏转角影响很小，当套筒遮挡喷注面积一

定时，中心筒底部有凹腔的偏转角比没有凹腔的偏转角约大6°，该模型为针栓喷注器工程设计和进一步

精确计算变推力下的雾化角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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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Propellant Deflection Angle Model of Pintle Inj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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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boratory on Liquid Rocket Engine，Xi’an Aerospace Propulsion Institute，

Xi’an 71010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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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accurately predict the central propellant deflection angle of pintle injector，the theo⁃
retical model of central propellant deflection angle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flow field analysis. A central propel⁃
lant deflection angle formula was deduced from the momentum conservation equation，which was verified by nu⁃
merical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Moreover，the effects of structure parameters and working parame⁃
ters on the central propellant deflection angle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dicted values of the the⁃
oretical model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numer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injection area of sleeve
shielding has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the deflection angle of the central propellant. In the case of variable thrust，
the central deflection angle decreases as the injection area of sleeve shielding increases. Injection pressure drop，
wall thickness and cavity depth at the bottom of central cylinder have little effect on central deflection angle.
When the injection area of sleeve shielding is constant，the deflection angle with a cavity at bottom of the central
cylinder is about 6° larger than that without a cavity. This model can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engi⁃
neering design and the further accurate calculation of spray angle at variable thrust of pintle inj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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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载人航天和空间基础设施建设等太空探索计

划的驱动下，高性能、低成本和推力深度可调的变推

力液体火箭发动机已成为发动机技术的重要发展方

向。针栓喷注器可以方便地连续调节喷注面积，成

为实现液体火箭发动机推力深度可调的最佳选择［1］。

采用针栓喷注器的发动机通常只有一个喷嘴，且针

栓喷注器结构简单，相比采用成百上千个喷嘴的传

统发动机可以大大降低成本。由于针栓喷注器具有

独特的流场特征和喷注特性，在变推力时可以实现

很高的燃烧效率（96%~99%）和固有的燃烧稳定性，

这些优点极大地提高了火箭发动机的性能。针栓喷

注器外圈推进剂由喷注器壳体和套筒构成的环形喷

嘴，以轴向环形液膜的形式沿着套筒外壁流动。中

心路推进剂从套筒与针栓之间的中心通道进入喷注

器，在针栓端头内型面的作用下流动方向变为径向，

以环形液膜或射流束的形式喷入燃烧室，与外圈推

进剂发生撞击雾化，随后燃烧。针栓喷注器结构如

图 1所示。

20世纪 60年代，美国因登月计划对变推力发动

机进行了大量研究［2-3］，著名的阿波罗登月舱下降发

动机（LMDE）成功将 12名航天员送上月球，LDME推

力 变 比 为 10：1（4.67~46.7kN）。 由 LDME 衍 生 的

TR201发动机用于德尔它运载器的二级，具有 100%
的成功飞行率。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研制采用液

氧/煤油［4］、液氧/甲烷［5］等绿色无毒化推进剂的针栓

式发动机。美国航空航天局提出的推进和低温先进

发展（PCAD）计划中明确要求发展高性能低温变推

力火箭发动机［6］，研制了 LOX/LH2膨胀循环 TR202发
动机，推力为 7.1~38.8kN。TR-202喷注器结构如图 2
所示，该发动机研制工作还在进行中。为了进一步

降 低 成 本 ，研 制 了 2900kN 液 氢 液 氧 TR-106 发 动

机［7-9］，随后又提出 TR-107方案，采用 LOX/煤油（RP-
1）推进剂，推力为 4900kN补燃循环针栓发动机。目

前最具有代表性的是 Space X公司研制的 Merilin1D
发动机，地面推力约 845kN，燃烧效率在 0.98以上，推

质比约 180，用于猎鹰 9火箭并成功实现重复使用。

国内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进行针栓式发动机

的研究。目前唯一工程应用的变推力发动机为嫦娥

三号和嫦娥四号使用的 7.5kN下降级发动机［10-11］，发

动机推力变比 6.87：1（1.5~7.5kN），于 2013 年 12 月首

次作为嫦娥三号发动机圆满完成了嫦娥三号探测器

地月转移飞行的任务。2019年 1月成功助力嫦娥四

号探测器首次软着陆于月球背面。目前，我国开展了

深度变推力的电动泵压式针栓发动机研制工作［12］，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设计了一款基于机械定位双调系统

的气氧/煤油变推力火箭发动机［13］，推力变比为 15：1
（57.30~864.70N）。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掌握了针栓

发动机的设计方法，但基础理论研究尚不足，因此需

要对针栓喷注器结构参数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雾化角是一个十

分重要的参数，针栓喷注器外圈轴向推进剂和中心

径向推进剂相撞后会在燃烧室内产生两个回流区，

分别为上回流区和中心回流区，如图 3所示。由于针

栓喷注器流场结构的独特性，雾化角直接决定了流

场结构和液滴空间分布。国内外学者对针栓喷注器

雾化角进行了研究，Cheng等［14］建立了轴向缝/径向缝

型液液针栓喷注器雾化角预测理论模型，给出雾化

角理论公式为 β = arccos (1/ (1 + CTMR))，其中 CTMR 为

动量比。Son等［15］对轴向缝/径向缝型液态燃料中心

Fig. 2 Injector structure of TR-202[6]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pintle inj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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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的气液针栓喷注器雾化角进行研究，给出的动

量 比 和 韦 伯 数 对 雾 化 角 影 响 的 经 验 公 式 为 β =
38.86 (CTMR /We) -0.096。方昕昕等［16-17］对采用轴向缝 /径
向缝型液态燃料中心配置的气液针栓喷注器液膜破

碎过程进行分析，为使针栓喷注器有好的雾化效果，

喷注角度应尽量取大，在合理的动量比范围内径向

环缝应尽量取小。王凯等［18］研究了数值仿真中壁

面边界对雾化角的影响，指出两路推进剂均贴壁

或均无贴壁时雾化角较准确，仅一路推进剂贴壁

的结果误差较大。Blakely等［19］通过对多径向孔液

液针栓喷注器的试验结果拟合，给出雾化角公式为

β = C 1 tan-1 (C 2·CLMR)， 式 中 C 1 = 0.7 ± 0.05；
C 2 = 2.0 ± 0.5；CLMR 为局部动量比，CLMR = CTMR /CBF，
其中阻塞因子 CBF 定义为径向缝或所有孔的周向长

度与针栓周长之比。

综上所述，以前研究者们建立的雾化角理论模

型是在理想情况下轴向推进剂和径向推进剂垂直相

撞得到的雾化角，但针栓喷注器最大的特点是通过

调节套筒遮挡喷注面积达到推力深度可调，在调节

喷注面积时中心路推进剂不再是垂直射出，而是形

成了一定的偏转角。因此，以往的雾化角预测公式

只适合预测针栓喷注器喷注面积无遮挡（100%工况）

时的雾化角。为了获得针栓喷注器在变推力时任意

工况下的雾化角预测模型，本文首先建立针栓喷注

器大范围变推力时适用于所有工况的中心路推进剂

偏转角理论模型，并通过数值仿真与试验结果对偏

转角模型进行验证，分析结构参数和工况参数对中

心偏转角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中心推进

剂与轴向推进剂相撞得到的雾化角，才会得到适用

性广、准确性高的雾化角预测模型。

2 数学物理模型与试验系统介绍

2.1 中心推进剂偏转角理论模型

2.1.1 基本假设

根据中心流体流动物理过程建立如图 4所示的

理论模型，做出以下假设：

（1）流动过程是稳态，与流动时间无关。

（2）将中心路流体分为两个控制体，分别为控制

体 1和控制体 2，两个控制体界面为流线水平方向位

置，参考点是水平流线在喷嘴出口处的位置，即

α = 0，L = 0。
（3）控制体边界由针栓喷注器结构参数决定，忽

略涡流对控制体边界的影响。控制体 1的上边界由

中心筒壁厚 Tw和套筒遮挡喷注器出口距离 H sc决定，

即 α 1 = arctan (H sc /Tw)，控制体 2的下边界由针栓喷注

器中心筒底部凹腔深度 Tpc 和内径 R 1 决定，即 α 2 =
arctan (Tpc /R 1)。

（4）控制体 1和控制体 2在喷注器出口截面速度

均为 u。

（5）忽略体积力、表面张力、壁面对流体的摩擦

力及环境气体对流体表面的剪切阻力。

（6）液体无相变，不考虑传热。

（7）轴向动量和径向动量均守恒。

2.1.2 偏转角公式推导

对于控制体 1，α最大值为 α = α 1，对应的出口高

度 L = L1。对于控制体 2，α最大值为 α = α 2，对应的

出口高度 L = L2。对这两个点求差值，可得

L1 - L2
α 1 - α 2 =

L - L1
α - α 1 （1）

将 α = 0，L = 0代入上式，可得

α 1
L1
= α 2
L2

（2）

令
α 1
L1
= α 2
L2
= k，代入式（1），可得

α
L
= k （3）

Fig. 4 Schematic diagram of central propellant deflection

angle

Fig. 3 Flow field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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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任意 L处，α与 L的比例均为 k。对于控制体

1，在喷注器出口截面单位高度流量为

m 1 = ρuA = ρucosαwdL （4）
式中 ρ为中心路流体密度，u为出口截面速度，w

为径向孔宽度。

控制体 1的径向动量为

m 1 vx = ρuwcosαucosαdL = ρu2wcos2αdL （5）
控制体 1的轴向动量为

m 1 vy = ρuwcosαdLusinα = ρu2 wsinαcosαdL （6）
对控制体 1的径向动量积分

∫
0

y1

ρu2wcos2αdL （7）

将 L1 = α 1k 代入式（7），得

∫
0

y1

ρu2wcos2αdL = ∫
0

α1
ρu2wcos2α

k
dα = ρu2w

k ( α 12 + sin2α 14 )
（8）

对控制体 1的轴向动量积分，得

∫
0

y1

ρu2wsinαcosαdL = ∫
0

α1
ρu2wsinαcosα

k
dα = ρu2w

k
sin2α 1
2
（9）

式中 y1为 L1的高度，对于控制体 2，在喷注器出口

截面单位高度流量为

m 2 = ρuA = ρuwcosαdL （10）
同理，控制体 2径向动量和轴向动量分别为

m 2 vx = ρu2wcosαdLcosα = ρu2wcos2αdL （11）
m 2 vy = ρu2wcosαdLsinα = ρu2wsinαcosαdL（12）

分 别 对 控 制 体 2 的 径 向 动 量 和 轴 向 动 量 积

分，得

∫
0

y2

ρu2wcos2αdL = ∫
0

α2
ρu2wcos2α

k
dα = ρu2w

k ( α 22 + sin2α 24 )
（13）

∫
0

y0

ρu2wsinαcosαdL = ∫
0

α2
ρu2wsinαcosα

k
dα = ρu2w

k
sin2α 2
2

（14）
式中 y2为 L2的高度，因此，根据轴向动量和径向

动量守恒，偏转角为

tanθ =
ρu2w
k ( )α 1

2 + sin2α 14 + ρu2w
k ( )α 2

2 + sin2α 24
ρu2w
k

sin2α 1
2 - ρu2w

k
sin2α 2
2

=

2 ( )α 1 + α 2 + sin2α 1 + sin2α 2
2 ( )sin2α 1 - sin2α 2

（15）

2.2 数值方法与计算模型

2.2.1 控制方程

对于针栓喷注器，中心路流体流动为低速流，因

此液相与环境气体均可视为不可压流，在计算过程

中假定气液两相流动过程是等温的，且不考虑液相

蒸发过程，因此无需求解能量方程，求解两相流的流

动控制方程即可。

连续方程

∂-ρ
∂t +

∂
∂xi (

-ρ v i) = 0 （16）
动量方程

∂
∂t (

-ρ u i) + ∂
∂xj (

-ρ u ju i) = - ∂∂xi
-p + -μ ∇2u i +

-μ
3

∂2
∂xj∂xi u j + F͂

（17）
式中

-ρ为流体密度；
-μ为流体粘性；u i 为速度矢

量；F͂为源项。

由于忽略体积力，F͂为气液两相界面的表面张

力，可表示为

F͂ = σ
-ρ κ∇c͂

0.5( )ρ l + ρ g
（18）

式中 κ为气液界面的曲率；c͂为网格单元的液相

体积分数。

2.2.2 CLSVOF方法

采用经典的 CLSVOF（Couple Level-Set and VOF）
方法捕捉气液两相界面，CLSVOF方法是综合 VOF方

法和 Level-Set方法的优缺点，以克服 VOF方法在空

间上不连续和 Level-Set方法容易出现流体体积不守

恒的缺陷。耦合的 COSVOF方法用 Level-Set方法保

证对气液两相界面的连续捕捉及用 VOF方法保证最

小的质量损失。

2.2.3 湍流模型

湍流模型采用标准的 k-ε模型，湍动能 k输运方

程和湍流耗散率 ε方程分别为

∂
∂t (ρk) +

∂
∂xi (ρkui) =

∂
∂xj

é

ë
êê(μ + μ t

σ k ) ∂k∂xj ùûúú + G k + G b -
ρε - YM + Sk

（19）

∂
∂t (ρε) +

∂
∂xi (ρεui) =

∂
∂xj

é

ë
êê(μ + μ t

σ ε ) ∂ε∂xj ùûúú +
C 1ε

ε
k
(G k + C 3εG b) - C 2ε ρ ε

2

k
+ Sε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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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G k 为层流速度梯度产生的湍流动能；G b 为

浮力产生的湍流动能；YM 为可压缩修正项；C 1ε和 C 2ε
为经验常数，分别为 1.44和 1.92；由于忽略浮升力对

湍动能的影响，因此不考虑 C 3ε；σ k为湍动能，赋值为

1.0；σ ε为耗散率的 Prandtl数，赋值为 1.3。
2.2.4 计算模型

由于物理模型的流场具有对称性的特征，因此

数值仿真对物理模型的一半区域进行计算，将对称

面设置为对称面边界条件，计算域如图 5所示，图 5
（a）为计算域俯视图，图 5（b）为计算域中心截面图。

计算域为圆柱形，计算域直径 D 1 为 33mm，高 H d 为

25mm，套筒厚度 T s 为 0.5mm，通过改变中心筒外径

D 2、套筒遮挡喷嘴出口距离 H sc、针栓中心筒内通道缩

进长度 Tpc 分析结构参数对中心推进剂偏转角的影

响。流体入口采用压力入口边界，计算域外边界均

为压力出口边界，背压为大气环境。压力速度耦合

方法采用 SIMPLEC算法，压力离散法为 PRESTO方

法。计算时结构参数和工况参数如表 1所示。

2.2.5 网格划分

以算例 2为基准算例，计算网格如图 6所示。采

用三套网格进行无关性验证，网格数量分别为 Grid 1

（120万计算单元）、Grid 2（200万计算单元）、Grid 3
（280万计算单元）。本文只关注中心推进剂偏转角，

通过偏转角对比不同网格的计算结果，如图 7所示。

从仿真结果看，Grid 1与其它两套网格计算结果有略

微差别，而 Grid 2和 Grid 3计算的偏转角很接近。考

虑到计算资源，采用第二套网格进行数值计算。

2.3 试验系统及试验件

2.3.1 试验系统

试验系统包括供应系统、测量系统和台架系统，

Fig. 6 Numerical simulation computational domain

(Grid 1)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Fig. 5 Sketch map of computation zone

Table 1 Operation conditions

Cas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Hsc/mm
1.0
1.0
1.0
4.0
4.0
4.0
0.0
2.0
3.0
1.0
1.0
4.0
4.0
0.0
1.0
2.0
3.0
4.0
1.0
1.0
1.0
1.0
4.0
4.0
4.0
4.0

Lopen/mm
4.0
4.0
4.0
1.0
1.0
1.0
5.0
3.0
2.0
4.0
4.0
1.0
1.0
5.0
4.0
3.0
2.0
1.0
4.0
4.0
4.0
4.0
1.0
1.0
1.0
1.0

Tpc/mm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5
2.0
1.5
2.0
0.0
0.0
0.0
0.0
0.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Tw/mm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0.5
1.0
2.0
2.5
0.5
1.0
2.0
2.5

Δp/MPa
0.2
0.5
1.0
0.2
0.5
1.0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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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8所示。供应系统包括贮箱、高压气源、调节阀

等，测量系统包括流量计、压力机和数采柜等，台架

系统包括收集槽和支架组成。试验中采用常温的水

作为介质，使用 Phantom V12.1型号的高速相机拍摄

气液针栓喷注单元雾化过程，试验采用的拍摄速率

为 3kHz，图像像素分辨率为 1024×521，曝光时间为

15µs。

2.3.2 试验件

为了深入研究针栓喷注器结构参数对中心推进

剂偏转角的影响，试验件采用可局部更换套筒的方

案。图 9为采用的针栓喷注器中心筒结构示意图，试

验件由中心筒和套筒两部分组成。通过更换套筒调

节喷注面积。为了便于光学观测，在试验件上对称

设置两个矩形孔，宽为 0.5mm，高为 5mm，从侧面采用

高速摄影拍摄。

2.3.3 试验图像处理方法

试验中采用高速摄影拍摄喷雾图像，然而射流

流动过程是瞬态的。为了精确评估偏转角，对试验

拍摄的 500张图像求平均图像，测量平均图像的偏转

角。图 10（a）为试验拍摄的瞬态图像，图像处理过程

分为两步：（1）对原始瞬态图像进行增强处理后得到

增强图像，见 10（b）；（2）对 500张增强后的图像进行

平均处理，得到如图 10（c）所示的平均图像。然后在

平均图像上取射流边界测量偏转角，如图 11所示。

为了避免加工和测量误差，在图像上测量 θ1 和 θ2 两

个偏转角，最终结果取两个偏转角的平均值。

3 结果讨论与分析

3.1 喷注压降对偏转角的影响

图 12为偏转角随喷注压降变化曲线，随着喷注

压降的增加，偏转角均增大。喷注压降从 0.2MPa增
加到 1.0MPa，偏转角增大 ≤2°。理论模型中考虑了中

心推进剂的工况参数，但经推导后得到的公式只受

结构参数的影响，并且试验偏转角、数值计算偏转角

Fig. 10 Image processing

Fig. 7 Result of grid independent verification

Fig. 11 Deflection angle of experimental result

Fig. 9 Structure of central cylinder

Fig. 8 Spray experi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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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论模型可以很好地吻合，理论预测偏转角与试

验偏转角最大误差为 5.62%，数值计算偏转角与试验

偏转角最大误差为 2.64%，说明理论模型有一定的准

确性。通过数值计算结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不

论工况参数压降多大，喷注器出口中心截面上速度

均相等。图 13为 Case 4~Case 6的中心截面 r方向速

度 vr云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喷注压降只影响速度大

小，虽然喷注压降不同，但在出口截面上速度云图分

布相似，速度大小分布比例近似，同理，中心截面 z方

向速度分布比例也近似，因此偏转角受喷注压降影

响很小，主要受喷注器结构参数的影响。

3.2 套筒遮挡出口距离对偏转角的影响

针栓喷注器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保持喷注压降不

变，通过调节套筒遮挡喷嘴出口距离达到调节流量

的目的。对于针栓喷注器，当喷注器压降一定时，偏

转角随套筒遮挡喷嘴出口距离变化如图 14所示。从

图中可以看出，偏转角随着套筒遮挡出口距离增大

而减小。数值偏转角和试验偏转角与理论预测角符

合得较好，理论预测偏转角与试验偏转角最大误差

为 4.18%，数值计算偏转角与试验偏转角最大误差为

2.61%，数据的一致性说明偏转角主要是由套筒遮挡

出口距离决定。这是由于套筒内壁与喷注器出口通

道上壁面形成一个小凹腔，部分流体运动到喷嘴出

口后在套筒的作用下运动方向变为向下运动，套筒

起到导流作用，且套筒遮挡出口距离越大，有向下运

动趋势的流体也越多，因此流体向下的动量也越大，

偏转角也就越小，流线图如图 15所示。

3.3 中心筒壁厚对偏转角的影响

图 16为偏转角随针栓喷注器壁厚的变化曲线

图，对壁厚为 1.5~2.5mm的结构进行数值仿真和试

验，可以看出数值计算偏转角和试验偏转角吻合得

较好，最大误差为 3.99%。验证数值方法的准确性

后，对壁厚为 0.5mm和 1.0mm结构进行数值仿真。在

壁厚为 0.5～2.5mm内，偏转角随着喷注器壁厚增加

变化很小，偏转角变化<4°，说明壁厚对偏转角影响很

小。而理论预测偏转角却随着壁厚增加而增大，分

析理论预测偏转角与试验偏转角的误差，得到壁厚

为 0.5mm时最大误差为 14.55%，壁厚为 1.0～2.0mm
时最大误差为 5.47%，壁厚为 2.5mm时最大误差为

9.37%。当壁厚为 0.5mm和 2.5mm时偏转角误差较

大，对其进行分析。图 17给出了不同壁厚结构的液

束在喷出后距喷嘴出口 1.0~3.0mm的横截面图，图中

Δr为截面所在半径与喷嘴出口所在半径的差值。可

Fig. 12 Variation curves of deflection angle with pressure

drop

Fig. 13 Contour of velocity with different pressure drop

Fig. 14 Variation curves of deflection angle with sleeve

covering length of the injector 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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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当壁厚为 0.5mm时，液束喷出后液束上边缘向

液束两侧展开，液束截面形状为“T”形，液束控制体 1
和控制体 2有效撞击量减小。随着壁厚增加，液束上

边缘向两侧变形较小，液束控制体 1和控制体 2有效

撞击更多。理论模型中假设控制体 1和控制体 2全
部有效相撞，因此当壁厚为 0.5mm时，由于液束控制

体 1变形后与控制体 2撞击时轴向动量减小，使得试

验偏转角大于理论预测偏转角。图 18给出了不同壁

厚结构的中心截面体积分数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控

制体 2的流体在中心筒底部凹腔的作用下运动到喷

嘴出口通道有沿轴向向上的运动趋势，当壁厚为

0.5mm 时 ，流 体 在 喷 出 后 斜 向 上 运 动 ，当 壁 厚 为

1.5mm时，流体在喷注器出口通道内随着运动逐渐脱

离出口通道下壁面，但是随着壁厚的增加，由于出口

通道增长，控制体 1和控制体 2在出口通道内相互作

用增强，有向上运动趋势的控制体 2在出口通道内被

控制体 1逐渐挤压为水平方向，当壁厚 2.5mm时，控

制体 2贴着出口通道下壁面水平向外运动。因此在

壁厚为 2.5mm时，理论预测偏转角大于试验偏转角。

3.4 中心筒底部凹腔对偏转角的影响

图 19为喷注压降一定时，针栓喷注器中心筒底

部凹腔对偏转角的影响。从图中可以看出，偏转角

随着中心筒底部凹腔深度增加有增大的趋势。理论

值比试验值和数值计算值增幅较明显，这是由于理

论模型中控制体 2的边界受中心筒底部凹腔深度和

中心筒内径影响，因此随着中心筒底部凹腔深度增加，

控制体 2沿轴向向上的分动量增加，中心推进剂偏转

角也就越大。但控制体 2的轴向分动量在出口通道

内逐渐减弱，使得理论预测偏转角略大于试验偏转

角和数值计算偏转角，最大误差为 4.16%。在实际工

程应用中，中心筒底部凹腔深度通常<3mm，因此本

文的理论模型可为针栓喷注器设计提供参考。

Fig. 15 Streamline for different sleeve covering the length of the injector exit

Fig. 16 Variation curves of deflection angle with the wall

thickness of central cylinder

Fig. 17 Cross-section deformation process of liquid jet

Fig. 18 Streamline for different wall thickness of central

cyl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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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针栓喷注器中心筒底部没有缩进时，理论模

型只对控制体 1进行分析，控制体 1的上边界由套筒

遮挡喷注器出口距离和中心筒壁厚决定，理论模型

示意图如图 20所示。图 21为 Case 17的中心截面流

场流线图，可以看出理论模型中假设的流场流线和

数值计算结果中的流线分布很相似。因此，根据控

制体 1的轴向动量和径向动量得到偏转角公式为

tanθ =
ρu2w
k ( )α 1

2 + sin2α 14
ρu2w
k

sin2α 1
2

= 2α 1 + sin2α 12 sin2α 1 （21）

在分析喷注压降、套筒遮挡喷注器出口距离对

偏转角影响中，已通过试验验证了数值仿真结果的

准确性。为了分析中心筒底部没有缩进长度时套筒

遮挡喷注器出口距离对偏转角的影响，采用数值仿

真验证理论模型。图 22为中心筒底部无缩进时偏转

角随套筒遮挡喷注器出口距离变化曲线图。偏转角

随着套筒遮挡喷注器出口距离增加而减小，数值结

果与试验结果最大差为 5.53°，最大误差为 8.3%。当

中心筒底部无缩进时偏转角比有缩进时的偏转角小

6°左右，结果符合理论模型假设。

4 结 论

通过本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基于动量守恒假设，通过推导建立了针栓喷

注器中心推进剂偏转角理论模型，理论模型预测值

和数值仿真及试验结果吻合很好，为进一步建立适

用于针栓喷注器变推力时所有工况的雾化角理论模

型和工程设计提供参考。

（2）理论模型推导出的中心偏转角公式表明偏

转角由喷注器结构参数决定，与工况参数无关，喷注

压降对针栓喷注器中心偏转角影响很小。

（3）结构参数中套筒遮挡喷注出口距离对中心

偏转角影响最大，中心偏转角随着套筒遮挡喷注器

出口距离增加而减小。喷注器壁厚和中心筒底部凹

腔对偏转角影响很小。

（4）当套筒遮挡喷注器出口距离一定时，中心筒

底 部 有 凹 腔 的 偏 转 角 比 没 有 凹 腔 的 偏 转 角 大 6°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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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氧煤油补燃发动机泵间管路高温富氧燃气
掺混冷凝特性数值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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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液氧煤油补燃发动机液氧预压泵和主泵间管路富氧燃气掺混冷凝现象，建立了大过热

度下富氧燃气和液氧两相流动掺混冷凝特性的全三维数值仿真方法，并以常温制冷剂R123为工质，通

过气液掺混冷凝实验验证了数值仿真模型对管内两相流型和气液再液化性能的精确预测能力。仿真结果

表明：弯管段气液两相在离心力作用下发生横向相对流动，强化了相间热质交换；在较低的液体流速

（1m/s）下，气体水平注入管路后形成一个与气孔相连接的局部气腔，注气速率低于80m/s时，气腔一侧

贴在管路内壁上，注气速率超过100m/s后气腔脱离管路内壁面。气相在气腔下端被撕裂成离散的气泡，

随液体向下游流动并逐渐冷凝。在实际工况下管路的富氧燃气没有全部完成再液化过程，此时流体状态

会对液氧主泵造成气蚀影响。

关键词：补燃发动机；富氧燃气；掺混冷凝；大过热度；再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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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tudy on Mixing Condens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Temperature Oxygen Enriched Gas in Pipe Between Turbopump
for Liquid Oxygen/Kerosene Staged Combustion Cycle Eng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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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ing at mixing condensation phenomenon of high temperature oxygen enriched gas in a pipe
between a reloading pump and a main pump for liquid oxygen/kerosene staged combustion cycle engines，a full
three-dimension numerical calculation method on mixing condens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oxygen enriched ga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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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quid oxygen two phase-flow under large super-heat degree was developed. Experiment study of gas-liquid mix⁃
ing condensation with refrigerant R123 as working medium was conducted to verify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numerical model. Calculated results show that lateral relative flow of the gas-liquid two-phase occurs in the el⁃
bow section under the action of centrifugal force，which enhances the heat and mass transfer between the two
phases. Under lower liquid velocity of 1m/s，a local gas cavity connected with the gas hole is formed after the high
temperature oxygen enriched gas is injected into the pipe horizontally. When the gas injection rate is lower than
80m/s，one side of the gas cavity is attached to the inner wall of the pipe. When the gas injection rate exceeds
100m/s，the gas cavity could leave the inner wall of the pipe. The gas phase is torn into discrete bubbles at the
lower end of the gas cavity and it gradually condenses with the liquid flowing downstream. As a result，it is found
that the oxygen enriched gas in the outlet of pipe is not fully re-liquified in this actual working condition，and this
flow state may cause cavitation effect on the main liquid oxygen pump.

Key words：Staged combustion cycle engines；Oxygen enriched gas；Mixing condensation；Large super⁃
heat degree；Reliquification

1 引 言

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利用主涡轮后的高温

富氧燃气驱动氧预压涡轮，能有效提高推进剂供应

系统效率。但高温富氧燃气与液氧掺混后如不能及

时冷凝，主泵会发生汽蚀，影响主泵的正常工作。此

外，高温燃气掺混冷凝过程产生的压力脉动如果与

发动机或箭体发生耦合，会大幅降低发动机甚至整

箭的可靠性。因此，须对发动机氧预压泵和氧主泵

间管路高温富氧燃气与液氧的掺混特性开展研究，

提高发动机的工作可靠性。

以壁面开孔的方式将气体注入液体是一种常用

的气液掺混方法。为了产生尽可能小的气泡，往往

将气孔开在水平方向的管壁上，气体竖直向上注入

横向流动的液体中，而对液体竖直向下流动，气体横

向注入的情况研究较少。Nahra等［1-2］基于气泡在液

体流动中的受力情况构建了二维一阶段理论模型，

对微重力及常重力环境下液体错流中自水平壁面内

的小孔竖直向上进入的气泡生长过程进行了理论和

试验研究，预测了液体流速、气体流量和孔径对气泡

产生和脱离的影响，并分析了不同重力条件下气泡

的脱离机制和促使气泡脱离的主要受力。Bhunia
等［3］对液体顺流工况下的气泡进行了动力学分析，采

用一维两阶段理论模型对气泡的产生过程进行了预

测，并指出在顺流工况下，气泡受到的液体拖曳力和

惯性力方向会随气液相对速度的变化改变方向。

在上述气泡生长过程的理论分析中，气体均视

为不凝性气体，且不考虑气液相之间的换热。袁德

文等［4］和 Kim等［5］对竖直管路气液自下向上流动中

饱和气泡和过冷液体的相间冷凝换热进行了试验研

究，分别提出了气泡的冷凝换热关联式。

在上述分析中默认气体注入液体后能够产生离

散的气泡，但没有考虑气体流态的转变。Bai等［6］对

气体通过纵向单孔水平注入竖直向下流动的液体情

况进行了试验研究，观察了不同工况下的气体流态，

并分析了液体流速、气体流量和注射孔径对气泡生

成过程的影响。

在液氧管路中，高温氧气通过与过冷液氧进行

直接接触以实现冷凝。过热气体和过冷液体之间的

换热和冷凝也得到了相当广泛的研究［7-9］。Lim等［10］

对常压水平通道中顺流工况下的蒸汽-过冷水接触

冷凝进行了试验研究，并根据试验结果得到了平均

努塞尔数与蒸汽和水的雷诺数以及水的普朗特数之

间的关联式，获得了波纹状相界面流动工况下的平

均换热系数和冷凝率与入口条件和通道距离之间的

关系。

Issa等［11］对蒸汽气泡在竖直向上流动的过冷水

中的冷凝现象进行了试验研究。蒸汽通过三种不同

的喷嘴自竖直管路底部截面中心注入过冷水中，产

生了不同的气泡尺寸和流动工况。Uneo等［12］对单个

过热气泡在过冷液池中的冷凝和溃灭进行了试验研

究，并得到了气泡冷凝速率与蒸汽注射速度和液体

过冷度的关系。Lee等［13］对 FC-72工质在竖直管路

中向下流动冷凝过程进行了试验和数值研究，在试

验过程中测量了壁面热流和温度沿轴向的变化，并

获得了冷凝换热系数在轴向的分布规律。Tan等［14］

使用 VOF多相流模型对竖直流道中过冷流动沸腾蒸

汽气泡的冷凝特性进行了数值研究，并获得了与试

验结果相吻合的结果。Narayanan 等［15］使用两流体

两相模型数值研究了氧气在过冷液氧中注入冷凝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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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关联出了一套临界参数设计公式，比如总平均传

热系数和无量纲最大气相冷凝长度。

在上述分析中大多研究均采用简单几何结构，

且过热温差较小，没有考虑物性变化，而液氧煤油补

燃发动机泵间管路中富氧燃气在液氧内掺混冷凝过

程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热力过程，富氧燃气温度接近

500K，液氧温度才 92K，属于典型的大过热度掺混

冷凝过程，且掺混几何结构比较复杂，所以需要构

建合理的数值仿真模型，才能获得可靠的计算结

果，为泵间管路设计提供理论参考。因此，本文拟

采用全三维数值仿真技术，研究高温气体注入液氧

管路的两相流动与掺混冷凝特性，考虑富氧燃气大

过热度影响，建立富氧燃气在液氧中掺混冷凝的计

算方法与模型，揭示大温差带相变的热物理过程的

热质传递机理，获得高温燃气在液氧内的物理场

（速度场、压力场、温度场）分布特性及气液相分布

特征。

2 富氧燃气掺混冷凝模型与验证

2.1 泵间液氧管路结构

液氧煤油补燃发动机的泵间液氧管路结构如图

1所示，依次标记为入口段、竖管段、弯管段和横管

段。管路内径为 290mm，总长度为 0.7m。过冷液氧

从上游流道进入管路，高温富氧燃气则从管路外壁

均匀分布的 240个内径为 8mm的气孔注入管路，管路

出口与液氧主泵相连接。

2.2 气液两相流动模型

由于氧气与液氧的入口体积流量比值较大，气

体自进气孔注入管路后很可能在管路入口区域形成

射流或者连续气膜，另外由于管路的结构特征，气液

两相在弯管段和横管段均会在离心力或浮力的作用

下发生明显的分离，因此在泵间液氧管路中气体完

全冷凝之前的大部分区域内均会存在明显的气液相

界面。VOF模型是一种应用于固定欧拉网格上的表

面跟踪技术，常用于分层流、自由表面流、大气泡在

液体中的流动等存在明显的气液相界面，并且需要

对相界面进行追踪的流动传热过程的数值模拟中。

因此，考虑到管内可能出现明显的气液分布特性，本

文采用 VOF多相流模型进行气液两相流动仿真。在

VOF模型中，气液两相共用动量和能量方程，在计算

区域内的每一个计算单元中，通过求解由各相态的

体积分数方程（连续性方程）和统一的动量和能量方

程得到单元中的气液相体积分数、流速以及温度等

参数，再通过采用界面计算格式得到相界面所在各

单元中气液两相的分布情况，进而确定整个计算区

域内的相界面。

VOF模型中气液两相的连续性方程为

∂
∂t (α l ρ l ) + ∇·(α l ρ l v ) = S l （1）
∂
∂t (α g ρ g ) + ∇·(α g ρ g v ) = S g （2）

式中 α l和 α g分别为液相和气相的体积分数，Sl和

Sg分别为相间质量传递过程中液相和气相质量源项。

对于液氧泵间管路气液掺混过程，由于初始时刻管

路中充满液体，只需求解液相的连续性方程即可。

动量和能量方程分别为

∂
∂t (ρv) + ∇·(ρvv) = -∇p + ∇·(μ (∇v + ∇vT)) + ρg

（3）
∂
∂t ( ρe ) + ∇·( v ( ρe + p ) ) = ∇·( keff ∇T ) + Sh （4）

式中 Sh为相变过程中的体积能量源项。

各热物性参数均为气液两相的加权平均值，即

ρ = α l ρ l + α g ρ g （5）
μ = α l μ l + α g μ g （6）
k eff = α lk l + α g kg （7）
e = α l ρ l e l + α g ρ g eg

α l ρ l + α g ρ g （8）
2.3 可实现的k-ε湍流模型

考虑到液相本身存在的旋转以及气相可能出现

的射流，在对泵间液氧管路流动冷凝过程的计算中

采用可实现的（Realizable）k-ε模型求解湍流传输方

程，并在近壁面区域使用增强壁面处理方法进行壁

面和流体区域的连接。其湍流耗散率的传输方程是

由精确的均方根涡量脉动动力方程得到，因此该模

型满足雷诺应力的数学约束条件。湍流耗散率 e的

传输方程为

Fig. 1 Schematic of conveying pipe of liquid oxy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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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ρε )
∂t + div ( ρUε ) = div [ ( μ + μ t

σ ε
) gradε ] +

ρC 1ε
G k
μ
- ρC 2 ε2

k + vε
（9）

式中 C 1 = max é
ë
ê0.43， η

η + 5
ù

û
ú，η = k

ε
G k
μ

。

湍流粘性系数定义为

μ t = Cµ ρ ε
2

k
（10）

式中 Cµ是平均应变和旋转速率以及系统旋转角

速度、紊流脉动动能 k和耗散率 ε的函数。因此，与标

准 k-ε模型相比，可实现的 k-ε模型在射流和旋转流

动的预测上具有明显的优势。

2.4 仿真边界条件

为便于体现流体进入泵间管路时的流动方向，

将气体和液体入口均设置为速度入口边界，并分别

指定气液两相在管路入口处的温度以及在轴向、径

向和环向上的流速。由于主要关注的是气液两相之

间的流动、换热和相变行为，因此忽略外部环境的影

响，将管路壁面设置为绝热壁面，且流体在壁面处满

足无滑移条件。将管路出口设置为压力出口边界，

指定出口处的压力。管路边界条件具体参数如表 1
所示。

2.5 准稳态相变模型

在巨大的气液相间温差的驱动下，管内气体逐

渐降温并冷凝，同时与气相直接接触的局部液体会

升温并可能发生气化。假设气液相变为准稳态过

程，相界面温度为当地压力对应的饱和温度，采用自

定义的准稳态相变模型，通过质量和能量源项导入

计算模型中，对相变过程进行求解。相变模型中质

量和能量源项的计算式分别为

S l = r i,cα g ρ g T s - TT s
(T < T s )

- r i,eα l ρ l T - T sT s
(T > T s )

（11）

S g = - r i,cα g ρ g T s - TT s
(T < T s )

r i,eα l ρ l
T - T s
T s

(T > T s )
（12）

Sh = h fgS l （13）
式中 ri，c，ri，e为冷凝和蒸发过程相变强度系数；Ts

为饱和温度（K）；hfg为相变潜热（J/kg）。

2.6 掺混冷凝仿真求解方法

在液氧管路流动冷凝过程的仿真计算中，采用

Fluent求解器，使用 PISO（Pressure-implicit with split⁃
ting of operators）格式实现压力和速度的耦合，对于压

力项采用 PRESTO！（Pressure staggering option）格式

进行离散，为了获得准确的气液相界面，使用 Geo-
Reconstruct格式对体积分数项进行离散，其他项均采

用二阶迎风格式离散。为了保证计算的收敛，将各

变量的亚松弛因子设置在 0.2~0.5。通过监测控制方

程的残差判断每个时间步长内计算的收敛，相应的

收敛标准为：能量方程的残差降至 10-8以下，其他方

程残差降至 10-4以下。

在液氧管路内部流动冷凝过程中，由于管路整

体压力比较高，流动压降与管路出口压力相比不超

过 10%，因此在仿真计算中不考虑压力变化对流体物

性的影响，对于液体和气体的密度、导热系数、粘度

和比热均采用温度的分段线性函数进行计算。由于

液体温度变化较小（30~40K），分段函数的温度间隔

设置为 5K，而气体温度变化很大（300~400K），温度

间隔相应较大，取为 10K。
相变强度系数是求解相变问题过程中的一个关

键参数。文献［16］中指出，相变强度系数越大，可以

得到越合理的相界面局部温度分布和相间热质传递

速率，但是过大的相变强度系数也可能导致计算不

稳定甚至发散。

在计算中发现，相变强度系数的取值对管内流

动冷凝过程的数值计算表现出明显的影响。由于管

内液体过冷度较大，液体气化过程很微弱，因此气化

过程的相变强度系数取较小的值即可满足要求，在

计算过程中统一取为 1.0。而气体的冷凝过程比较剧

烈，若冷凝过程的相变强度系数取值过小，就会导致

计算中气体冷凝速率不足，进而导致管路中出现过

冷气体和低于当地饱和温度的气液相界面温度。随

Table 1 Boundary conditions of conveying pipe of liquid

oxygen

Parameter
Inlet flowrate of liquid/（kg/s）
Inlet temperature of liquid/K

Liquid velocity（axial，radial and tangential
directions）/（m/s）

Inlet flowrate of gas/（kg/s）
Inlet temperature of gas/K

Gas velocity（axial，radial and tangential
directions）/（m/s）

Absolute pressure at pipe outlet /MPa

Value
1166.0
91.8

12.9，-6.6，6.4
29.3
485.7

38.5，-143.6，0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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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冷凝强度系数的增大，计算中的气体冷凝速率相

应增大，气液相界面温度与当地饱和温度的差异减

小，计算结果逐渐接近实际情况。

2.7 富氧燃气掺混冷凝实验验证

2.7.1 网格划分与无关性验证

针对管路的入口段（包括部分竖管段）建立了两

相纯流动模型，如图 2所示。考虑到入口段的轴对称

性，对泵间管路入口段在环向上取整个管路的 1/12，
即 30°角度内包含的区域作为计算区域，建立三维网

格模型。在泵间管路入口段网格模型中，所有网格

均为六面体网格，管路中心区域最大网格尺寸为

2mm，管路外侧区域进气孔附近网格尺寸为 1mm，在

近壁面区域设置边界层，第一层网格厚度为 0.5mm，

网格总数为 49.69万。

泵间管路的全管路三维网格模型如图 3所示。

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管路模型中，使用进气环代替了

进气孔。

因此，可以在整条管路中使用六面体结构化网

格，进而提高网格整体质量，并降低网格数量，提高数

值计算的稳定性和速度。针对三种不同尺寸网格，数

值计算获得了关键截面温度，如图 4所示。计算发现

当泵间管路的网格数量达到 52.58万时，继续增大网

格数对管路关键截面温度的影响基本可忽略。

2.7.2 气液掺混冷凝实验验证

为了验证数值模型的精确度和可靠性，搭建了

一套大过热度下气液掺混冷凝的可视化实验系统，

其由液体循环回路、气体循环回路、可视化实验段和

测量系统等四个部分组成，实验系统示意图及实物

图分别如图 5和图 6所示。实验工质为制冷剂 R123，
液 态 工 质 储 罐 的 容 积 为 150L，液 体 管 路 内 径 为

80mm，液体循环泵的流量范围为 10~100m3/h。可视

化 流 动 通 道 总 长 度 为 1165mm，宽 80mm，厚 度 为

45mm。为了开展不同进气孔径和孔数的通气实验，

将进气室设计为可拆卸模块，通过螺栓与气体管路

进行连接。实验中共使用了三种进气室模块，气孔

参数（内径×数量）分别为 2mm×1，2mm×4和 1mm×4。
为了更精确地验证实际过程，该实验条件和气孔参

数均采用实际的操作工况。

Fig. 2 3D mesh model in inlet section of pipe between

pumps

Fig. 3 3D mesh model in pipe between pumps

Fig. 4 Grid independence analysis of 3D model of whole

pipe between pumps

Fig. 5 Schematic of experimental system of flow

condensation for gas-liquid two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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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流动通道内的气相分布情况以及由流场

仿真得到的相同工况下的气相分布情况如图 7所示。

对比发现，流场计算得到了与实验结果相同的气相

空间分布状态，气体入口流速 vg在 80m/s下形成的贴

壁气腔以及在 100m/s以上气腔与壁面的脱离均得到

了准确的预测。

不同实验工况的气体再液化长度仿真结果与实

验结果的对比如图 8所示，其中气孔参数 2mm×1为
Case 1，2mm×4为 Case 2，1mm×4为 Case 3，液体流速

1m/s保持不变，液体过冷度 5K，气体过热度 30K，入
口压力为 0.175MPa。可以看出，气体流动冷凝长度

的 仿 真 结 果 与 实 验 结 果 吻 合 较 好 。 在 气 体 流 速

120m/s实验工况中，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的最大偏

差为 6%。而在气体流速 40m/s和 80m/s工况中，在最

小进气流量下仿真结果与实验结果之间的差异较大

（约 18%），随着注气流量的增大，两者之间的偏差逐

渐减小。由此，本文建立的 CFD模型对管内气相冷

凝过程的预测精度得到了验证。

3 结果与讨论

3.1 管路入口段流场分布

泵间管路入口段的气液相分布如图 9所示。可

以看出，气相从管路外壁进气孔注入液氧管路后，在

过冷液氧强烈的轴向拖曳力和横向阻力作用下迅速

改变流动方向，贴着管路内壁向下游流动。起初每

一个进气孔处形成的气相流动类似于弯曲的连续射

流，在流动过程中相邻进气孔的气流在环向上发生

融合，最终形成连续的贴壁环向气膜，将液相包裹在

管路中心区域。由于泵间管路进气孔较多，进气孔间

气流的环向融合更为迅速和充分，因此，在所研究的

液氧管路上游，气液相的分布表现出明显的分层特征。

因此，通过仿真分析可知，液氧管路外壁离散分

布的进气孔对管内气液相空间分布状态的影响很有

限。为此，在对全管路内部气液流动冷凝过程的数

值计算中，可以将离散的进气孔替换为连续的进

气环。

Fig. 8 Comparison between experimental and calculating

results for gas re-liquification length in different conditions

Fig. 7 Comparison between experimental and calculating

results for gas phase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injecting

velocities

Fig. 6 Picture of experimental system of flow condensation

for gas-liquid two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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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全管路流场分布

由完整非稳态模型计算得到的泵间管路内部的

全流场如图 10所示。在完整的计算模型中，相间换

热首先用于气相的冷却，当部分气相达到饱和状态

后温度不再继续降低，此时相变模型引导部分气体

发生冷凝，继续向液相释放潜热；对于液相来说，若

局部液相区达到饱和状态，则温度不再升高，同时相

变模型引导部分液体发生气化并带走局部热量，以

维持局部温度的稳定。

在非稳态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开展全管路气体

再液化过程的稳态计算。泵间管路出口截面上的气

液相分布和温度分布如图 11所示。可见在泵间管路

出口截面上仍存在明显的气相分布，管路出口截面

上的气体温度已经降低至饱和温度。因此可以判

断，泵间管路中的高温氧气全部被冷却至饱和状态，

只有部分气体完成了再液化过程。

泵间管路内部压力分布如图 12所示。由于流体

在流动过程中存在流动阻力以及气液相发生掺混时

形成的局部阻力，入口区域压力较高显而易见。在

弯管段同时出现的高压区域和低压区域是由于在弯

管段气液两相发生了强制分离。在弯管段，气液两

相均受到离心力作用，由于液体密度远大于气体，故

液体在更大离心力作用下整体向弯管段外侧移动，

气体被移动至弯管段内侧，如图 13所示，从而形成了

从弯管段内侧指向外侧的压力梯度。

Fig. 11 Temperature and phase distribution at outlet

section between pumps

Fig. 10 Temperature and gas-liquid phase distribution in

pipe between pumps

Fig. 9 Gas-liquid phase distribution in inlet section

between pumps

Fig. 12 Pressure distribution in pipe between pu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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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管路内富氧燃气再液化分析

为了得到管路内部气体再液化过程的定量结

果，仿真得出泵间管路内部各监测面上的最高温度

和平均含气率沿流动方向的变化，如图 14所示。管

路截面上的最高温度即为气相的最高温度，因此截

面最高温度可以反映出气相的整体状态。从图中可

见，气相在横管段中部整体达到饱和状态，管路出口

平均含气率为 0.113，出口气体质量流量为 12.55kg/s，
即只有约 60%的高温氧气完成了再液化过程。

4 结 论

本文针对液氧煤油补燃发动机泵间管路中高温

富氧燃气与液氧掺混冷凝现象，开展了全三维数值

仿真预示，获得了大过热度下流动冷凝的气液相分

布特征，得到以下结论：

（1）通过对比实验和计算结果发现，数值模型可

以较为准确地预测不同实验工况下管内气液相分布

情况以及气体再液化长度，且随着注气流量的增大，

模型对气体再液化长度的预测精度随之提高。

（2）在泵间液氧输送管路中，由于注气流量和液

体流速均比较大，气体从注气孔进入管路后迅速形

成一层连续的贴壁气膜，而没有出现离散的气泡。

（3）高温氧气进入管路后先后经历主体冷却和

逐渐冷凝的过程，在弯管段中，气液两相在离心力的

作用下发生横向流动，强化了相间换热，因此弯管段

是气液相间热质交换最活跃的区域。

（4）通过对泵间管路的截面含气率和最高温度

进行定量分析，得到管路的出口含气率为 11.3%，气

体再液化率为 60%，即富氧燃气没有全部完成再液化

过程，该流动状态会对液氧主泵造成气蚀影响。

（5）为了降低出口含气率，可从四方面着手开展

优化设计：通过导流板改善注气方向，注入后使流体

形成一定的旋流；在注气孔处增加微凸台，破环气体

贴壁流动；将注气孔伸入主流内部进行掺混；增加弯

管段数量，通过离心扰动强化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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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液氧甲烷发动机燃烧室点火冲击特性及影响因素，根据爆轰波产生的机理，建立了

甲烷推进剂液相蒸发数学模型，采用C-J（Chapman-Jouguet）爆轰理论，计算和分析了不同混合比、初

温及初压对爆轰参数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爆轰波的强度与初压、初温及混合比密切相关。初压越

高，初温越低，越接近化学当量混合比时，爆轰压比、温度比和爆轰速度越大；减小点火时刻推进剂积

存量，增强燃烧装置点火能力，可降低爆轰波强度，减少点火瞬态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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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ition Shock of LOX/Methane Liquid Rocket Engine

ZHENG Da-yong1，2，HU Jun1
（1. 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2. Beijing Aerospace Propulsion Institute，Beijing 100076，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ignition shock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factors in combustion chamber
of LOX/Methane rocket engine，a liquid phase evaporation mathematical model of methane propellant was estab⁃
lished based on the mechanism of detonation wav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mixing ratio，initial temperature and
initial pressure on detonation parameters were calculated and analyzed by using Chapman-Jouguet detonation the⁃
o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nsity of detonation wave is closely related to initial pressure，initial temperature
and mixing ratio. As the initial pressure increases and initial temperature decreases as well as the equivalence ra⁃
tio becomes closer to the stoichiometric ratio，the detonation pressure ratio and temperature ratio as well as deto⁃
nation velocity increase. Reducing the propellant accumulation at ignition time and enhancing the ignition ability
of combustion device can reduce the detonation wave strength and reduce the transient impact of ignition.

Key words： Ignition shock； LOX/Methane rocket engine； Thrust combustion chamber；Regenerative
cooling；Chapman-Jouguet detonation wave；Droplet evaporation model

1 引 言

液氧甲烷发动机具有成本低、可重复使用、维护

方便的特点，近年来逐渐成为各国重复使用液体火

箭发动机研究的重点［1-4］。我国在“十一五、十二五”

期间开展了 60吨级液氧甲烷发动机重复使用关键技

术研究，成功进行了 2台发动机累计 17次 2173s热试

车考核，充分验证了液氧甲烷发动机优异的重复使

用性能与能力［5］。

甲烷与氧属于非自燃推进剂，液氧甲烷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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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火药点火器点燃推力室内甲烷与氧的推进剂混

合物。一般地按火焰锋在可燃混气中传播速度的大

小，可将点火燃烧分为爆燃和爆轰。爆燃火焰锋以

每秒几米的速度传播，化学反应发生在火焰锋内，燃

烧反应后压力、温度等参数变化不剧烈，而爆轰火焰

锋传播速度高达每秒几千米，燃烧反应后压力、温度

等参数变化剧烈［6］。在一定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

下，燃烧室内原来以低速亚声速传播的燃烧波将转

变为爆轰波。爆轰波前后参数剧烈变化，可燃混气

燃烧过程发生得更快，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能量，并

以超声速激波传播，在爆轰波与燃烧室内壁面的入

射和反射过程中引起剧烈的点火冲击。这种过大的

点火冲击会降低燃烧装置及发动机其他组件工作可

靠性，甚至出现局部结构破坏，带来严重后果。如欧

洲 HM-7发动机点火过程就曾出现过极大的压力峰

使得结构破坏，导致任务失败［7-8］。

爆轰波的这种发展特性给存在可燃混合物气体

的场所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国内很多学者从实验

和仿真的角度对爆燃到爆轰转变的机理、爆轰波的

传播特性及影响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不同的燃料、不同的初始条件以及不同的点火方式

都对爆轰波的传播特性有很大影响，甚至决定爆燃

转爆轰的转变过程［9-12］。对采用液氢液氧作为推进

剂的氢氧发动机爆轰波研究结果表明，点火时若发

生爆轰，压强与温度将大幅增加［13］。

由于爆轰波的传播特性与实验测试设备现状，

目前仍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捕捉与观测。特别是对

于液体火箭发动机这种复杂的工程产品来说，对发

动机点火起动过程中出现的点火爆轰发展规律及影

响因素研究相对更少。液氧甲烷发动机是一种典型

的低温液体火箭发动机，点火起动时需要采用外能

源点燃甲烷与氧的推进剂混合物，可燃混合物在点

火时刻容易出现爆轰，影响产品工作可靠性。

本文以 60吨级液氧甲烷发动机为研究对象，在

介绍并分析燃烧室点火压力峰原因的基础上，建立

了 发 动 机 甲 烷 推 进 剂 蒸 发 模 型 和 甲 烷/氧 气 C-J
（Chapman-Jouguet）爆轰模型，通过仿真计算研究了

液氧甲烷发动机燃烧室点火压力峰的敏感因素，以

及甲烷与氧混合物的爆轰波传播特性，提出发动机

抑制点火压力峰的优化方案并进行试验验证。

2 问题分析

2.1 点火冲击

60吨级的液氧甲烷发动机采用燃气发生器动力

循环方式。发动机推力室组件主要由甲烷进口、液

氧进口、冷却夹套与燃烧室组成。燃烧室采用火药

点火器点火。推力室点火流路示意图见图 1。

发动机推力室点火流程为：液态甲烷首先通过

推力室甲烷进口进入身部冷却夹套，与冷却夹套换

热后经过甲烷喷嘴后进入燃烧室；之后火药点火器

点火，火药燃气进入燃烧室；最后液氧从氧进口经氧

喷嘴进入燃烧室，与之前进入燃烧室的甲烷混合并

被火药点火器点燃。

在发动机地面试车过程中，多次出现燃烧室点

火瞬间冲击大、振动剧烈的问题。由于压力传感器

采样频率较低（1kHz），压力测量参数未能反应真实

压力峰值。但振动传感器采样频率较高（50kHz），在

燃烧室头部、身部安装的振动传感器均捕捉到剧烈

的振动冲击信号。图 2为某次试验燃烧室头部振动

测量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燃烧室点火瞬间伴随

着较大的点火冲击，燃烧室出现窄幅高频振动，最大

综合加速度达 5000g，振动能量主要集中在 2kHz~
5kHz高频段，且燃烧室不同部位振动测点的振动能

量频谱趋势一致。

2.2 原因分析

液氧甲烷发动机采用液态甲烷对推力室进行再

生冷却。发动机点火起动时，为了避免推力室冷却

夹套气阻影响起动过程，采用了甲烷先于氧进入燃

烧室的富燃点火方式。即液态甲烷在贮箱压力下对

推力室冷却夹套进行预先冷却，之后通过甲烷喷嘴

进入燃烧室，并从燃烧室向外场排放。燃烧室点火

前甲烷已在燃烧室内大量积存，在氧进入后形成大

量可燃混合物。这些混合物在点火器火药燃气能量

的作用下，混合物局部被加热到自然温度并引发火

焰，在一定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下，燃烧室内原来

以低速亚声速传播的燃烧波将转变为爆轰波，宏观

Fig. 1 Thrust chamber schematic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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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剧烈的高频压力与振动冲击特征。

通过推力室点火过程分析可知，点火冲击（压

力、振动冲击）是由于点火瞬间积存在燃烧装置内的

推进剂因爆轰波在短时间内释放其化学能所致。受

发动机推进剂类型、点火方式制约，这种点火前的推

进剂积存难以避免。甲烷在贮箱压力下流经冷却夹

套经甲烷喷嘴雾化后进入燃烧室的过程中，一方面

吸收推力室自身携带的初始热量，另一方面吸收火

药点火器的火焰能量，受热蒸发变为气态或气液两

相流体，随着预冷时间增加，逐渐过渡至热平衡状

态。在点火瞬间燃烧室内仍存在相当量的液相积

存，点火时这些液态甲烷也将参与燃烧并释放其化

学能，加剧点火冲击。因此，避免推进剂在燃烧室内

大量堆积，减少点火前燃烧室内的推进剂液相积存

量，将有利于抑制点火冲击。

3 计算方法

对于 60吨级的液氧甲烷发动机来说，受发动机

系统方案及点火起动方式限制，发动机采取了甲烷

冷却推力室后先于氧进入燃烧室的点火起动方案，

在燃烧室内积存。点火前燃烧室甲烷的积存情况与

甲烷推进剂的液相破碎、雾化、扩散和蒸发过程有

关，该过程决定了甲烷推进剂在发动机点火前的喷

雾尺寸、蒸发速率和流强分布特征，并对点火过程有

很大影响。在燃烧室结构方案一定的条件下，甲烷

推进剂液相的破碎、雾化特性不会有明显差异，但推

进剂液相的扩散和蒸发过程则与推力室预冷时间、

环境条件、点火方式等密切相关。

3.1 甲烷液滴蒸发模型

本文采用薄膜理论处理单个液滴蒸发过程。为

简化分析，假设液滴周围只有 Stefan流（对流）引起的

球对称一维流动，球对称中心为球形液滴中心；气体

流场准定常，流场中压力恒定；气体不溶于液滴；液

滴仅含一种组分，其内部温度均匀且等于初始温度，

表面处于两相平衡；气相刘易斯数 Le = 1，流场中的

物性参数为常数［14-15］。

推进剂通过夹套进入燃烧室内部，假设推进剂

经过喷注器后雾化为均匀的理想液滴，其质量方

程为

G = N 43 πρ s r3s （1）
式中 G为进入燃烧室的推进剂总量，N为液滴总

个数，r为半径，ρ为液滴密度，下标 s表示液滴表面。

根据质量守恒，通过 r球面处的流量等于液滴蒸

发流量，则有

ṁ = 4πr2 ρ g v = 4πr2s ρ g,s v s （2）
式中 ṁ为液滴蒸发速率，ρ g为半径 r处混合气体

密度，v为速度。

液滴蒸发热量通过 Stefan流传递，通过任一 r球

面总的热流恒定，则有

λ
d
dr ( r2 dTdr ) = r2 ρ g vcp dTdr （3）

式中 λ为导热率，cp为混合气定压比热容，T为混

合气体温度。

在任一球面上通过的液滴蒸气量是恒定的，因

此有

ρ gD
d
dr ( r2 dY fdr ) = r2 ρ g,s v s dY fdr （4）

式中 Y f为液滴蒸气在混合气中的质量分数，D为

混合气扩散系数。

用 B表示自由流和液滴表面之间的差值，分别定

义传热数 BT和传质数 BD为

BT = cp,g ( )T∞ - T s
L + cp,l ( )T s - T0

（5）

BD = Y f,∞ - Y f,sY f,s - 1 （6）
式中 T∞为远端温度。

Fig. 2 Amplitude frequency spectrogram of chamber

vi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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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5），（6）分别带入对式（3），（4），在 [ r，r s ]上
分别积分，分离变量后在 [ r s，r∞ ]上再次分别积分，则

能量方程和组分方程分别为

v s = λ
ρ s cp

ln ( )1 + BT
r s

（7）

v s = D s
ln ( )1 + BD

r s
（8）

液滴质量消耗量 ṁ为

ṁ = -4πr2s ρ l dr sdt = -
π
4 d s ρ l

d ( )d2s
dt （9）

式中 ρ l为液滴密度。

在对流环境中，液滴的蒸发过程为有限边界层

厚度的二维轴对称形式。将其转化为等效的、在一

个球对称薄膜中的分子导热和扩散形式，式（9）可

写为

ṁ = -4πr2s ρ l dr sdt = -
Nu0T
2
π
4 d s ρ l

d ( )d2s
dt （10）

式中 Nu0T为无蒸发时的对流传质努塞尔系数，即

Nu0T = 2 + 0.6Re0.5Pr0.33 （11）
式中 Re为雷诺数，Pr为普朗特数。

式（10）与在静止介质中液滴蒸发速度式（9）相

比仅多了一个因子 Nu0T /2，即对流强度越大，蒸发速

度越大。

根据液滴蒸发率等于消耗率，得

d ( )d2s
dt = - 8ρ sD s

ρ l
ln (1 + BT) = -K （12）

式中 K为蒸发常数。

对式（12）积分后，得到液滴直径 d s与蒸发时间 t

的关系为

d2s = d2o - Kt （13）
式中 d0为液滴初始直径。

对于式（7）和（8），在常压或亚临界压下气相刘

易斯系数常假定为 1，可得

cp,g ( )T∞ - T s
L + cp,l ( )T s - T0

= Y f,∞ - Y f,s
Y f,s - 1 （14）

式（14）建立了液滴表面温度与浓度之间的关

系。进一步根据同一物质的两相间（液滴表面液体

与蒸汽之间）处于两相平衡，可将蒸汽分压与温度联

系起来，即

Y f,s = M f
M̄

p ref
p
exp é

ë
êê
L
R ( 1T ref - 1

T s )ùûúú （15）

式中 M f 为蒸汽摩尔质量，M̄为混合气的摩尔质

量，p为液滴周围混合气压力，下标 ref表示参考值，当

p ref取一个大气压时，T ref为液体沸点。

通过式（14）和（15）求得 Y f，s和 T s，代入式（2）得到

液滴表面蒸发速率，代入式（13）得到液滴直径与时

间的变化关系，代入式（7）和（8）即可得到蒸汽温度

和蒸汽浓度分布。

3.2 爆轰波模型

爆轰波是一种在推进剂混合物中以超声速传播

的化学阵面波，服从质量、动量和能量守恒原理，只

是在能量方程中引入化学反应能。本文采用经典的

C-J爆轰理论研究不同初始条件下爆轰波的影响规

律与特性。

根据爆轰波前后的连续、动量、能量守恒关系，

加上爆轰后气流速度等于当地声速和气体状态方

程，可以将一维流体动力学守恒方程写成如下形式：

p1
p2
= 1 + γ s,2 ( ρ2ρ1 - 1) （16）

h2 = h1 + Rγ s,2T22Ma2
é

ë
ê
ê( ρ2ρ1 )

2

- 1ù
û
ú
ú （17）

式中 p为压力，T为温度，ρ为密度，h为总焓，R为

气体常数，γ为比热比，下标 1表示波前参数，下标 2
表示波后参数。

将式（16），（17）等号右侧用总压比 p″和总焓 h″
表示

p″ = p1
p2

（18）
h″ = h2 （19）

对爆轰波前后的压力比和温度比取对数并进行

微分，略去高阶项，采用 Newton-Raphson方法迭代求

解，可得到迭代公式为

∂( )p″ - p1
p2

∂ ln p2
p1

Δ ln p2
p1
+
∂( )p″ - p1

p2

∂ ln T2
T1

Δ ln T2
T1
= p1
p2
- p″（20）

∂( )h″ - h2
R

∂ ln p2
p1

Δ ln p2
p1
+
∂( )h″ - h2

R

∂ ln T2
T1

Δ ln T2
T1
= h2 - h″

R

（21）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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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 ln p2
p1

k

= ln ( )p2p1
k + 1

- ln ( )p2p1
k

( )Δ ln T2
T1

k

= ln ( )T2
T1

k + 1
- ln ( )T2

T1
k

（22）

式中 k为迭代次数。详细推导和求解过程见

文献［16-17］。

4 结果讨论

4.1 液滴蒸发速率和燃烧室液相积存量

液态甲烷推进剂进入燃烧室后逐渐与环境交换

热量蒸发，为分析环境温度、初始液滴直径、推进剂

初始温度以及不同对流换热系数对甲烷液滴蒸发速

率的影响，分别计算了不同条件下单个液滴蒸发的

速率和燃烧内液相积存量的变化。

图 3为不同环境温度下的甲烷液滴直径以及液

相 质 量 随 时 间 的 变 化 情 况 。 设 定 甲 烷 初 始 温 度

125K，总质量 3.0kg，初始液滴直径 1mm。计算结果

表明，环境温度对甲烷液滴蒸发过程影响明显，环境

温度越高甲烷液滴蒸发速度越快，燃烧室内液相的

积存总量也越小。

图 4为不同液滴初始直径下的甲烷液滴直径及

液相质量随时间的变化情况。设定甲烷初始温度

125K，总质量 3.0kg，环境温度 1000K。计算结果表

明，液滴直径对其蒸发过程影响非常明显。初始液

滴直径小，整个蒸发时间明显缩短，同时由于液滴体

积小，能够很快从过冷态升温至饱和态，蒸发速率比

大直径的液滴更快。

图 5为燃烧室甲烷头腔不同初始温度下的单个

甲烷液滴直径和燃烧室内液相甲烷质量随时间变化

趋势。设定甲烷总质量 3.0kg，环境温度 1000K，初始

液滴直径 1mm。计算结果表明，燃烧室头腔内甲烷

在过冷状态条件下，不同的初始温度对液滴蒸发没

有明显影响。该计算结果是在设定甲烷质量与初始

直径下得到的。但在实际情况中，改变液相甲烷初

温将给推进剂雾化、蒸发带来大的间接影响。提高

燃烧室甲烷初温是通过缩短冷却夹套预冷时间实现

的，较短的预冷时间使得推力室点火时刻冷却夹套

内亚临界气阻比较明显，减小进入燃烧室内的甲烷

量，从而降低推进剂积存量。

图 6为不同对流换热效率下的单个甲烷液滴直

径及燃烧室内液相甲烷质量随时间的变化趋势。设

定甲烷总质量 3.0kg，环境温度 1200K，初始液滴直径

1mm。选取不同的对流换热系数计算不同换热效率

下的液滴蒸发特性。结果表明，点火器对流换热能

力对甲烷液滴蒸发过程有明显影响，提高点火器对

流换热能力，如将单喷孔点火器改为多喷孔点火器，

提高火药对甲烷推进剂雾滴的穿透和热对流交换作

用，可以减小点火时刻推力室内液相甲烷的积存总

量。随着对流换热效率的不断提高，甲烷液滴蒸发

速 率 和 推 力 室 内 液 相 积 存 总 量 的 减 小 幅 度 逐 渐

减小。

以上分析表明，提高推力室点火时刻环境温度、

Fig. 3 Variation of diameter and mass with condition

temperature

Fig. 4 Variation of diameter and mass with initial di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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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初始液滴直径、增加点火器火焰对流换热效率

以及提高推进剂初始温度均能够有效减少点火时刻

的液相积存。前三个措施是直接增加液滴蒸发速

率，而提高推进剂初始温度间接减小了推进剂总量

和初始液滴直径。

4.2 混合比、初压、初温对爆轰参数的影响

根据 C-J爆轰理论，影响爆轰强度的主要因素是

混合比、初压 p1和初温 T1。根据上游贮箱压力和推力

室夹套预冷情况，设定初始条件，计算不同初始条件

下的爆轰波特性。

图 7为初温 145K条件下，爆轰参数随燃烧室混

合比和初压变化的关系。计算结果表明，爆轰前后

压比、温度比随混合比的变化规律一致，随着混合比

增加，压比和温度比快速增大，在接近混合物化学当

量混合比时达到最大值，随后缓慢下降。随着初压 p1
的增大，爆轰前后压比和温度比增大，压比最大可达

54，温度比最大可达 44。爆轰速度随混合比增大逐

渐 降 低 ，且 初 压 越 大 ，爆 轰 速 度 越 高 ，最 高 可 达

2500m/s。

图 8为化学当量混合比下，爆轰参数随燃烧室

初温和初压变化的关系。计算结果表明，爆轰前后

压比、温度比随初温的变化规律一致，随着初温增

加，压比和温度比均快速下降。 T1 从 125K增加到

300K时，最大压比从 225降至 10，最大温度比从 140
降至 10。爆轰速度随初温的变化不明显，随着初温

Fig. 6 Variation of diameter and mass with convective heat

transfer

Fig. 5 Variation of diameter and mass with original

temperature

Fig. 7 Variation of detonation parameters with mixing

ratio and initial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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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爆轰速度略有降低，且初压 p1越大，爆轰速度

越高。

分析结果表明，爆轰强度与初始压力、初始温度

密切相关。初压越高，初温越低，爆轰压比、温度比

和爆轰速度越大。爆轰参数在富燃混合比下变化迅

速，富氧混合比下变化缓慢，爆轰压比和温度比在接

近混合物化学当量混合比时最大，压比最大可达 54，
温度比最大可达 44，最高速度可达 2500m/s。
4.3 试验验证

通过以上分析，由爆轰波导致点火冲击是由于

点火瞬间积存在燃烧室内推进剂短时间内释放其化

学能所致。受液相蒸发以及夹套预冷等因素的影

响，这种点火前的推进剂积存与富燃点火状态无法

回避。但通过提高点火时刻推进剂初始及环境温

度、对流换热能力等措施可有效减少点火时刻的甲

烷推进剂的积存量，从而降低点火冲击。

对 60吨级液氧甲烷发动机开展了不同推力室预

冷时间以及不同点火器状态的点火特性试验研究。

较短的推力室预冷时间可以减少燃烧室甲烷积存

量，同时有利于提高点火初温；采用双孔点火器相对

单喷孔点火器可以加强甲烷推进剂热交换能力，同

时提高点火初温，从而减小液相积存量，有利于降低

爆轰波强度，减少点火冲击。

表 1为不同试车状态下的测量结果，图 9为不同

推力室夹套预冷时间与不同结构形式点火器状态下

的点火振动冲击与点火延迟对比情况。图中横坐标

表示点火器换热能力，纵坐标表示夹套预冷时间。

从图中可以看出，发动机推力室富燃点火振动冲击

强度和点火延迟时间随着夹套预冷时间增加而增

加；采用双孔点火器的点火振动冲击强度和点火延

迟会低于单喷孔点火器。

5 结 论

本文通过仿真分析与试验，研究了液氧甲烷发

动机推力室点火冲击特性及影响因素，得到以下

结论：

（1）提高推力室点火时刻环境温度、减小初始液

滴直径、增加点火器火焰对流换热能力以及提高推

进剂初始温度，有力于减少点火时刻的推进剂液相

积存量。

（2）爆轰波的强度与推力室内初始压力、初始温

度及混合比密切相关。初压越高，初温越低，越接近

化学当量混合比时，爆轰压比、温度比和爆轰速度

Fig. 9 Tests result on ignition shock

Fig. 8 Variation of detonation parameters with initial

temperature and initial pressure

Table 1 Tests results of vibration and ignition delay

characteristics

Case
Test 1
Test 2
Test 3
Test 4
Test 5
Test 6

Chill-down
duration/s
4.0
3.5
2.5
2.0
3.0
2.5

Igniters
Dual-port
Dual-port
Dual-port
Dual-port
Single-port
Single-port

Vibration/g
1454
1431
1245
920
1644
1500

Ignition
delay/ms
240
211
185
181
190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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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

（3）控制推力室夹套预冷时间，减小推进剂积存

量，增强燃烧装置点火能力，有利于控制爆轰波强

度，减少点火瞬态冲击。

致 谢：感谢国家“八六三”计划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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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栓式喷注器液氧/甲烷发动机燃烧特性数值仿真 *

咸裕丰，孙 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宇航学院，北京 100191）

摘 要：为研究针栓式喷注器结构对液氧/甲烷发动机推力室燃烧性能的影响，采用非绝热稳态扩

散火焰面模型，并考虑真实流体的物性，对针栓式喷注器液氧/甲烷发动机推力室的跨临界燃烧和流动

进行数值模拟。结果表明，针栓式喷注器发动机在推力室头部区域形成两个回流区；在一定范围内，减

小针栓式喷注器径向喷注通道尺寸和针阀直径，可以提高燃烧室压力和燃气温度，从而提高推力室的燃

烧性能；对于针阀伸进燃烧室长度，为提高推力室的燃烧性能，同时考虑推力室头部的冷却问题，应取

越程比在1附近。

关键词：针栓式喷注器；液氧/甲烷发动机；推力室；燃烧特性；数值仿真

中图分类号：V43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055（2021） 07-156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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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f 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OX/CH4 Engine with Pintle Injector

XIAN Yu-feng，SUN Bing
（School of Astronautics，Beihang University，Beijing 100191，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the pintle injector structure on combustion performance of the
thrust chamber of LOX/CH4 engine，a non-adiabatic stable diffusion flamelet model considering real-fluid prop⁃
erties was adopted in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transcritical combustion and flow in the thrust chamber of
LOX/CH4 engine with pintle injector.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wo recirculation zones can be formed near the thrust
chamber head of engine with pintle injector. When the width of the radial injection channel and the diameter of
the needle decrease within a certain range，the chamber pressure and the gas temperature can be increased，and
the combustion performance of the thrust chamber can be improved. In addition，for the value of the‘skip dis⁃
tance’，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mbustion performance of the thrust chamber and consider the cooling of the
thrust chamber head，the value of the non-dimensional‘skip distance’should be around 1.

Key words：Pintle injector；LOX/CH4 engine；Thrust chamber；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s；Numerical
simulation

1 引 言

针栓式喷注器起源于 20世纪 50年代美国喷气

推进实验室（JPL）的液体自燃推进剂混合和燃烧反

应时间实验研究，此后经过改进和发展，在 20世纪 60
年代被成功应用于美国阿波罗登月舱下降发动机

（LMDE），实现第一次飞行应用［1］。2013年，具有大

范围推力调节能力的 7500N针栓式喷注器发动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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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我国嫦娥三号探测器飞行任务中，成功完成

了中途修正、近月制动及软着陆等任务，实现了我国

首次地外天体软着陆［2］。近年来，为降低航天发射的

成本，针栓式喷注器发动机被应用于可重复使用运

载器的研制，美国 Space X公司的梅林（Merlin）系列

发动机［3］和中国蓝箭航天公司的“天鹊”（T-12）发动

机均采用针栓式喷注器。针栓式喷注器发动机结构

简单、推力调节范围大、燃烧稳定、燃烧效率高，未来

必将成为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和应用领域的热点。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针栓式喷注器发动机已经

得到广泛的发展和应用，但公开的研究资料却十分

有限，因此，近年来各国研究人员也在积极地开展针

栓式喷注器的研究。国内外研究人员对针栓式喷注

器的喷雾特性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Son等［4-5］根据

CMOS摄像机获取的喷雾图像和分布试验台获取的

喷雾分布两种方式测得喷雾半角，对比发现根据喷

雾分布所得到的喷雾半角被低估。与此同时，他们

发现喷雾半锥角随动量比 TMR的增大而增大，并总

结出与动量比 TMR/韦伯数 We有关的指数关系式。

方昕昕等［6-9］采用高速摄影获得针栓式喷注器无旋液

膜表面波图像，并对表面波的不稳定性和液膜破碎

特性进行研究。此外，他们还采用高速摄影和马尔

文测粒系统对针栓式喷注器雾化特性进行研究，得

到了索太尔平均直径（SMD）、粒径分布均匀度指数和

雾化锥角随针栓式喷注器结构参数的变化趋势。成

鹏等［10］从连续方程和动量方程出发，根据理论分析

提出一种喷雾半角的计算公式，并通过实验和仿真

的方法对公式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针栓式喷注器的

几何参数和喷注参数均会影响总动量比，进而影响

液-液针栓式喷注器形成的喷雾锥角。Ninish等［11］对

液膜破碎和喷雾形成的原理进行实验研究，论证了

不同动量比下喷雾构型对液滴形成和粒径分布的

影响。

目前，国内外关于针栓式喷注器发动机推力室

的燃烧、传热等内容的研究还比较有限。张连博

等［12］采用 Euler-Lagrange方法对MMH/NTO自燃推进

剂发动机进行燃烧流动与耦合传热仿真，结果表明

针栓式喷注器的压降对流场特性的影响比动量比更

加显著。Sakaki等［13-14］分别对平面针栓式喷注器和

轴对称针栓式喷注器 Ethanol/LOX发动机进行燃烧试

验研究，结果表明燃烧效率均与动量比 TMR呈反相

关的关系。Son等［15］采用 6步 Jones-Lindstedt化学反

应机理和涡耗散概念（EDC）模型对针栓式喷注器发

动机推力室中的甲烷和氧气进行燃烧模拟，结果表

明在火焰角较大的条件下，推力室的燃烧性能更佳，

而火焰角可以通过改变针栓式喷注器内部环形通道

的大小进行调整。Fang等［16］通过实验和数值模拟，

研究针栓式液氧/甲烷发动机的喷注器主要结构参数

对喷雾锥角和燃烧性能的影响，并对针栓式喷注器

的结构进行了一定的改进，结果表明随着气液质量

流量比的增大，喷雾锥角变小；随着“跳跃距离”的增

大，喷雾锥角增大，且当无量纲“跳跃距离”接近 1时，

推力室的燃烧效率最高。俞南嘉等［17］采用有限速

率-涡耗散燃烧模型对针栓式液氧/煤油发动机的燃

烧流场分布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动量比增

加，燃烧高温区向推力室的壁面靠近，当动量比为 1
时，推力室的燃烧效率最佳。周康等［18］采用一步总

包化学反应机理的涡耗散模型对气氧/气甲烷针栓发

动机燃烧过程进行数值仿真研究，仿真结果表明当

内部喷孔位置远离针栓头部时，火焰锥角不变，但燃

烧效率提高，且在一定范围内，火焰锥角增大，燃烧

效率将会降低。

液体火箭发动机推力室中存在着复杂的物理、

化学现象，包括推进剂的雾化、蒸发、掺混、燃烧等。

对于高压液氧/甲烷发动机，经历过再生冷却换热过

程的甲烷以超临界状态喷注进入燃烧室，低温液氧

以亚临界状态喷注进入燃烧室，经过加热最终达到

超临界状态，此燃烧过程称为跨临界燃烧［19］。研究

表明，液氧和甲烷在超临界压力下的跨临界燃烧过

程中，液氧不存在雾化过程，而是存在由湍流扩散控

制的推进剂的连续掺混过程，并且会发生“拟沸腾”

现象，与气氧/气甲烷以及低压条件下液氧/甲烷的燃

烧过程均存在一定差异［20］。目前，国内外对处于跨

临界燃烧状态下的针栓式喷注器液氧/甲烷发动机燃

烧特性的研究还非常有限，因此本文考虑液氧和甲

烷的跨临界燃烧过程，并考虑真实流体的物性，对针

栓式喷注器液氧/甲烷发动机推力室的燃烧流动进行

数值模拟，研究跨临界燃烧状态下针栓式喷注器结

构对液氧/甲烷发动机推力室燃烧性能的影响规律，

从而为针栓式喷注器液氧/甲烷发动机的设计提供

参考。

2 方 法

2.1 物理模型

本文研究的针栓式喷注器液氧/甲烷发动机推力

室的燃烧室直径为 40mm，喷管喉部直径为 20mm，喷

管出口直径为 51mm，燃烧室圆筒段长度为 228.4mm，

喷管收敛段和扩张段长度分别为 33.4mm和 29.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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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栓式喷注器采用氧化剂中心式，甲烷和液氧分别

通过喷注器的轴向喷注通道和径向喷注通道喷注进

入燃烧室，两股射流相互撞击，实现混合燃烧，产生

的高温燃气经过喷管加速后排出推力室。推力室头

部的二维结构示意图如图 1所示，其中，Dfi和 Dfo分别

为轴向喷注通道的内外径，Dp为针栓头部直径，Dn为

针阀直径，Ls为针阀伸进燃烧室长度，h0为径向喷注

通道宽度。

2.2 控制方程

推力室在稳定工作状态下推进剂和燃气的可压

缩流动由 N-S方程描述，包括连续方程、动量方程、能

量方程和组分连续方程，分别如下

∇ ⋅ (ρu) = 0 （1）
∇ ⋅ (ρuiu) = -∇p + ∇ ⋅ -τ （2）
∇ ⋅ (ρu-H) = ∇ ( λ tcp ∇-H) + Sh （3）
∇ ⋅ (ρuYi) = -∇ ⋅ Ji + Ri （4）

式中 ρ为流体密度；u为流体速度矢量；p为压力；
-τ为应力张量；

-H为焓值；λ t为有效导热系数；cp 为定

压比热；Sh为化学反应热源项；Yi为组分化学质量分

数；Ji为组分的扩散通量；Ri为化学反应中组分 i的净

生成速率。

2.3 数值方法

对于推力室中推进剂和燃气的湍流流动，采用

标准 k−ε模型进行模拟，并采用标准壁面函数法来处

理湍流核心区和近壁区物理量之间的联系。标准 k−
ε模型通过求解湍动能方程（k方程）和湍动能耗散率

方程（ε方程）来闭合控制方程，是一种广泛应用的

RANS湍流模型，在工程应用中得到了较好的验证。

对于液氧和甲烷的跨临界燃烧，本文采用非预

混燃烧模型中的非绝热稳态扩散火焰面模型［21］进行

模拟。非预混燃烧模型只需求解流动的控制方程和

一个混合分数的输运方程，不需要求解单个组分的

输运方程，从而使计算得到简化［22］。稳态扩散火焰

面模型可以考虑有限速率化学反应，通过求解火焰

面方程获得稳态解，并将获得的稳态解储存在火焰

面数据库中，后续计算通过插值获得待求变量，使计

算效率大大提高［20］。根据已发表的研究成果，稳态

扩散火焰面模型的数值仿真结果与实验所得的火焰

结构定性一致，具有良好的有效性和实用性［23-24］。本

文采用 GRI-Mech 3.0详细化学反应机理模拟甲烷和

液氧的有限速率化学反应，GRI-Mech 3.0包含 53种
物质和 325个可逆反应，是甲烷燃烧数值模拟应用最

广泛的化学反应机理之一［24］。

在液氧/甲烷发动机推力室的跨临界燃烧过程

中，推力室头部区域温度相对较低，液氧在跨临界的

过程中会发生“拟沸腾”现象，物性参数会剧烈变化。

同时，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燃烧产物，并放出大量

热量，燃气的物性参数变化也十分剧烈。因此，需要

考虑推力室中燃气混合物的真实流体特性，精确地

计算燃气混合物的物性参数。本文采用文献［24］中

液氧甲烷跨临界燃烧的物性参数处理方法。燃气的

密度通过求解混合物形式的 Soave-Redlich-Kwong
（SRK）状态方程进行计算，定压比热通过将各组分的

定压比热进行质量加权平均计算。燃气的导热系数

通过将 Chung方法与对应的混合法则相结合进行求

解，黏度则是先通过基本分子运动论计算得到各组

分的黏度再进行质量加权平均计算。

本文采用有限体积法对控制方程进行数值离散

和求解，利用 Fluent软件中基于压力的求解器进行计

算，采用 Coupled算法处理速度与压力的耦合关系。

空间离散中梯度采用基于网格中心的最小二乘法

（Least Squares Cell Based），压力采用二阶格式，密度、

湍动能和湍动能耗散率采用一阶迎风格式，其余均

采用二阶迎风格式。

2.4 网格划分与边界条件

2.4.1 网格划分

由于本文所采用的针栓式喷注器和推力室均为

轴对称结构，因此为提高数值计算效率，采用二维轴

对称计算模型。利用 ICEM CFD软件对二维推力室

的几何模型进行结构化网格划分，并对喷注器出口、

推力室壁面、推力室头部和喷管喉部等区域的网格

Fig. 1 Schematic configuration of thrust chamber head

with pintle inj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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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加密，网格数目约为 10万个。推力室头部计算

域网格如图 2所示。

2.4.2 边界条件

本文所采用的推进剂混合比为 3，理论燃烧室压

力为 7MPa。推力室计算区域的边界条件如图 3所

示 ，甲 烷 入 口 采 用 质 量 流 量 入 口 ，质 量 流 量 为

0.29225kg/s，温度为 300K；液氧入口采用质量流量入

口，质量流量为 0.87675kg/s，温度为 120K；燃气出口

采用压力出口，给定出口反压；所有壁面的边界条件

均采用绝热无滑移壁面。

3 结果与讨论

3.1 网格无关性验证

为验证网格无关性，选择 3种不同数量的网格进

行计算，粗网格、基准网格和细网格的数量分别约为

4万、10万和 16万，取推力室轴向方向 x=0.01m，x=

0.02m，x=0.1m和 x=0.2m横截面压力和温度的 Area-
Weighted Average值进行比较，以基准网格为基准，计

算结果见表 1和表 2。从表中可以看出，细网格的计

算结果与基准网格相差非常小，而粗网格的计算结

果与基准网格相差更大，尤其是 x=0.01m和 x=0.02m
横截面的温度值。因此，综合考虑精确度和计算成

本，本文选择基准网格数量进行计算。

3.2 结果分析

本文主要研究针栓式喷注器的结构参数径向喷

注通道尺寸 h0，针阀直径 Dn和越程比 Ls/Dp对液氧/甲
烷发动机推力室燃烧性能的影响规律，不同工况下

针栓式喷注器的结构参数如表 3所示。

3.2.1 径向喷注通道尺寸 h0的影响

为研究针栓式喷注器径向喷注通道尺寸 h0对推

力室燃烧性能的影响，分别选取 h0为 0.1mm，0.15mm，

0.2mm，0.25mm和 0.3mm，针栓式喷注器的其它结构

参数均相同，见表 3。
为评估推力室的燃烧性能，对不同 h0下的燃烧

室压力进行比较，取推力室轴向方向 x=0.05m，x=

0.1m，x=0.15m和 x=0.2m横截面静压的平均值作为

燃烧室压力，如图 4。从图 4中可以看出，随着 h0的

增大，燃烧室压力不断减小，推力室的燃烧效率不断

降低。

图 5和图 6分别为不同 h0下的推力室头部流线图

和推力室温度分布云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推力

室头部形成两个回流区，随着 h0的增大，外侧回流区

基本保持不变，而中心回流区则不断减小。针栓头

部附近和推力室中心的温度显著降低，燃气的高温

Table 1 Pressure in the monitor cross sections of different

grids

Grids
Base
Coarse

Fine

Parameters
p/MPa
p/MPa

Relative deviation
p/MPa

Relative deviation

x=0.01m
6.245
6.251
0.10%
6.236
-0.14%

x=0.02m
6.204
6.224
0.32%
6.191
-0.21%

x=0.1m
6.278
6.304
0.41%
6.260
-0.29%

x=0.2m
6.249
6.274
0.40%
6.234
-0.24%

Table 2 Temperature in the monitor cross sections of

different grids

Grids
Base
Coarse

Fine

Parameters
T/K
T/K

Relative deviation
T/K

Relative deviation

x=0.01m
530.3
508.4
-4.1%
537.3
1.3%

x=0.02m
1021.0
1107.5
8.5%
1004.1
-1.7%

x=0.1m
2468.5
2523.5
2.2%
2445.0
-1.0%

x=0.2m
2825.4
2860.6
1.2%
2823.2
-0.1%

Fig. 3 Boundary conditions of computational domain

Fig. 2 Computation grid of thrust chamber head

Table 3 Structural parameters of pintle injector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Dp/mm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Dfi/mm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Dfo/mm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h0/mm
0.2
0.1
0.15
0.25
0.3
0.2
0.2
0.2
0.2
0.2
0.2

Ls/mm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2.5
5
20

Dn/mm
10
10
10
10
10
9
8
7
1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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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显著减小，并逐渐远离推力室壁面。这是由于

径向喷注通道尺寸 h0增大，液氧的喷注速度降低，径

向动量也随之降低，CH4与液氧的整体混合效果变

差。由于径向动量降低，CH4对液氧的作用增强，使

得中心回流区减小，对高温燃气的卷吸作用减弱，吸

收热量减少，大量 O2被封闭于中心回流区中，并且有

大量 O2沿着推力室中心被直接喷出推力室，推进剂

的混合燃烧变得不充分，因此推力室的压力和温度

均减小，燃烧性能降低。

图 7（a），（b）和（c）分别为不同 h0 下推力室中

CH4，O2和 H2O的质量分数（ω）分布云图。从图中可

以看出，推力室中 CH4主要集中于外侧回流区，并且

会在推力室壁面形成气膜，这会对推力室壁面起到

一定的冷却作用，而 O2则分布于推力室中心，且主要

集中于中心回流区。随着 h0的增大，CH4在推力室头

部区域的质量分数有所增大，在推力室壁面形成的

气膜不断变长，使得推力室头部和壁面附近区域的

Fig. 4 Chamber pressure of different h0

Fig. 7 Species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h0

Fig. 6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h0

Fig. 5 Streamline of thrust chamber head of different 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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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有所降低。O2在针栓头部附近的富集区域逐渐

增大，推力室中心 O2的质量分数也显著提高，喷管出

口处 O2的质量分数不断增大，存在大量未反应的 O2
被直接喷出推力室，因此针栓头部附近和推力室中

心的温度显著降低。H2O在推力室中的质量分数在

随着 h0的增大而逐渐降低，在针栓头部附近和推力室

中心降低尤其显著。

因此，为提高推力室的燃烧性能，在一定范围内

可以减小针栓式喷注器的径向喷注通道尺寸 h0，但同

时需要加强对针栓头部和推力室壁面的热防护。

3.2.2 针阀直径 Dn的影响

为研究针栓式喷注器针阀直径 Dn对推力室燃

烧性能的影响，分别选取 Dn为 10mm，9mm，8mm和

7mm，针 栓 式 喷 注 器 的 其 他 结 构 参 数 均 相 同 ，

见表 3。
取推力室轴向方向 x=0.05m，x=0.1m，x=0.15m和

x=0.2m横截面静压的平均值作为燃烧室压力，对不

同 Dn下的燃烧室压力进行比较，如图 8所示。从图 8
中可以看出，随着 Dn的减小，燃烧室压力不断增大，

推力室的燃烧效率不断提高。

图 9和图 10分别为不同 Dn下的推力室头部流线

图和推力室温度分布云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

Dn的减小，外侧回流区不断向推力室头部方向缩小，

而中心回流区基本保持不变，并且在轴向喷注通道

出口下方形成了一个小回流区，此回流区随着 Dn的

减小在不断增大。针栓头部附近和推力室中心区域

的温度不断提高，燃气高温区域不断增大。这是由

于针阀直径 Dn减小，针栓与针阀共同形成了一个凹

进的区域，此区域随着 Dn的减小而不断增大。由于

CH4速度降低，液氧对 CH4的作用增强，并且由于 Dn
减小，针栓头部的几何结构在径向喷注通道出口附

近对 CH4和液氧的混合流动形成一定的导流作用，因

此 CH4和液氧的混合界面不断向推力室头部弯曲移

动，外侧回流区也不断向推力室头部方向缩小。针

栓与针阀所形成的凹进区域会促进推进剂的混合燃

烧，使推力室的压力和温度不断增大，燃烧性能

提高。

图 11（a），（b）和（c）分别为不同 Dn下推力室中

CH4，O2和 H2O的质量分数分布云图。从图中可以看

出，随着 Dn的减小，推力室头部区域 CH4的质量分数

不断降低，在推力室壁面形成的气膜不断缩短，使得

推力室头部和壁面附近区域的温度有所升高，但在

凹进区域内 CH4的质量分数在不断上升。凹进区域

随着 Dn的减小而不断增大，由轴向喷注通道喷注出

的 CH4会在此区域内大量聚集，使得此区域内 CH4的

质量分数显著提高，因此温度也不断降低，这有利于

针阀壁面的冷却。针栓头部附近和推力室中心 O2的
质量分数不断降低，而推力室中 H2O的质量分数在不

断上升，可以看出推力室中推进剂的混合燃烧变得

更加充分。

因此，为提高推力室的燃烧性能，在一定范围内

可以减小针栓式喷注器的针阀直径 Dn，但同时需要

加强对针栓头部和推力室壁面的热防护。

Fig. 10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Dn

Fig. 8 Chamber pressure of different Dn

Fig. 9 Streamline of thrust chamber head of different 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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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越程比 Ls/Dp的影响

为研究针栓式喷注器越程比 Ls/Dp对推力室燃

烧性能的影响，分别选取 Ls/Dp为 0.25，0.5，1和 2，其
中 ，Dp=10mm，即 Ls 分 别 为 2.5mm，5mm，10mm 和

20mm，针 栓 式 喷 注 器 的 其 他 结 构 参 数 均 相 同 ，

见表 3。
取推力室轴向方向 x=0.05m，x=0.1m，x=0.15m和

x=0.2m横截面静压的平均值作为燃烧室压力，对不

同 Ls/Dp下的燃烧室压力进行比较，如图 12所示。从

图 12中可以看出，随着 Ls的增大，当 Ls小于 10mm，即

Ls/Dp小于 1时，燃烧室压力变化非常小，当 Ls大于

10mm，即 Ls/Dp大于 1时，燃烧室压力有所减小，推力

室燃烧效率降低。

图 13和图 14分别为不同 Ls/Dp下的推力室头部

流线图和推力室温度分布云图。从图中可以看出，

随着 Ls/Dp的增大，外侧回流区不断增大，而中心回流

区基本保持不变。推力室头部的低温区域随 Ls/Dp的

增大而不断扩大，燃气高温区域的长度则不断减小，

但温度分布特点基本保持一致。针阀伸进燃烧室长

度 Ls增大，CH4与液氧混合需要经过的距离变长，使

得外侧回流区增大，头部附近低温区域也随之增大，

这有助于推力室头部区域的冷却。

Fig. 11 Species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Dn

Fig. 14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Ls/Dp

Fig. 13 Streamline of thrust chamber head of different Ls/Dp

Fig. 12 Chamber pressure of different Ls/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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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a），（b）和（c）分别为不同 Ls/Dp下推力室中

CH4，O2和 H2O的质量分数分布云图。从图中可以看

出，随着 Ls/Dp的增大，CH4在推力室头部区域的分布

范围不断扩大，质量分数也不断增大，O2在针栓头部

附近的富集区域随着 Ls/Dp的增大逐渐减小。

图 16（a）和（b）分别为不同 Ls/Dp下推力室横截面 O2
和 H2O平均质量分数沿轴向的变化曲线。当 Ls/Dp=2
时，推力室横截面 O2质量分数的峰值最低，但 Ls的增

加使得 O2在推力室中进行燃烧的有效长度缩短，因

此推力室中后段 O2的质量分数要高于其他工况，而

H2O的质量分数则要低于其他工况，推进剂的混合燃

烧变得更加不充分，所以燃烧室压力有所减小，燃烧

性能降低。

因此，为提高推力室的燃烧性能，同时综合考虑

推力室头部的冷却问题，针阀伸进燃烧室长度 Ls应取

越程比 Ls/Dp在 1附近。

4 结 论

本文对针栓式喷注器液氧/甲烷发动机推力室进

行数值仿真，主要结论如下：

（1）径向喷注通道尺寸 h0增加，中心回流区不断

减小，针栓头部附近和推力室中心燃气的温度显著

降低，燃气高温区域也显著减小，燃烧室压力不断减

小，推力室燃烧效率降低。因此，为提高推力室的燃

烧性能，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减小针栓式喷注器的径

向喷注通道尺寸 h0。

（2）针阀直径 Dn减小，针栓与针阀共同形成的凹

进区域不断增大，凹进区域内的温度不断降低。外

侧回流区不断向推力室头部方向缩小，在轴向喷注

通道出口下方形成的小回流区则不断增大。推力室

中燃气的高温区域不断增大，燃烧室压力也不断增

大，推力室燃烧效率提高。因此，为提高推力室的燃

烧性能，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减小针栓式喷注器的针

阀直径 Dn。

（3）越程比 Ls/Dp增加，外侧回流区不断增大，推

力室头部的低温区域也随之增大，这有助于推力室

Fig. 16 Mass fraction of species in the cross section of

different Ls/Dp

Fig. 15 Species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Ls/Dp

1568



针栓式喷注器液氧/甲烷发动机燃烧特性数值仿真第 42 卷 第 7 期

头部区域的冷却。当 Ls/Dp小于 1时，燃烧室压力变化

非常小，当 Ls/Dp大于 1时，燃烧室压力有所减小，推力

室燃烧效率降低。因此，为提高推力室的燃烧性能，

同时综合考虑推力室头部的冷却问题，针阀伸进燃

烧室长度 Ls应取越程比 Ls/Dp在 1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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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背压等离子点火器及其液体燃料点火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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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航天应用的液体火箭发动机及燃烧型加热器燃烧室室压高、燃料流量大、温度低、有重复

启动需求，实现安全可靠点火的难度较大。针对这些需求，研究了一种采用高背压设计的电弧等离子体

点火器。实验研究了Ar，N2气体工质在高进气压力下的伏安特性，发现N2在宽压力范围内适用于点火。

发射光谱分析表明，在高达数MPa的进气压力下，Ar，N2等离子体射流电子密度符合局部热力学平衡判

据（LTE判据），点火能量集中。N2等离子体整体温度低于Ar，但阳极喷口附近温度高于Ar，N2等离子

体射流火焰长，卷吸沿程空气造成射流平均温度偏低，但有助于低温液体推进剂的蒸发混合和强化点

火。等离子体射流引起了臭氧和氮氧化物的形成，具有促进点火和化学反应的作用。背压提高引起电源

输出电压升高，提高供气压力和电流，有助于点火器在高背压环境中稳定电压。燃烧型空气加热器燃烧

室的点火实验发现，采用N2等离子体喷注面中心点火，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酒精-空气和酒精-液氧-空
气的点火，最高燃烧室室压接近 5MPa时，点火器仍能稳定工作，多次使用电极烧蚀不明显，在液体火

箭发动机的重复可靠点火方面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液体火箭发动机；等离子体；点火器；背压；发射光谱；液体推进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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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Researches of High Back Pressure Plasma Ignitor
and Liquid Fuel Ignition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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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mbustion chamber of cryogenic liquid rocket engine and air heater has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pressure，heavy flow of cryogenic fuels and demands repeated starts，for which the safety and reliable ignition is
difficult. A high back pressure plasma ignitor meeting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was designed and studied. The volt⁃
age-current characteristics of Ar and N2 working at high inlet pressures were studied by experiments and results
showed that N2 worked well within a wide pressure range. Emission spectrum diagnose showed that the elec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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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sity of Ar，N2 plasma jets reached the local thermodynamic equilibrium（LTE）criterion and showed concen⁃
trated ignition power under inlet pressures of several MPa.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of N2 plasma was lower than
that of Ar，while just the reverse at the anode outlet. N2 plasma jet lasted longer in atmosphere，sucking and mix⁃
ing the air，which resulted in the temperature drop but would accelerate the evaporation，mixture and ignition of
cryogenic liquid fuels. The plasma caused the formation of active particles like ozone and oxynitride，which would
also promote the ignition and chemical reactions. Higher back pressure caused higher output voltage，and raising
inlet pressure and current helped to stabilize the output voltage under high back pressure. Ignition experiments in
the combustion chamber of combustion-type air heater showed that N2 plasma could ignite the alcohol-air and al⁃
cohol-LOX-air within a short period when placed in the center of the injection surface. The ignitor worked stably
even the back pressure reached 5MPa，and repeated operations caused slightly electrode erosion，showing pros⁃
pects in reliable and repeated ignition of liquid rocket engine.

Key words：Liquid rocket engine；Plasma；Ignitor；Back pressure；Emission spectrum；Liquid propel⁃
lant

1 引 言

液体火箭发动机及燃烧型加热器等地面试验系

统通常采用液体氧化剂和燃料，具有较高的燃烧室

压力。新型液体火箭发动机多采用液氧、液氢、液态

烷烃等低温推进剂，点火环境恶劣，点火能量和安全

性要求较高。此外，多次启动和可复用的液体火箭

发动机也对点火技术提出了快速可靠可复用的要

求。安全可靠的高能点火技术对液体火箭发动机及

其地面试验系统至关重要。

电弧等离子体点火器利用热等离子体能量集

中、化学反应活性粒子多的特点，可在极短时间内引

发燃烧反应，完成燃料点火［1］。相比其它点火方式，

等离子体射流点火具有点火能量密度高、安全性较

高等优点，此外等离子体点火器系统结构简单、主体

结构无需浸润在推进剂环境中，具有较长的寿命和

灵活的启停特性。在航天发动机领域，电弧等离子

点火器既可应用于液氧-煤油、液氧-液甲烷、液氧-
液氢等新型液体火箭发动机点火，也可应用于组合

动力发动机点火。基于液体火箭发动机燃烧室结构

设计，采用液氧-酒精、液氧-异丁烷等燃料组合，为

组合火箭发动机试车、航天飞行器热防护、液体发动

机涡轮吹风试验等提供地面试验条件的燃烧型加热

器，在航天领域应用前景广泛［1-3］。

文献［4-5］及张鹏等［6］的研究表明，气体放电产

生的氮氧化物、臭氧等长寿命活性粒子能够增大火

焰传播速度，强化点火过程。何立明等［7-9］对用于航

空发动机的等离子体射流点火器的结构参数和点火

特性的影响进行了大量实验研究。于锦禄等［10］发

现，放电环境气压的升高引起等离子体点火器的临

界放电电压的增大。在亚燃/超燃冲压发动机领域，

国内外对等离子体射流点火进行了大量的机理研究

和工程验证［11-13］，但这些研究的焦点多集中于高气流

速度下的等离子体点火，与液体火箭发动机类型燃

烧室室压高达数 MPa的点火条件存在明显差异。在

液体火箭发动机类型燃烧室点火方面，日本 JAXA采

用 60Hz低频交流电诱导低电离能的气体 He产生等

离子体射流，对液氧-液甲烷实现了一定混合比下的

可重复点火［14］，但技术成熟度较低 ，燃烧室压仅

0.8MPa。俄罗斯对液体火箭发动机等离子体点火的

研究和应用相对较多，RD-161 使用交流放电氧气等

离子体在实际的航天应用中实现了液氧-煤油发动

机多次点火［3］，Yusupov等［15］则设计一种压力可达

2.5MPa的直流电弧等离子体点火器，用于大型燃烧

型空气加热器的点火。国内，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

在液体火箭发动机类型燃烧室低温推进剂和高室压

环境下的电弧等离子体点火助燃方面做了较多工程

化的研究［3］。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外关于液体火箭发

动机类型燃烧室等离子体射流点火的报道和研究

较少。

适用于液体火箭发动机类型燃烧室的等离子体

点火器研制的难点在于这种类型的燃烧室多采用高

室压和低温推进剂，所以，不同于一般条件下使用的

等离子体点火器的常压设计，针对这种点火需求的

电弧等离子体点火器需采用高背压设计，以保证等

离子体射流的速度、长度和能量，避免恶劣环境中点

火能量不足引起熄火或点火延迟时间过长引起爆

燃，同时，保证点火端压力以避免燃烧室高室压引起

射流火焰回流损坏点火器结构。此外，液体火箭发

动机类型的燃烧室点火过程中迅速建立的高室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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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对应陡峭的点火器背压曲线，对电弧和射流的稳

定性和电源性能要求更高。同时，在高气压下工作

的点火器粒子密度大，电子和重粒子之间碰撞频繁，

射流整体温度与电子温度更为接近［16］，工况恶劣，更

容易发生断弧或结构烧坏。

本文针对液体火箭发动机类型燃烧室的动态高

室压和低温推进剂特点，研究了一种可以稳定工作

在高背压环境下的台阶式阳极电弧等离子体点火

器，通过实验研究了该等离子体点火器在不同气体

工质、进气压力和功率下形成的等离子体电弧的电

特性，并通过发射光谱采集得到了不同工况下氩/氮
等离子体射流的电子激发温度和电子密度，并初步

研究了等离子体射流对环境空气的影响，获得了这

种等离子体点火器的参数特性并确定了合适的点火

工质。实验还对点火器在高背压环境中的参数特性

和稳定性进行了模拟实验研究，并在地面实验台进

行了液体工质、高室压燃烧室的点火实验研究，验证

了这种等离子体点火器在液体火箭发动机类型燃烧

室中点火的可行性，实验获得点火器特性及其液体

燃料点火特性以匹配液体火箭发动机类型燃烧室点

火参数，促进点火器设计改进。

2 方 法

2.1 实验系统

电弧等离子体发生器弧室内部剖面结构示意图

和点火器实物见图 1。为在动态高背压环境下实现

稳定电弧，不同于常见的直孔和喇叭状阳极，点火器

采用台阶式阳极以约束弧根运动。电源电路高压模

块（10kV）用于击穿电极间的高气压工质气体，建立

电离通道，恒流模块产生稳定电流，为等离子体射流

提供持续的能量。

等离子体点火器工作电流 12~35A。为实现 2~
10MPa宽范围高背压 pback环境下对大流量低温推进

剂的稳定重复点火，点火器自身进气压力 pin设为 2~

10MPa。
为方便观察与实验，等离子体点火器在高进气

压力下的电特性实验和射流参数实验在大气压背景

下进行，工质采用常用的等离子体点火工质 Ar和 N2。
点火器射流光谱诊断系统见图 2，实验使用 LTB Ary⁃
elle 150光谱仪，波长 190~1100nm，分辨率 0.01nm。

等离子体自由射流下游副产物采用气体成分分析仪

测量。

点火器背压实验在氮气背压腔中进行，调节背

压腔排气孔和氮气流量，可获得 0~5MPa的背压。

液体工质点火实验在燃烧型加热器上进行，燃

烧型加热器具有与液体火箭发动机相似的燃烧组织

方式和较高的燃烧室压力，可为组合动力发动机试

车、航天飞行器热防护、液体火箭发动机涡轮吹风试

验提供合适的气流环境。在燃烧型加热器上开展液

体工质点火实验，对液体火箭发动机类型的燃烧室

点火环境具有较好的模拟效果。点火器安装在喷注

面中心位置，如图 3所示。实验分别采用酒精-空气

和酒精-液氧-空气作为燃烧工质。

2.2 射流参数光谱诊断计算模型

LTB ARYELLE 150光谱仪为中阶梯光谱仪，在

波长测量范围内，总的衍射级数达到了 80级，在低波

长段，每个衍射级次约覆盖 10nm的范围，在高波长

段，每个衍射级次覆盖 20~25nm的范围，每个级次对

应的波长范围上，中心处衍射效率最大并向两翼递

减，光强度需经光栅效率曲线的校正［17］。本文采用

标准卤素灯测量，并通过分段插值获得可见光波段

的光栅效率曲线见图 4。Fig. 1 Plasma ignitor of high pressure

Fig. 2 Spectrum diagnosis system of plasma jet

Fig. 3 Practical ignition experiments

1572



高背压等离子点火器及其液体燃料点火特性实验研究第 42 卷 第 7 期

等离子体的激发温度主要反映等离子体电子温

度。如处于某一能量的激发态的粒子通过电子碰撞

激发和退激发过程达到了平衡状态，则处于第 q能级

的粒子数密度 nq符合 Boltzmann分布 [18]

nq = n
Z
gq exp ( - Eq

T exc ) （1）

Z =∑q
gq exp ( )- Eq

T exc
为配分函数，gq 为统计权

重，Eq是 q能级能量，Texc为激发温度。

电子从能级 q→p跃迁，辐射强度 Iqp为

Iqp = N 0
gq
g0
Aqp hγqp exp ( - Eq

kT exc ) （2）
N0为元素的原子数密度；g0为基态能级统计权

重；Aqp为能级跃迁几率；h为普朗克常量；γqp为能级跃

迁发射谱线的频率，k为波尔兹曼常数。取对数并使

用换底公式，得到

lg Iqp λqp

gq Aqp
= - 5040Eq

T exc
+ C （3）

Iqp和 λqp可测，gq，Aqp，Eq可从 NIST数据库获得，通

过拟合斜率可计算激发温度。

实验中工况连续调节，对不同工况进行了两到

三次重复光谱采集实验，筛选特征谱线变化趋势合

理的谱图进行参数计算。对同种气体工质，选用同

一气压不同工况下共有的特征谱线进行玻尔兹曼谱

图计算，通过拟合的相关性和显著性检验对结果的

精度与合理性进行判断。

电子密度是体系热平衡程度的重要判据，等离

子体电子密度足够大时，可认为体系达到局部热力

学平衡。根据 Stark展宽理论，Stark展宽仅与等离子

体的电子密度有关。因此测量谱线轮廓的半高全宽

即可得到电子密度，简化算法计算电子密度为［19］

Δλwidth = 2 × 10-16ωn e （4）
Δλwidth 为 Stark展宽，nm，ω为电子碰撞半宽度，

mm·cm3，ne为电子密度，1/cm3，单位可换算为 1/m3，对

某种气体特定波长，ω为温度的函数。

3 结果与讨论

3.1 等离子体射流形态及点火器电特性

相同进气压力 pin和电流条件下，Ar和 N2点火的

等离子体射流见图 5。Ar等离子体射流呈白色，喷口

处亮度最高，射流短、面积小；N2等离子体射流中心

呈白色，边区及尾焰呈黄色，射流长、区域大，环境存

在明显的过渡区。

改变气压和电流获得 Ar等离子体和 N2等离子体

的伏安特性曲线（U-I），见图 6。在同样的进气压力

和电流下，Ar等离子体的弧电压远低于 N2等离子体，

这一特性与实验观察到的射流长度现象相符合。Ar
的电离能较 N2低，能够在更低的能量作用下电离，进

入大气后也更容易复合。由于 Ar，He等惰性气体低

Fig. 6 U-I for Ar arc and N2 arc

Fig. 5 Plasma jet of Ar and N2 (2.5MPa，35A)

Fig. 4 Grating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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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离能的特点，起弧容易，对电源要求较低，作为点

火 工 质 在 一 些 液 体 推 进 剂 点 火 研 究 中 得 到 了 应

用［14］，但从射流长度和点火能量来看，N2点火性能优

于 Ar。
由图 6看到，N2工质呈现下降的伏安特性，弧电

压随 pin的增大而升高。进气压力较低时，Ar弧电压

随电流增大先下降后升高，并随着压力升高逐渐呈

现上升的伏安特性。

对等离子体的热物理性质和输运性质的研究表

明［20］，等离子体的电导率同时受到温度和压力的影

响，进而影响到电弧的伏安特性。现有的研究文献

中［10，13］，一般低进气压力下的等离子体电弧会表现出

下降的伏安特性。在本文使用的高气压等离子体点

火器设计中，阳极弧根通过台阶结构约束在较小的

电极区域上。研究认为，对这种台阶式突扩形输出

电极结构的等离子体发生器，在常规电流区间内，伏

安特性会随电流增大呈现典型的“U”形［16］。使用 Ar
工质时，弧根落在台阶上，Ar在较小电流下就容易电

离。 pin=2.5MPa的工况下，当电流增大时，电阻率下

降，同时温度升高，通道内气压进一步提高，弧长增

长，两种作用的综合影响使伏安特性曲线出现下降

段。而电流进一步增大时，Ar在通道内几近完全电

离，此时电流值的影响就占据主导，呈现上升的伏安

特性。在更高的气压下，电流和温度提高始终导致

弧电压处于上升趋势。N2作为气体工质时，电弧始

终被限制在台阶回流区后的一段距离上运动，平均

弧长较长，此外，N2相对于 Ar比较不易电离，增大电

流对电阻率影响较大，所以弧电压呈现下降趋势且

变化值较小。

由于台阶式阳极和较高的进气压力，pin变化对

Ar电弧的影响与普通气压设计不同，故若以 Ar作为

点火工质，pin为 2~5MPa时，如电流<25A，提高 pin对增

强点火能量意义不大。在 8MPa的供气压力下，Ar电
弧具有上升的伏安特性，是理想的工作状态。而采

用 N2作为点火工质时，虽然表现为轻微下降的伏安

特性，但提高供气压力和电流都可以明显提升点火

能量，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3.2 等离子射流电子激发温度

由于 Ar和 N2等离子体射流形态差异较大，因此

主要通过轴线上的透镜将分散光聚焦至光纤以采集

射流整体光谱。相同电流下部分波段 N2和 Ar射流光

谱信息如图 7所示。

3.2.1 Ar等离子体电子激发温度和密度

调节 Ar供应压力和电源输出电流，测量了 Ar等

离子体射流的发射光谱，并根据光栅效率曲线修正

谱线强度。选择一组典型 Ar I 谱线，参数见表 1
（NIST）。表中参数与前述玻尔兹曼法拟合公式相对

应，λ为选择的谱线波长，A为能级跃迁几率，Eu为能

级能量，gu为统计权重。

图 8给出了计算得到的不同压力和功率下 Ar等
离子体射流的电子激发温度。

可以看到，在相同的供气压力 pin下，电子激发温

Fig. 7 Spectrum of N2 and Ar plasma jets

Fig. 8 Electron excitation temperature of Ar plasma at

2.5MPa, 5MPa, 8MPa

Table 1 Ar I spectroscopy parameters

λ/nm
693.7664
714.7042
727.2936
866.7944
912.2967

A/s-1
3.08×106
6.30×105
1.83×107
2.43×106
1.89×107

Eu/eV
14.69363880
13.28263891
13.32785693
13.15314376
12.90701519

gu
1
3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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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基本随功率的增大而单调升高。这是因为 pin一定

时，提高电流增大了注入功率，对电弧加热起到了明

显的促进作用。

在不同的 pin（2MPa，5MPa和 8MPa）下，可以看到

2kW 对 应 的 电 子 激 发 温 度 分 别 为 7250K，8400K，
7400K，2.5kW 对应的电子激发温度分别为 7350K，
9000K，8000K，3kW 对 应 的 电 子 激 发 温 度 分 别 为

7600K，9480K，8400K，将 pin从 2MPa提升至 5MPa，气
流量增大而功率不变的情况下，电子激发温度却出

现了提高。分析原因，可能是提高压力导致射流温

度梯度变大，即 pin提高导致电流通道压缩，使电弧区

电流密度增大，从而导致射流高温区减小的同时，最

高温度升高［21］。pin进一步提高至 8MPa时，pin提高引

起的电流通道压缩已趋于极限，而提高 pin气体流量

增大，功率不变的情况下，气体平均焓值下降，电子

激发温度下降。

Ar等离子体电子密度选用 696.54nm处谱线展宽

计算。该波长处仪器展宽为 0.1161nm，谱线半高全

宽由软件读出。根据该谱线 Stark展宽参数拟合得到

电子碰撞半宽度 ω = 0.0013T 0.3748［22］，由前述计算的电

子激发温度求得各工况点电子碰撞半宽度，代入简

化后的 Stark展宽公式得到电子密度。 pin=5MPa时，

电子密度如图 9所示。

有研究认为［23］，等离子体局部热力学平衡状态

的判定标准为电子密度达 1×1022/m3，本实验工作参数

下，Ar等离子体射流电子密度达到 1022/m3以上，满足

局域热力学平衡的判定标准，可认为热等离子体的

温度与激发温度、电子温度相等。

图 10给出了 Ar等离子体在 pin=2.5MPa和 8MPa
的电子密度，对比温度曲线发现，Ar等离子体的电子

密度随功率单调变化。

3.2.2 N2等离子电子激发温度和密度

N2等离子体射流发射光谱的多数谱线的绝对强

度随功率明显增强。选择一组典型 N I 谱线并修正

谱线强度，参数见表 2。

图 11给出了不同压力和功率下计算得到的 N2等
离子体射流的电子激发温度。结果显示 N2等离子体

温度比 Ar等离子体的明显偏低。分析原因除选择的

计算谱线和谱线自吸收引起一定误差外，还可能是

N2等离子体射流进入环境后，由于射流较长，边区卷

吸了较多的冷空气并形成了加热效应，因此自由射

流整体温度相对较低。

在 pin=2.5MPa工况下，等离子体激发温度随功率

的提高单调增大，数据处理也发现在该工况下参数

拟合相关度非常高，结合文献研究认为，在较低气压

下，射流高温区整体面积较大，且对周围空气卷吸量

Table 2 N I spectroscopy parameters

λ/nm
744.229
818.487
822.314
862.924
870.325
871.170
871.883

A/s-1
1.19×107
8.21×106
2.62×107
2.67×107
2.16×107
1.29×107
6.54×106

Eu/eV
11.9955752
11.8444760
11.8374290
12.1263786
11.7500910
11.7528948
11.7575318

gu
4
6
2
4
2
4
6

Fig. 11 Electron excitation temperature of N2 plasma at

2.5MPa, 5MPa, 8MPa

Fig. 9 Electron density of Ar plasma at 5MPa

Fig. 10 Electron density of Ar plasma at 2.5MPa and 8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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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温度分布比较平均，功率提高对射流整体产生

加热效应［21］。提高 pin至 5MPa，pin增大不仅增大了气

体流量，也对电弧通道产生压缩，同时提高电流强化

了弧柱附近气体的热膨胀，射流速度在压力和温度

的双重作用下提高，对周围空气的卷吸作用增强，导

致 N2等离子体射流温度在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增

强，功率的提高难以弥补空气卷吸量增加导致的平

均温度下降，因此温度随电流的增大反而呈现降低

的趋势。进一步提高 pin至 8MPa，射流激发温度随电

流的增大先降低后升高，最后基本保持不变，分析原

因是在高压力和足够大的电流条件下，射流形态及

其对周围空气的卷吸达到了饱和，射流长度几乎不

再随功率提高而增长，功率提高重新主导了整体温

度的升高。

选择 746.831nm 处谱线计算 N2 等离子体的密

度［22］，该波长处仪器展宽为 0.12447nm。拟合电子碰

撞半宽度 ω = 0.0016T 0.3682，计算 N2电子密度如图 12
所示。N2等离子体射流电子密度均达到 1022/m3量级

以上，满足局域热力学平衡的判定标准。虽然不同

的气压下，电流增大对电子密度的影响效果有所不

同，但 N2等离子体的电子密度总是随着功率的提高

而增大，说明电流和功率的增大会明显提高 N2电离

度，即使因为对空气的卷吸作用增强造成一定的温

度波动，对电子密度的趋势影响也不大。电子密度

的计算结果也说明在 MPa级的进气压力下，等离子

体射流的热平衡度较高，点火能量集中，有助于强化

液体火箭发动机燃烧室高室压、大流量、低温推进剂

环境中的点火。

3.2.3 等离子温度空间分布特点

将光纤探头固定至点火器出口平面径向位置

上，调节点火器参数至低电流高电压的工况，使阳极

弧根靠近喷口并采集到阳极喷口附近电弧射流的光

谱信息。此工况 Ar等离子体电参数为 13.5A，140V，

N2等离子体电参数为 13.5A，270V。
选 择 Ar I 谱 线（763.511，801.479，810.369，

840.821，842.465，922.449nm）和 N I 谱 线（818.487，
821.072，856.801，865.589，868.34，872.889，874.739
nm），根据玻尔兹曼谱图法计算电子激发温度见图

13，图中 k为拟合直线的斜率，r2为拟合相关系数，P

value为显著性水平的 P值检验。Ar等离子体温度为

5676K，与射流测得的其它工况点整体温度值趋势一

致，而 N2等离子体温度为 9254K，明显高于其它工况

点整体温度值。

Ar等离子体射流整体温度高于同电流下 N2等离

子体，而点火器出口位置 Ar等离子体温度明显低于

N2等离子体，说明 Ar易电离易复合的特性导致 Ar等
离子体在环境中存在时间短，对环境气体加热作用

小，且空气中 Ar含量极低，所以采集到的光谱信息也

大量来自射流中心高温区。而 N2等离子体长射流在

卷吸掺混周围空气的过程中，边区和尾焰温度不断

下降，测得的 N2等离子体谱线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

被卷吸的空气和被冷却的 N2等离子体。虽然 N2等离

子体射流自身温度在卷吸掺混环境气体的过程中不

断下降，但从低温液体工质点火的角度来看，这种长

射流卷吸的特性有助于强化推进剂的受热蒸发，加

强射流中的活性粒子与推进剂的接触混合，缩短点

火延迟时间。

3.3 等离子体射流副产物

使用 Ar和 N2点火时都有明显气味产生，在 5MPa
供气压力下增大电流，在 Ar和 N2等离子体射流下游

轴线同一位置处使用气体成分分析仪监测不同工况

下氮氧化物浓度时发现（见图 14），Ar等离子体射流

在各个工况下几乎不会产生 NO2，因此 Ar点火时环境

中的气味可能来自高温引起空气中氧电离再结合形

成的臭氧。Ar本身性质稳定，且等离子体在空气中

Fig. 12 Electron density of N2 plasma at 2.5MPa, 5MPa and

8MPa

Fig. 13 Electron excitation temperature of plasma at torch

outlet (Ar,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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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复合，对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高温引起氧电

离和臭氧的形成。N2等离子体则明显引起了环境中

NO2浓度的变化，且浓度随电流增大。N2电离形成活

化粒子与高温引起的 O2电离产物反应形成 NO2。等

离子体射流尤其是 N2等离子体副产物的存在验证了

等离子体自身产生活化粒子，高温也会引起环境空

气产生活化粒子，对点火助燃和化学反应存在促进

作用［6］。

3.4 点火器高背压特性和稳定性

为研究点火器在不同环境压力下的特性，分别

在真空舱、大气压和背压舱中进行了 N2等离子体点

火器的点火实验，图 15 给出了点火实验图像。

与大气环境中相比，等离子体射流在高真空环

境中较为发散，而高背压环境中射流低温尾区面积

受到明显的压缩变小。

使用大气压环境下可使点火器稳定工作的两级

调 节 高 精 度 恒 流 源 S1 对 进 气 压 力 4MPa，电 流 值

18.5A的 N2等离子体点火器进行 0~2.5MPa高背压下

的测试实验，观察到电源输出电压值在 105~160V变

化，然而当 pback进一步增大至 3MPa时，电压波动幅度

过大，稳定性变差，点火器断弧。为应对背压变化

的影响，更改电源输出控制方案，采用简化的电流

控制方式，并采用三极管电流控制以减小电流的纹

波系数，加强电压调节能力。采用改进电源 S2对不

同 pin（4.5~9.3MPa）的 N2点火器在高背压环境（0.1~

4.5MPa）下测试，输出电压见图 16。

背压提高引起喷口附近气体压力和密度提高，

放电通道电阻会明显增大，维持电弧受到的阻力增

大，相应电源输出电压提高，功率增大。另一方面，

高背压环境也可能对阳极喷口附近弧根位置产生挤

压，导致弧根位置变化，电弧长度缩短，弧电压下降。

但是，台阶型阳极设计相比直管和喇叭型阳极，能够

较好地限制阳极弧根的自由移动引起的弧电压的剧

烈波动，加强电弧的稳定性。从图 16实验结果可以

看到，提高供气压力，增大电流，能够较好地维持电

压在高背压环境中的稳定。

3.5 液体工质等离子体点火实验

图 17为使用氮气等离子体进行燃烧室点火实验

的 部 分 实 验 图 像 。 点 火 成 功 后 ，燃 烧 火 焰 饱 满

稳定。

图 18给出了酒精-空气燃烧型加热器点火实验

的典型无量纲压力曲线，由于点火器在燃料工质充

填之前开启，为分析整个点火过程，根据相关研

究［24］，可大致将工质进入燃烧室到燃烧室室压迅速

升高的时间定义为点火时间 ti，将室压突跃时刻至达

到额定值 95%的时间间隔定义为着火延迟时间 ts，分

别对应着火点和火焰传播过程。图中室压突跃时燃

烧室内温度也开始同步抬升，该时刻为着火点，点火

器等离子体射流该过程的作用是引燃工质，当室压

达到额定值 95%后关闭等离子体点火器，燃烧可以

自持，视为点火结束，火焰传播过程中，点火器等离

子体射流的作用是稳燃。在实验中发现，在着火延

Fig. 16 DC voltage changing with backpressure(N2,S2)

Fig. 17 Images of N2 plasma ignition

Fig. 14 Concentration of NO2 at downstream of the free

plasma jet

Fig. 15 Images of plasma jet in vacuum, atmosphere and

high back pressure

1577



推 进 技 术 2021 年

迟时间段内，对酒精-空气工质，某些工况下着火点

之后如点火器提前关闭，可能会导致燃烧室建压过

程中断，即虽然点火成功，但由于缺少稳燃能量而导

致火焰无法传播开。

对混合比为定值，酒精流量为 0.025~0.069 kg/s，
室压 pc为 1.1~3.2MPa的低中高工况进行 5kW的 N2等
离子体点火实验，结果见表 3。对酒精-空气工质，随

着工质流量和室压的增大，点火时间延长而着火延

迟时间缩短。

采用酒精-液氧作为燃烧工质，掺混空气的三组

元燃烧型空气加热器，其燃烧组织方式为液氧和酒

精在燃烧室内均匀混合，通过等离子体点火器点燃

并燃烧，产生高温富氧燃气，掺混空气后，获得高压、

高温混合气。图 19给出了室压 3.9MPa高工况下点

火器启动控制和反馈信号与室压建立曲线，由曲线

可以看到，加热器启动可靠，建压迅速、室压平稳，无

压力峰。采用 5kW的 N2等离子体点火器，整个点火

过程可在 1s内完成。

熊剑等［25］对使用同一燃烧型空气加热器系统和

燃 烧 工 质 的 实 验 研 究 发 现 ，提 高 工 况（0.172~
1.929MPa）引起点火时间（1.42~0.36s）和着火延迟时

间（1.14~0.11s）缩短。这一规律与酒精-空气的点火

特性有所区别，可能是气-液和液-液充填特性和喷

注方式区别，以及液氧和空气燃烧特性的不同引起

的。从整个点火过程的室压曲线来看，高参数下酒

精-液氧-空气的点火燃烧过程相比酒精-空气更加

迅速和剧烈。

在所有实验中，燃烧型空气加热器点火测试的

最高燃烧室压力实际接近 5MPa，氮气等离子体点火

器仍能稳定工作并实现快速点火，燃烧室内形成的

压力火焰没有对点火器结构造成破坏，连续点火 30
次电极发生轻微烧蚀。等离子体点火在液体火箭发

动机及其燃烧型加热器等地面试验设备的重复可靠

点火方面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实验仅是对采用液体或者低温液体工质的，

燃烧室压力较高的，具备液体火箭发动机燃烧室

结构和组织燃烧特征的燃烧型加热器进行初步的

等离子体点火实验探索，实验主要验证了本文设

计的高参数等离子体点火器在液体火箭发动机燃

烧室实现点火的适用性和可靠性，液体火箭发动机

等离子体点火的参数优化和规律探索还有待进一

步研究。

4 结 论

本文通过实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台阶式阳极结构和 MPa级的供气压力下，N2
等离子体弧电压远高于 Ar，表现为小范围下降伏安

特性。Ar易电离、参数低、点火器设计和实现更为容

易，但从稳定性、射流长度和点火能量的角度，N2等
离 子 体 更 适 合 高 室 压 的 液 体 火 箭 发 动 机 燃 烧 室

点火。

（2）MPa级的进气压力下，Ar和 N2等离子体电子

密度均大于 1×1022/m3，符合局域热力学平衡判据，说

明等离子体射流热平衡度高，点火能量集中，有助于

高室压、大流量、低温工质环境中的点火。

（3）阳极喷口附近 N2等离子体激发温度明显高

于 Ar，而射流整体温度 Ar等离子体高于 N2等离子

体。相比于 Ar，N2等离子体形成的长射流对环境气

体的卷吸和加热作用更强，有助于强化液体工质的

Table 3 N2 plasma ignition time of air heater(C2H5OH-Air)

pc/MPa
1.1
2.4
3.2

ti/s
0.98
1.08
1.27

ts/s
0.744
0.378
0.280

Fig. 18 Typical curve of N2 plasma ignition

Fig. 19 Typical curve of N2 plasma ignition (C2H5OH-LOX-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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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热蒸发，加强射流中的活性粒子与推进剂的接触

混合，缩短点火延迟时间。

（4）等离子体自身产生的活化粒子和高温引起

的空气中的氧活化粒子的存在，对点火助燃和化学

反应存在促进作用。

（5）背压提高引起电源输出电压提高，台阶型阳

极相比直管和喇叭型阳极，能够限制阳极弧根的自

由移动引起的弧电压的剧烈波动，加强电弧的稳定

性。提高供气压力，增大电流能够较好地维持电压

在高背压环境中的稳定。

（6）N2等离子体采用喷注面中心点火可在 5kW
左右的功率完成酒精-空气和酒精-液氧-空气在高

室压燃烧室的点火和稳焰燃烧。最高燃烧室室压实

际接近 5MPa时 N2等离子体点火器仍能稳定工作并

实现快速点火，连续点火 30次左右，电极烧蚀并不明

显，在液体火箭发动机及其燃烧型加热器等地面试

验设备的重复可靠点火方面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致 谢：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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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ly affect the chamber’s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but also indirectly impact the combustion instability margin.
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structural parameters and baffle patterns on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a finite ele⁃
ment simulation model of the combustion chamber is established. Firstly，the accuracy of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is verified by a single nozzle acoustic experiment. On this basis，the influence rules of convergent section of com⁃
bustion chamber and one hub and six radial baffle are analyzed. The design rationality of baffle patterns for RD-
170 and F-1 engine is emphatically investigated in terms of sound pressure distribution. The results show the fre⁃
quency of 1L and 1T1L mode increases by 14% and 17% ，respectively，when convergent section of combustion
chamber is considered. For RD-170 engine，the hub baffle locates at the position of 2R mode acoustic velocity anti-
node. For F-1 engine，the 13-compartment baffle could not only reduce the radius of 2R mode acoustic velocity an⁃
ti-node，but also minimize the area of pressure amplitude in tangential modes. The trend of radial vibration mode
changing to tangential vibration mode is observed in F-1 engine’s combustion chamber with double cross baffle.

Key words： Large diameter combustion chamber； LOX/kerosene rocket engine； Convergent section；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Baffle pattern

CLC number：V434 Document code：A Article number：1001-4055（2021） 07-1581-12
DOI：10.13675/j.cnki. tjjs. 200407

大直径液氧煤油发动机燃烧室结构和隔板型式
对声学特性的影响

曹 晨 1，谭永华 2，陈建华 1，李龙飞 1

（1. 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 液体火箭发动机技术重点实验室，陕西 西安 710100；
2. 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100）

摘 要：随着火箭发射任务轨道高度和载荷质量的提高，发动机推力和燃烧室直径增大，使燃烧室

* 收稿日期：2020-06-01；修订日期：2021-03-12。
作者简介：曹 晨，博士生，研究领域为液体火箭发动机技术。E-mail：18681840502@163.com
通讯作者：谭永华，博士，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液体火箭发动机总体技术。E-mail：tanyhcasc@163.com
引用格式：曹 晨，谭永华，陈建华，等 . 大直径液氧煤油发动机燃烧室结构和隔板型式对声学特性的影响［J］. 推进技术，

2021，42（7）：1581-1592. （CAO Chen，TAN Yong-hua，CHEN Jian-hua，et al. Effects of Structural Parameters and
Baffle Patterns on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bustion Chamber for Large Diameter LOX/Kerosene Engine［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2021，42（7）：1581-1592.）



推 进 技 术 2021 年

固有声学振型越发复杂。燃烧室收敛段、抗脉动隔板及其结构型式会显著影响燃烧室的声学特性，进而

改变发动机的燃烧不稳定性裕度。为了研究燃烧室结构和隔板型式对声学特性的影响，建立了燃烧室声

学有限元模型，并通过单喷嘴声学实验验证了仿真模型的准确性。研究了燃烧室收敛段和一周六径隔板

对燃烧室声学特性的影响，重点分析了RD-170和F-1发动机不同隔板型式下燃烧室的声学特性，从声

压分布的角度分析了其隔板设计的合理性。结果表明：添加收敛段后，燃烧室的1L和1T1L振型的频率

分别提高了14%和17%。RD-170发动机的周向隔板位于2R振型速度波腹位置；F-1发动机所采用的两

周八径13分区隔板不仅减小了2R振型速度波腹的半径，而且使切向振型的声压极值面积最小。双十字

隔板使F-1发动机燃烧室中出现径向振型切向化的趋势。

关键词：大直径燃烧室；液氧煤油发动机；收敛段；声学特性；隔板型式

1 Introduction

High-frequency combustion instability caused by
coupling of pressure pulsation and acoustic vibration
modes and its frequency and amplitude of pressure oscil⁃
lation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inherent acoustic
modes［1-3］. Due to the increase of the engine’s thrust，
the diameter of combustion chamber increased，which
makes acoustic frequency significantly reduced and the
potential risk of combustion instability intensified.

In 1960’s，United States developed“Project First”
research plan to solve the combustion instability of the
Saturn V rocket F-1 engine，about 2000 full scale tests
were conducted during the research. Fourteen basic in⁃
jection patterns in combination with fifteen baffle config⁃
urations were tested. Over 90% of the tests conducted
during Project First focused on 5U and modified 5U pat⁃
terns fitted with a 13-compartment by 76.2 mm baffle，
finally 13-compartment baffle pattern was chosen as the
most optimal structure［4-6］.

The RD-0110 engine which operated on a gas gen⁃
erator cycle，was observed high-frequency combustion
instability during both development and acceptance test⁃
ing［7-8］. The high-frequency combustion instability was
only observed at engine’s start-up stage. Finally，the
engine was equipped with several longitudinal felt ribs
（made of combustible materials），the high-frequency
instability was successfully eliminated. After decades of
researches on combustion instability，a large number of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engineering experience have
been summarized［9-10］. However，due to its complicated
mechanism，combustion stability of liquid rocket en⁃
gines is still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predict at present.
Compared with controlling the heat release of combus⁃

tion，it is easier to change the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bustion chamber by adding acoustic damping devic⁃
es such as acoustic cavities，baffles，and half-wave-
length injectors. The anti-pulsating baffles are most
commonly used to improve combustion stability［11-16］，

but the influence rules of these devices on acoustic char⁃
acteristics of combustion chamber still need to be fur⁃
ther studied.

China's heavy-lift rocket engine is developing，
and this LOX/kerosene staged combustion rocket en⁃
gine’s thrust will be 500 tons［17］. This engine poses a
higher challenge to the realization of stable combustion，
so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information of
combustion stability and systematically take all mea⁃
sures to avoid it［18］. In this paper，three-dimensional fi⁃
nite element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analysis of com ⁃
bustion chambers are carried out based on COMSOL
software，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structural pa⁃
rameters and baffle patterns on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bustion chamber for LOX/kerosene engine.
2 Model and Numerical Method

The combustion chamber of LOX/kerosene staged
engine is very complex，it’s composed of injectors，in⁃
jector-forming baffles， cylinder section， convergent
section，and expansion section of nozzle. As the influ⁃
encing factors studied in this paper are the diameter of
combustion chamber， convergent section， and baffle
patterns，the following three simplifications are used for
geometric modeling：（1）The effects of injectors and ex⁃
pansion section of nozzle on the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bustion chamber are not considered.（2）The in⁃
jector-forming baffles are simplified as solid baffles.
（3）The fluid in combustion chamber model is the 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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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gas after combustion. The premises of geometric
modeling are the combustion chamber length and fluid
state parameters unchanged，the proportional amplifica⁃
tion between the diameter of hub baffle，throat diameter
and the diameter of combustion chamber.

The acoustic wave equation with no viscosity，no
heat loss and no flow are as follows

∇·( - 1
ρ0
(∇p - q)) + 1

ρ0 c2
∂2 p
∂t2 = Q （1）

Where：p is the sound pressure，ρ0 is the density of
fluid medium，q is the dipole sound source，c is the
sound speed of fluid medium，Q is the monopole sound
source.

Assuming the form of the sound pressure field is p =
p0 exp[ j(ωt + θ) ]，substitute p into Eq.（1）to obtain the
following Helmholtz equation

∇·( - 1
ρ0
∇p) + λ2 pρ0 c2

= 0 （2）
Where：λ = -jω， the characteristic frequency is

f0 = imag ( - λ) /2π.
Eq.（2） is used to compute the chamber eigen⁃

modes. The model combustion chamber shown in Fig. 1
is selected for grid independence verification and the pa⁃
rameters of fluid state are obtained by thermodynamic
calculation. Set the sound pressure at injector orifice to
zero and the remaining boundary to the wall. The acous⁃
tic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parameters of combustion
chamber with single injector are shown in Table1. Verifi⁃
cation results are shown in Table 2.

The single-injector acoustic experimental system is
shown in Fig. 2. According to the sound pressure distri⁃
bution，the sound pressure amplitude of the tangential
modes is the largest at the chamber wall，and the radial
modes amplitude is the largest at the center. In this ex⁃
periment，the injector is close to the wall of the combus⁃
tion chamber，and a loudspeaker is installed on the side
wall near the bottom of the combustion chamber to ex⁃
cite oscillation. The loudspeaker is connected to a signal
generator，which can generate sound vibrations of differ⁃
ent frequencies. Acoustic probes are installed inside the
injector，at the exit of the combustion chamber and the
side wall of the combustion chamber. The probes can be
scanned at any axial，radial，and circumferential posi⁃

tion in the combustion chamber to measure the sound
field in the experimental combustion chamber. Finally，
the acoustic mode is determined by the position of the
pitch lines. The verification results are shown in Table 3.

Fig. 2 Single injector acoustic experimental system[19]

Table 1 Parameters of combustion chamber with single

injector

Parameter
Chamber diameter/mm
Chamber length/mm
Sound speed/（m/s）
Length of injector /mm
Diameter of injector /mm

Value
150
220
340
120
10

Table 2 Frequency of acoustic modes under different mesh

sizes (Hz)

Eigenmode
1L
1T1
1T2

Mesh size
（25mm）
783.59
1326.2
1332.1

Mesh size
（30mm）
783.59
1326.4
1332.2

Result
errors%
0

0.015
7.5×10-3

Table 3 Comparison of simulation results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Hz)

Eigenmode
1T1
1T2

Simulation
results
1326.2
1332.1

Experimental
results
1311
1378

Result
errors%
1.16
-3.30

Fig. 1 Configuration of simul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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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can be seen from Table 2 that when the mesh
size decreases from 30 mm to 25mm，the difference of
1L and 1T mode frequency is no more than 0.02%.
Therefore，if the mesh size is not more than 25mm，the
convergence and stability of simulation results can be
guaranteed. Table 3 shows that the maximum error of
acoustic simulation results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is
no more than 3.3%，which proves the validity and accu⁃
racy of the numerical calculation method.

The typical acoustic vibration mode of combustion
chamber is shown in Fig.3. For 1L mode，the sound pres⁃
sure gradient only exists in the direction of combustion
chamber’s axis，and there is only one maximum and one
minimum along the axis. In the same way，for 1T mode，
the sound pressure gradient only exists in the circumfer⁃
ential direction and there is only one maximum and one
minimum. For 1R mode，the sound pressure gradient on⁃
ly exists in the radial direction and there is only one maxi⁃
mum and one minimum. For 1T1L mode，it can be viewed
as an overlay of 1T mode and 1L mode. These rules can
be extrapolated to identify higher order longitudinal
modes.
3 Results and discussion

3.1 Effects of combustion chamber structures on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3.1.1 Effects of combustion chamber diameter on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Seven different sizes of combustion chamber diame⁃

ter（280，330，380，430，460，510，560mm）are chosen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combustion chamber diameter
on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Boundary conditions are the
same as section 2.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is shown in
Fig.4，and Fig.5 show results for 1T，1R，1L and 1T1L
mode.

With the increase of combustion chamber diame⁃
ter，the frequency of 1T，1R and 1T1L mode tends to
decline，while the frequency of 1L mode is almost un⁃
changed. The frequency of 1T and 1R mode approxi⁃
mately have an inver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diameter of
combustion chamber，the accuracy of the numerical sim⁃
ulation method is further verified.
3.1.2 Effects of convergent section of combustion
chamber on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Add convergent section to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combustion chamber，as shown in Fig. 6. Grid parti⁃
tioning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are the same as section
2. The combustion chambers with and without conver⁃
gent section are compared by simulation， results as
shown in Fig.7.

Seen from Fig. 7（a） to Fig. 7（d），the convergent
section of combustion chamber increases the acoustic
frequency of all modes. For 1T，1R and 1T1L mode，
the convergent section only changes the size of frequen⁃
cy，but does not change the variation trend of frequency
with the diameter of combustion chamber. Fig. 7（e）
shows that convergent section has little effect on the 1T
and 1R mode，and the maximum variation range is no

Fig. 3 Sound pressure nephogram of 1L, 1T, 1R and 1T1L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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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than 5%. But the convergent section could signifi⁃
cantly affect 1L and 1T1L mode，the maximum variation
range is close to 14% and 17%，respectively.
3.1.3 Effects of one hub and six radial baffle on acous⁃
tic characteristics

One hub and six radial baffle is added to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combustion chamber（as shown in
Fig.8），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baffle on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for combustion chamber. Boundary condi⁃
tions are the same as the section 2. The results are
shown in Fig.9.

Seen from Fig.9（a）to Fig.9（d），the frequency of
1T，1R，1T1L mode reduced by adding one hub and six
radial baffle. But the existence of baffle reduces the vol⁃
ume of combustion chamber，so frequency of 1L mode

slightly increased. Fig.9（e）shows that one hub and six
radial baffle makes a big difference on the frequency for
different modes. This kind of baffle has little effect on
1T，1L and 1T1L mode，the maximum variation range
is no more than 6%. The influence of one hub and six ra⁃
dial baffle for 1R mode is greater，the maximum varia⁃
tion range is closed to 30%.
3.2 Effects of baffle patterns on acoustic character⁃

istics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combustion stability of F-1 engine and RD-170 en⁃
gine in the USA and Russia last century，it is found that
anti-pulsating baffle is a powerful measure to improve
combustion stability for rocket engines. After decades of
research，engineers have summarized partial rules of
baffle design，mainly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con⁃
tents.（1）Hub baffle is designed to suppress the radial
oscillations，and radial baffle designed to suppress the
tangential oscillations.（2）The optimal design of baffle
is at the velocity anti-node position，and the number of
baffles is determined by the oscillation modes to be sup⁃
pressed.（3）For radial high frequency oscillations，the
number of hub baffle is equivalent to the order of modes.

Fig. 5 Effects of combustion chamber diameter on combustor frequency

Fig. 4 Configuration of combustion cha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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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or tangential high frequency oscillations，the num⁃
ber of radial baffles is more than the order of mode，but
better be an odd number. In practical engineering，due
to the convenience of processing，the number of radial
baffles is usually even.

3.2.1 Effects of baffle patterns on acoustic characteris⁃
tics for RD-170 engine

RD-170 engine’s structural parameters are used
as the foundation of geometric modeling，the specific
sizes are shown in Table 4. Three types of baffle pattern
shown in Fig.10 are selected for simulation. The results
of 1T，1R，1L and 1T1L mode are shown in Table 5.

Table 5 shows that the influence of hub baffle diam⁃
eter on the frequency of different modes is quite differ⁃
ent. The frequency of 1L mode slightly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hub baffle diameter，the variation range
is about 1.5%，but frequency of 1R，1T and 1T1L mode
decreased. The effects of hub baffle diameter on 1R
mode are most significant，when the hub baffle diameter

Fig. 6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combustion chamber with

convergent section

Fig. 7 Effects of convergent section on frequency of combustion cha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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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d from 0 mm to 180 mm，the frequency dropped
by 12.6%.

In order to obtain the rules of hub baffle design，
the radial modes should be emphatically studied. Sche⁃
matic diagram of 1R mode’s sound pressure nephogram

is shown in Fig. 11. Sound pressure nephogram of 1R
mode with different hub baffle diameters are calculated，
shown in Fig. 12. Results of 1R mode velocity antinode
position with different hub baffle diameters are shown in
Table 6.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1R mode’s sound pres⁃

Table 4 Stractural parameters of RD-170 engine[10]

Parameter
Chamber diameter/mm
Throat diameter/mm
Chamber length/mm
Baffle hight/mm

Baffle thickness/mm
Diameter of hub baffle Dh/mm

Value
380
235.5
490
40
18.7
143Fig. 8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combustion chamber with

one hub and six radial baffle

Fig. 9 Effects of one hub and six radial baffle on frequency of combustion chamber

1587



推 进 技 术 2021 年

sure nephogram takes shape of concentric circles. Along
the radial direction，the sound pressure changes from
minimum to maximum. Since the sound pressure chang⁃
es continuously，so there must be a radius r where the
sound pressure turns to zero.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pressure and velocity，the pressure node
locates at the position of velocity anti-node. Therefore，
the velocity anti-node can be characterized by measur⁃
ing the contour line position of pressure node.

In Fig.11，r represents the radius of velocity anti-
node，R c is the radius of combustion chamber.

Fig. 12 shows that the radius of velocity anti-node
is maximum without baffle，the velocity anti-node radi⁃
us increases as the diameter of hub baffle increases，
and the region of extreme acoustic pressure gradually
concentrates in the hub baffle. Table 6 shows all three
types of hub baffle are not in the position of velocity an⁃
ti-node，so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RD-170 engine’s
hub baffle is not set to suppress combustion instability

for 1R mode. The smaller diameter of hub baffle makes
greater influence on position of 1R mode velocity anti-
node. When the diameter of hub baffle is 180 mm，the
radius of velocity anti-node is 8.7% less than that with⁃
out baffle，and when the diameter of hub baffle turns to
100 mm，the ratio turns to 29.2%.

Table 6 Results of 1R mode velocity antinode position with

different hub baffle diameters

Baffle pattern of
combustion chamber
Without baffle
Dh=100mm
Dh=143mm
Dh=180mm

Relative position of
velocity antinode

（r/R c）
0.6356
0.45
0.5535
0.58

Change of velocity
antinode position/%

-
-29.2
-12.9
-8.7

Fig. 12 Sound pressure nephogram of 1R mode with different hub baffle diameters

Fig. 10 Schematic diagram of three types of hub baffle diameter

Table 5 Variation of acoustic frequency under three baffle

patterns (%)

Baffle pattern of
combustion chamber
Without baffle
Dh=100mm
Dh=143mm
Dh=180mm

Acoustic eigenmodes of combustion chamber
1T
—

-3.5
-3.1
-2.5

1R
—

-6.7
-10.4
-12.6

1L
—

1.5
1.51
1.53

1T1L
—

-1.7
-1.4
-1.1

Fig. 11 Schematic diagram of 1R mode sound pressure

neph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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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further analyze the rule of hub baffle de⁃
sign，2R mode is calculated and the results are shown
in Fig.13，14 and Table 7.

In Fig. 13，r1 represents the radius of first velocity
anti-node，r2 represents the radius of second velocity
anti-node，R c is the radius of combustion chamber.

Fig. 14 shows a schematic diagram of 2R mode
sound pressure nephogram，the same as 1R mode，its
shape is concentric circles. However，along the radius
direction，the sound pressure changes from maximum
to minimum and then from minimum to maximum. It
can be seen by Fig.14 and Table 7 that the hub baffle
locates at the position of 2R mode acoustic velocity an⁃
ti-node，the acoustic pressure maximum is completely
controlled within the hub baffle area. Therefore， it
can be basically inferred that RD-170 engine’s hub
baffle is set to suppress combustion instability for 2R
mode.

3.2.2 Effect of baffle patterns on acoustic characteris⁃
tics for F-1 engine

F-1 engine engine’s structural parameters are used
as the foundation of geometric modeling，the specific
size is shown in Table 8. Four types of baffle as shown in
Fig. 15 are selected for simulation. The results of 1T，
1R，1L and 1T1L mode are shown in Table 9.

Different types of baffles could make a big differ⁃
ence on the effect of acoustic modes. Baffle patterns have
little effect on 1T，1L and 1T1L mode，less than 2%，but
have relatively big influence on 1R mode，more than 5%.

It can be obtained from Fig. 16 and Table 10 that
four types of baffle have little effect on the distribution
of 1R acoustic pressure. Compared with the relative posi⁃
tion of velocity anti-node for 1R，the change is less
than 1%. Fig. 17 and Table 11 show that four types of
baffle have large impact on the distribution of 2R acous⁃
tic pressure，double cross baffle and 13-compartment
baffle could not only make the relative position of the
first velocity anti-node decrease by 18.3%，but also

Fig. 14 Sound pressure nephogram of 2R mode with

different hub baffle diameters

Fig. 13 Schematic diagram of 2R mode sound pressure

nephogram

Table 7 Results of 2R mode velocity antinode position with different hub baffle diameters

Baffle pattern of
combustion chamber
Without baffle
Dh=143mm

Relative position of the first
velocity antinode（r1 /R c）

0.3487
0.3740

Diameter of first velocity
antinode/mm
132.5
142.0

Relative position of the second
velocity antinode（r2 /R c）

0.7919
0.7877

Diameter of second
velocity antinode/mm

300.9
299.3

Fig. 15 Schematic diagram of four types baffle of F-1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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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ize the area of pressure amplitude on 2R mode.
Most importantly，the acoustic pressure distribution of
2R mode is no longer concentric circles.

In order to further analyze the difference of acous⁃
tic pressure distribution between double cross baffle and
13-compartment baffle，sound pressure nephogram of
2R and 2T mode with two types of baffle are compared
in Fig.18 and Fig.19.

Table 11 Results of 2R mode velocity antinode position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baffle

Baffle pattern of
combustion chamber
Without baffle

Three radial baffle
One hub and eight radial baffle

Double cross baffle
13-compartment baffle

Relative position of
the first velocity
antinode（r1 /R c）

0.34555
0.3524
0.3452
0.2873
0.2824

Diameter of first velocity
antinode/mm
345.55
352.4
345.2
287.3
282.4

Relative position of
the second velocity
antinode（r2 /R c）

0.7868
0.7722
0.7948
0.7979
0.7730

Diameter of
second velocity
antinode/mm
786.8
772.2
794.8
797.9
773.0

Fig. 16 Sound pressure nephogram of 1R mode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baffle

Table 10 Results of 1R mode velocity antinode position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baffle

Baffle pattern of
combustion chamber
Without baffle

Three radial baffle
One hub and eight radial baffle

Double cross baffle
13-compartment baffle

Relative position of
velocity antinode

（r/R c）
0.6109
0.6140
0.6040
0.6142
0.6154

Diameter of
velocity

antinode/mm
610.9
614.0
604.0
614.2
615.4

Table 8 Structural parameters of F-1 engine[6]

Parameter
Chamber diameter/mm
Throat diameter/mm
Chamber length/mm
Baffle height/mm
Baffle thickness/mm

Inner hub baffle diameter Dhi/mm
Outer hub baffle diameter Dho/mm

Value
1000
890

1009.39
76.2
61
171
553.5

Table 9 Results of four baffle patterns for F-1 engine (%)

Baffle pattern of combustion
chamber

Without baffle
Three radial baffle

One hub and eight radial baffle
Double cross baffle

13-compartment baffle

Acoustic eigenmodes of
combustion chamber

1T
-
-1.4
-1.0
-2.0
-2.0

1R
-
0.6
-5.3
-4.3
-4.4

1L
-
0.8
1.3
1.7
1.7

1T1L
-
-1.0
-0.3
-0.9
-0.9

Fig. 17 Sound pressure nephogram of 2R mode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baff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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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can be seen from the Fig.18 and Fig.19 that the
13-compartment baffle significantly minimizes the area
of pressure amplitude on tangential modes in combus⁃
tion chamber cross section contrast with double cross
baffle. And this will improve the combustion st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2R mode’s sound pressure nepho⁃
gram，the trend of radial vibration mode to tangential vi⁃
bration mode appears in combustion chamber with dou⁃
ble cross baffle. Under this circumstance，the acoustic
pressure distribution of radial mode is no longer concen⁃
tric circles，and there is sound pressure gradient in the
circumferential direction. In the liquid rocket engine，
tangential vibration instability is the most serious type of
instability，which could destroy the cooling liquid mem⁃
brane on the inner wall of combustion chamber，
strengthen heat transfer between the high temperature
gas and inner wall，and then burn up the engine. There⁃
fore，F-1 engine’s engineers eventually choose the 13-
compartment baffle.
4 Conclusions

Following main conclusions are obtained by study⁃
ing the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bustion chamber：

（1）The acoustic frequency decreases with the in⁃
crease of combustion chamber diameter，the nozzle con⁃
vergent section mainly affects the longitudinal mode，
and the anti-pulsating baffle mainly affects the trans⁃

verse vibration mode.
（2）Hub baffle locates at the position of 2R mode

acoustic velocity anti-node in RD-170 engine，and the
radius of 1R mode acoustic velocity anti-node decreases
with the decrease of hub baffle diameter.

（3）For F-1 engine， the 13-compartment baffle
could not only reduce the radius of 2R mode acoustic ve⁃
locity anti-node，but also minimize the area of pressure
amplitude on tangential modes. The trend of radial vibra⁃
tion mode to tangential vibration mode appears in com⁃
bustion chamber with the type of double cross baffle.

（4）Large diameter LOX/kerosene rocket engine，
particularly with a diameter of more than 500 mm com⁃
bustion chamber，requires more complex baffle pattern
to inhibit the transverse vi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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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光学观测方法同步获得了喷雾与火焰的动态结构，研究了缩进长度及喷注工况对火焰的动态特性、

自激振荡特性以及燃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喷嘴缩进长度的增加，火焰从稳态转变为自激振荡

状态。稳态燃烧时，火焰具有明显的锥形分布特征，火焰主要分布于锥形液膜表面、喷嘴出口回流区以

及喷雾与燃烧室壁面的撞击区域。对于振荡火焰，当缩进长度较小时，火焰附着于喷注面板上且主要发

生径向振荡；而当缩进长度增大到一定程度后，火焰周期性地附着并远离喷注面板且由纵向振荡主导。

火焰振荡模式的转变是由自激振荡喷雾结构的变化引起的。基于已建立的理论分析模型，深入分析了火

焰自激振荡与缩进室内部流动模态的关系。火焰振荡与喷雾自激振荡强弱同步，且当缩进室内部流动处

于临界流动状态时最强。此外，研究发现，稳态燃烧时的燃烧效率大于振荡燃烧状态下的燃烧效率，喷

嘴缩进可适当提高燃烧效率。

关键词：火焰振荡；自激振荡；缩进；流动模态；液体中心式气液同轴离心式喷嘴

1 Introduction

Combustion instability is manifested by intense
pressure fluctuations with large thermal stresses，and is
one of the dominating factors that define combustor and
engine reliability［1-3］. Particularly，high-frequency com⁃
bustion instabilities with kilohertz pressure oscillations
can lead to high rates of local heat transfer，vibrations，
flashback，variable thrust levels and flame blowout［4］.
The instability in liquid-propellant rocket engines is
deemed to be caused by a coupling of the dynamic pro⁃
cesses（injection， atomization， vaporization，mixture
and chemical reaction）with the response of the gas dy⁃
namics in the combustor［3］.

Self-pulsation with high-frequency is an important
physical phenomenon occurring in the injector，which is
defined as a pressure and flow rate oscillation by a time-
delayed feedback between liquid sheet and annular
gas［5］. If pressure oscillation caused by self-pulsation
matches with that by combustion instability，the com⁃
bustion instability in the combustor may be amplified［6］.
So far，self-pulsation has occurred in all types of gas-
liquid coaxial injectors during the cold experiments. Ba⁃
zarov et al.［5，7］ first discovered self-pulsa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self-pulsation mechanism for the Liquid-
centered swirl coaxial injector（LCSC） injector in the
1970s. Then a series of researches began to focus on this
phenomenon，including the self-pulsation characteris⁃
tics［5，8-10］，self-pulsation mechanisms and the effects of
self-pulsation on the spray characteristics. It was found
that recess length acts as a crucial parameter in self-pul⁃
sation［5］. There is an optimum recess length with which
the injector would have the best atomization performanc⁃

es［8］. Self-pulsation is the strongest when recess length
is around the critical recess length［9］. The resonance be⁃
tween annular gas and the central air core［11-12］，the
dominant wave of the liquid sheet［13］，Kelvin-Helmholtz
instabilities［14-15］ and the blocking actions of the conical
liquid sheet［16］ are all likely to be excitation mechanisms
of self-pulsation. Self-pulsation may sometimes be ad⁃
vantageous for uniformizing the mass flux along radius
and increasing the spray angle. However，the SMD in⁃
creases during self-pulsation，which has negative ef⁃
fects［17-18］.

Except for the researches under cold-test condi⁃
tions，there is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 on self-excit⁃
ed oscillations in rocket environments. Flame dynamics
during self-excited oscillations have been investigated
both by experiments in laboratory-scale combustors［19-21］
an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s［22-24］. Kawashima et al.［19］
observed a ring vortex structure from a single gas-liquid
shear coaxial injector of the LOX/methane rocket engine
when combustion instability occurs. However，they did
not obtain the mechanism probably responsible for these
instabilities. Shimizu et al.［20］ found that the flame lead⁃
ing edge was periodically detached from and attached to
the injection faceplate during the first-tangential-mode
oscillation. Kim et al.［21］ experimentally investigated the
beating behavior of acoustically self-excited instabilities
in dual swirl combustors. They confirmed that the beat⁃
ing phenomenon occurs due to different fluctuation cy⁃
cles of the pilot flame and the main flame of a dual swirl
combustor. Based on the large-eddy simulation，high-
frequency combustion instability in a single-element at⁃
mospheric combustor［22］ and an air heater［23-24］ were in⁃
vestigated. The details of flame structures as well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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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teady heat release and its coupling with pressure os⁃
cillations were captured accurately. It was found that the
coupling between the 1T mode oscillation and propellant
injection will trigger the pulsating flame behavior in the
combustor［22］. The periodic formation and reaction of
ring vortex structures is a basic phenomenon combined
with the appearance of self-pulsated flame during com⁃
bustion［25］. Therefore，flame dynamics with acoustic ex⁃
citation were extensively investigated，including GO2/
GH2 flame［26］，GCH4/LO2 flame［27-30］ and premixed turbu⁃
lent flames［31-32］. Indeed， these researches are highly
beneficial to explore the physical process and mecha⁃
nisms responsible for combustion instability. Richecoeur
et al.［27-28］ experimentally investigated the LOX/GCH4
flame dynamics based on the external modulations gen⁃
erating high-frequency transverse perturbations. The
coupling of acoustics and combustion will notably modi⁃
fy the flow dynamics and enhance the flame expansion
rate under specific injection conditions. Külsheimer et
al. ［25］ considered that the formation and reaction of
large-scale coherent ring-vortex structures are drivers
of combustion instabilities for the turbulent premixed
swirl flames.

Previous studies on self-pulsation were basically
performed under cold-test conditions，a few researches
about self-pulsated flame dynamics were aimed at the
gas-liquid shear coaxial injectors. Hardly any efforts

were put on self-puls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 LCSC in⁃
jector under combustion conditions. Whether flame self-
pulsation occurs or not during combustion is still un⁃
known. The effects of both recess length and injection
conditions on self-pulsated flame dynamics and self-
pulsation characteristics have not been clarified.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self-pulsated flame characteristics
for LCSC injector were investigated experimentally and
theoretic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lame self-pulsa⁃
tion and flow pattern in the recess chamber was ana⁃
lyzed in depth.
2 Experimental methods

2.1 Experimental facilities

The experimental apparatus is composed of a pro⁃
pellants feed system，a model engine，a LCSC injector，
an exhaust system，a pressure and flow measurement
system and a Photron Fastcam SA-X2 camera， as
shown in Fig.1. Gaseous oxygen（GOX）and pure liquid
ethanol（LET） employed as propellants were supplied
through a pressurized feed system. High-pressure nitro⁃
gen was used to blow away the residual propellants in
the liquid ethanol cavity and combustor of the engine for
all testing. Using multiple pressure sensors with the ac⁃
curacy of 0.5% F.S. measure the pressure in liquid and
gas manifold as well as combustor. The volume flow rate
of LET and GOX were measured by two turbine flowme⁃

Fig. 1 Experimental facilities and se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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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 with an accuracy of 0.5% F.S.，respectively.
Fig. 2 shows the test model engine，consisting of

the LCSC injector manifold，an optically accessible sec⁃
tion for flame visualization，a spark plug，and an ex⁃
haust nozzle. The internal combustion chamber is a
cuboid with length 160mm，width 32mm and height
50mm. The optical section of the combustion chamber
incorporates two 160mm× 50mm quartz glass windows
for optical access，one on each side of the combustion
chamber，immediately downstream of the injector face.

The schematic of the LCSC injector is featured in
Fig. 3，with a detailed view of the liquid pressure swirl
injector. The pressure swirl injector adopts four tangen⁃
tial entries to form a swirl motion of liquid. The GOX is
injected through an annular aperture between the pres⁃
sure swirl injector and the outer injector.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recess length on the flame self-puls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CSC injectors，three pressure swirl
injectors with different discharge orifice length are man⁃
ufactured. The recess length can be adjusted by increas⁃
ing the number of gasket with the thickness of 1 mm.
The key geometrical parameters are listed in Table 1.
2.2 Experimental techniques

A backlighting photography technique was em⁃
ployed to capture instantaneous spray and flame imag⁃
es，as depicted in Fig.4. The camera exposure time was
set to be 12.5µs，and the instantaneous images with
1024×512 pixels were obtained correspondingly. The
frame rate was set to be 2×104 frames/s as the best com⁃
promise for all experiments.

Considering that the light source changes to red af⁃
ter passing through the red glass，the spray signals only
exist in the R channel，while signals emitted by flame
distribute in the blue and green band. Researches［33-34］
showed that the averaged B and G values in the RGB
model represent well the CH* and C2* emission of flame.

To verify this opinion， the background without spray
and flame and the histograms of the R，G and B single
are shown in Fig.5.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st pixel
gray-values of R channel are greater than 100，while
the gray-values of both G and B channels are less than
10. So the effects of surface light on flame image can be
neglected. In the present study，flame is modeled by the
G and B singles from the high-speed camera.

The self-pulsation frequency can be obtained by
processing a series of instantaneous self-pulsated spray
and flame images，as shown in Fig.6. First，the raw im⁃
ages with and without spray and flame are used to sub⁃

Table 1 Geometrical parameters of a LCSC injector

Parameter
Dc/mm
Lc/mm
Dg，ir/mm
Dg，or/mm
Ds/mm
Ls/mm
Dt/mm
Rsw/mm
α/（°）
θ/（°）
Lr/mm

Value
4.7

40，35，30
8
9
10.2
10.2
2.2
4
90
10

0，2，5，7，8，10，12，14

Fig. 3 Schematic of LCSC injector

Fig. 2 Schematic of the test model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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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t the background. Second，extract the sum gray val⁃
ues of blue channel at four adjacent pixels，where the
flame pattern covers periodically. Thus，the sum gray
values at certain point in time are obtained. By applying
these two steps to a series of instantaneous self-pulsated
spray and flame images，the time series of gray values
are obtained. Then，the frequency of flame self-pulsa⁃
tion is obtained by the fast Fourier transform of the ob⁃
tained gray value time series.
2.3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are summarized in Ta⁃
ble 2 and Table 3. Experiments in Table 2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ombustion efficiency with the mixture ratio
（r = ṁGOX /ṁ LET）ranging from 0.145 to 0.426. To investi⁃
gate the effects of recess length on flame stabilization

characteristics，seven typical recess lengths were tested
with the high-speed camera in Table 3.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two repetitive tests were carried out for each
experimental condition.
2.4 Experimental setup

The test procedure consecutively triggering the
start of the oxidizer flow，fuel flow，ignition and purge
for the engine is automated by a timing system. The spe⁃
cific time sequence of the test model engine is depicted
in Fig.7. Each test achieves sustained combustion for ap⁃
proximate 0.5s，and the whole process from the begin⁃
ning of propellant injection to purging after combustion
can be recorded by the high-speed camera. Fig.8 shows
the representative time histories at main chamber pres⁃
sures of 0.5MPa，among which，pLET and pGOX represent
the pressure of liquid ethanol and gaseous oxygen before
injecting，respectively. During the spark discharging，
the chamber pressure rises and reaches quasi-steady
state ultimately. The system stops supplying fuel at
8.98s. Thereafter ethanol purge opens and chamber pres⁃
sure decreases gradually. As the valve of gaseous oxygen
is closed，chamber pressure decreases rapidly and the
engine shuts down.
3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3.1 Spray and flame patterns

3.1.1 Stable spray and flame patterns
Recess length is a crucial geometrical parameter

determining the flow pattern in recess chamber and the

Fig. 5 Background and the histograms of the R, G and B signals

Fig. 4 Optical measurement se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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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rence of self-pulsation for the gas-liquid coaxial
injectors. Based on the backlighting photography tech⁃
nique， instantaneous stable spray and flame images
with the recess length Lr of 0 and 2mm are shown in
Fig. 9. Flame mainly distributes at the boundary of the
conical spray，the corner recirculation zone at the back⁃
ward facing step of the injection faceplate，and the im⁃
pacting region of spray and combustor wall surface.

The typically stable spray pattern of the LCSC in⁃

jector is that a central recirculation region is encom ⁃
passed by the hollow conical spray. The spray boundary
is a significant reference of the investigated flames. The
stable flame distribution follows the spray injection pat⁃
tern and has a conical shape. In the outer region，flame
is strongly affected by the annular GOX stream with
high injecting velocity，the severe gas-liquid interac⁃
tions strip numerous liquid droplets from the contiguous
spray cone，resulting in the higher local mixture ratio.

Table 3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and parameters for the

injectors with different recess lengths

Test
code
11
12
13
14
15
16
17

ṁLET/
（g/s）
82.0
79.8
81.1
78.9
80.5
82.9
79.6

ṁGOX/
（g/s）
16.2
16.3
16.3
16.2
16.1
16.6
15.8

r

0.198
0.204
0.201
0.205
0.200
0.200
0.198

pc/MPa
0.552
0.532
0.544
0.541
0.548
0.549
0.56

Tc/K
950
954
952
955
951
952
949

α

0.095
0.098
0.097
0.099
0.096
0.096
0.095

Lr/mm
2
5
7
8
10
12
14

Table 2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and parameters for the

injector without recess

Test
code
1
2
3
4
5
6
7
8
9
10

ṁLET/
（g/s）
73.7
70.2
80.4
72.8
66.8
61.9
57.7
51.5
42.5
49.3

ṁGOX /
（g/s）
10.7
10.5
16.4
17.2
17.0
15.9
17.2
16.3
17.6
21.0

r

0.145
0.150
0.204
0.236
0.254
0.257
0.298
0.317
0.414
0.426

pc/MPa
0.449
0.4361
0.574
0.577
0.574
0.517
0.550
0.509
0.516
0.582

Tc/K
897
900
963
974
981
979
1001
1112
1044
1058

α

0.070
0.072
0.105
0.113
0.122
0.123
0.143
0.152
0.199
0.204

Lr/mm

0

Notes: ṁLET and ṁGOX are the mass flow rate of liquid ethanol and

gaseous oxygen, respectively. pc is the chamber pressure. Tc is the

chamber temperature. r is the mixture ratio. α is the excess oxygen

coefficient.
Fig. 7 Time sequence of the test model engine

Fig. 6 Frequency extract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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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ularly，large number of ethanol droplets created
by the secondary atomization evaporate quasi-instantly，
creating rich ethanol /oxygen mixture in the vicinity of
the downstream spray. Because the combustor volume is
limited，this process mainly locates at the impacting re⁃
gion of spray and combustor wall. Moreover，when spray
approaches the side walls of the combustor，the unevap⁃
orated droplets with relatively low velocity together with
partial droplets stripping from the spray cone are
trapped in the corner recirculation zone. Subsequently，
these droplets evaporate rapidly benefiting an increased
ethanol vapor concentration，which creates proper mix⁃
ture and then combustion. Besides，when the inner in⁃
jector is recessed，the presence of the recess reg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mixing by promoting the interac⁃
tion of propellants，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mixture and
evaporation of propellants in combustor. Therefore there
are less droplets that are trapped in the corner recircula⁃

tion zone and then the flame emission is lower.
3.1.2 Self-pulsated spray and flame patterns

With the increase of recess length，the spray and
flame transform from stable behavior to self-pulsated be⁃
havior. Fig.10 depicts a sequence of self-pulsated spray
and flame images with different recess lengths captured
through one full cycle. Except for the difference of flame
patterns，whether there is a dominant frequency is the
uppermost discriminant standard of self-pulsation. Fig.
11 shows the typical frequency spectrums of self-pulsat⁃
ed and stable flame. Self-pulsation with the order of ki⁃
lohertz frequency has only been found in the gas-liquid
coaxial injectors during the cold experiment before. Now
it is confirmed that self-pulsation also occurs in the LC⁃
SC injectors with some special geometrical parameters
during combustion.

Previous research［9］ shows that the self-pulsation
spray has a Christmas tree shape. However，the self-
pulsated spray has no obvious Christmas-tree-like
shape during combustion，because the produced droplet
clusters experience evaporation and combustion once pe⁃
riodically striping from the contiguous liquid sheet. The
spray oscillations couple with evaporation and chemical
reaction in the combustor and finally may amplify com⁃
bustion instability. Accompanied by the spray oscilla⁃
tion，flame oscillates with periodic intensity variations
in flame emission. When recess length is relatively
small，the self-pulsated flame appears to distribute azi⁃
muthally with a practically axisymmetric pattern as
shown in Fig. 10（a）. In the present study，the distance

Fig. 9 Instantaneous stable spray and flame images

Fig. 8 Time histories of chamber pressure at 0.532MPa and

mixture ratio of 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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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highest flame emission location in the radial direc⁃
tion is used to judge the radial dimension of flame. The
specific dimensions have been marked in the figures. It
was found that flame attaches to the injection faceplate
and obviously oscillates in the radial direction. Howev⁃
er，the self-pulsated flame detaches from and attaches
to the injection faceplate periodically when the recess
length is large enough，as shown in Fig. 10（b）. That
means the flame oscillation mode has been transformed
and the longitudinal oscillation dominates flame for the
injector with large recess. In addition，because recess is
beneficial to the mixture and evaporation of propellants
in combustor，the existed spray and the distributions of
flame emission in combustion chamber de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recess length.

The droplet diameter is usually compared with the
thickness of the reaction zone. As a consequence，the at⁃
omization qualities（droplet lifetime，diameter and ve⁃
locity distribution），the spray mass flow rate distribu⁃
tion 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 of the droplets with the gas
turbulence will largely affect the flame behavior［35］.
Cold-tests［16］ showed that spray self-pulsation occurs
for the periodic blocking actions of the conical liquid

sheet for the LCSC injectors with certain recess lengths.
The recess chamber restricts the expansion of the annu⁃
lar gas stream，then the movement of the conical liquid
sheet will also be affected accordingly. When recess
length is small，the impeding effects of recess chamber
on annular gas and conical liquid sheet are relatively
weaker. Thus the liquid sheet and droplets inject with
larger radial velocity. With the movement of the droplet
clusters，both the horizontal spray width and mass flow
rate oscillate periodically. So radial oscillation domi⁃
nates the flame. However，for the injectors with large re⁃
cess length，the droplet clusters have almost no radial
velocity after the liquid sheet is pushed to the centerline
of the injector. The droplet clusters oscillate periodically
in the longitudinal direction when injecting from injec⁃
tor. Then flame also oscillates longitudinally.
3.2 Self-puls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self-pulsation frequency is the frequency at
which the spray or flame oscillates. It can be obtained
from a series of instantaneous self-pulsated spray and
flame images because flame self-pulsation typically ac⁃
companies variation in flame luminosity periodically.
Based on three thousand instantaneous self-pulsated

Fig. 10 Self-pulsated spray and flame patterns in one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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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ay and flame images，the flame self-pulsation fre⁃
quency and intensity are obtained. Notably，flame pat⁃
tern and luminosity vary for the injectors with different
recess lengths. In order to obtain accurate and exactly
comparable data，calculating the self-pulsation intensi⁃
ty at different locations of the whole flame field，the
maximum value obtained is chosen as the self-pulsated
flame intensity of the current test.

Fig.12 shows self-pulsation frequency and intensi⁃
ty of flame with respect to recess length with the mixture
ratio of 0.2. Recess length has less influence on self-pul⁃
sation frequency at about 1980Hz for the injectors with
relatively small recess length（5~10mm in the present
study）. However， when the recess length is large
enough，self-pulsation frequency decreases with the in⁃
crease of recess length. Previous researches［16］ showed
that the conical liquid sheet experiences two sub-stages
during self-pulsation in one cycle，including the first
stage that the liquid sheet approaches the surface of out⁃
er injector and the subsequent stage that liquid sheet is
pushed to the centerline of injector. These dynamic pro⁃
cesses occur in recess chamber and are accompanied by
the periodic pressure oscillation of the blocked gas
stream. Considering the principal force affecting the
movement of liquid sheet，the surface tension forces to⁃
gether with the blocked gas pressure converge the liquid
sheet to the centerline of injector. However，the centrifu⁃
gal forces as well as the interior gas pressure of the cen⁃
tral recirculation region diverge the liquid sheet. When
the recess length is small，the exterior pressure increas⁃
es slowly due to the relatively weaker wall constraint of

the recess chamber. However，the effects of wall con⁃
straint strengthen gradually when recess length is large
enough，the pressure of the blocked gas increases quick⁃
ly with the liquid sheet approaching the wall of the re⁃
cess chamber. Therefore， because the resistance in⁃
creases，the characteristic frequency of the liquid sheet
oscillation decreases with increasing the recess length.

Self-pulsation amplitude increases with the recess
length to a maximum and then is followed by a de⁃
crease，which means there is a certain recess length un⁃
der which flame self-pulsation is the strongest. This va⁃
riety trend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ld-test results［9］.
With the increase of recess length，the flow in LCSC in⁃
jector experiences the outer mixing flow， the critical
mixing flow and the inner mixing flow successively. Self-
pulsation is the strongest once flow is close to the criti⁃
cal mixing flow［9］.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the inher⁃

Fig. 12 Self-pulsation frequency and amplitude with recess

length (r=0.2)

Fig. 11 Typical frequency spectrums for the self-pulsated and stable fl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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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spray and flame，the flow pat⁃
tern in recess chamber with different recess length
should be confirmed accurately.
3.3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pulsated spray and

flame

Both the geometrical parameters and injection con⁃
ditions can determine the flow patterns in recess cham⁃
ber. Based on the researches of Yang et al.［8］ and Kang
et al.［9］，the flow pattern in recess chamber can be deter⁃
mined by comparing the liquid film angle and the recess
angle. The flow is the critical mixing flow behavior if the
liquid film angle（ψ） is close to the recess angle（φ），

while it is the outer mixing flow behavior when the re⁃
cess angle is smaller than the liquid film angle. Other⁃
wise，the flow is the inner mixing flow behavior，as de⁃
picted in Fig. 13. The recess angle can be calculated
with the following formulation

φ = 2 arctan ( )D g,or - D o
2L r （1）

Based on the momentum conservation equations，
the liquid film angle in recess chamber can be inferred，
given by
ψ = 2 arctan ( )ṁ 1u1 tan (ψ 1 /2 ) + ṁ gu g tan (ψ g /2 )

ṁ 1u1 + ṁ gu g
（2）

Where ṁl and ṁg represent the mass flow rate of liq⁃
uid and gas phase，respectively. The specific solving
method of the axial velocity of the gas phase（ug） and
liquid phase（ul），the spray angle of gas phase（ψg）and
the spray angle（ψl）for the pressure swirl injector with
trumpet have been provided in reference［10］.

By means of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model，the liq⁃

uid film angle in recess chamber can be calculated. The
liquid film angle is about 28.04° under the injection con⁃
dition with the mass flow rate of LET 80g/s and GOX
16g/s，respectively. Fig.14 shows the comparison of the
liquid film angle and the recess angle with respect to re⁃
cess length. The research mentioned above shows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geometrical parameter（recess length
is 7mm）with which self-pulsation is the strongest with
increasing the recess length. The corresponding recess
angle is 27.46°，which is basically the same with the liq⁃
uid film angle at 28.04 °. That means flow is the critical
mixing flow under this condition. Based on the preced⁃
ing analysis，the flow for the conditions with smaller re⁃
cess length belongs to the outer mixing flow，while that
for the conditions with larger recess length belongs to
the inner mixing flow. Therefore，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self-pulsation of flame follows the spray self-pulsa⁃
tion to the strongest simultaneously，which adds new ev⁃
idence to the statement that the flame self-pulsation is
caused by the spray self-pulsation.
3.4 Combustion efficiency

The combustion efficiency according to mixture ra⁃
tio for the stable and self-pulsated combustion is shown
in Fig.15. The combustion efficiency is calculated by the
ratio of the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 velocity and the theo⁃
retical characteristic velocity

η = c*

c*th
（3）

c* = p
*
c A t
ṁ

（4）
Where η represents the combustion efficiency，c*

Fig. 13 Flow patterns with different recess lengths

1602



Flame Oscillation Characteristics for Liquid-Centered Swirl Coaxial Injectors第 42 卷 第 7 期

and cth* represent the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 velocity
and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 velocity，respectively.
pc* represents the total combustor pressure，At repre⁃
sents the throat area，ṁ represents the total mass flow
rate into the combustion chamber.

Combustion efficiency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mixture ratio，and is obviously affected by the mix⁃
ture ratio under fuel-rich conditions. Besides，the effi⁃
ciency of stable combustion is larger than that of self-
pulsated combustion. Self-pulsation occurs coinciding
with periodic droplet clusters，meanwhile，horizontal
spray width and mass flow rate also vary periodically.
The presence of droplet clusters decreases the local mix⁃
ture ratio. Thus lots of fuel is discharged without burn⁃
ing， resulting in a lower combustion efficiency. Be⁃
sides，cold-tests［18］ showed that self-pulsation increas⁃
es the drop size in most of the spray region even when
the breakup length is smaller by comparing to the stable
spray，which makes negative effect on the vaporization
and mixture of propellants thereby reducing combustion

efficiency.
Fig.16 shows combustion efficiency with respect to

the recess length，among which all tests are under self-
pulsated combustion conditions. Combustion efficiency
increases with increasing the recess length. The pres⁃
ence of the recess reg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mix⁃
ing by promoting the interaction of propellants，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evaporation and mixture of propellants
in the combustor. The combustion efficiency increases
spontaneously. In addition，the experimental result that
the amounts of unburned propellants in combustor de⁃
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recess length in Fig. 10 also
proves this conclusion.

4 Conclusions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s were conducted to ex⁃
plore the effects of recess length on flame stabi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generated by a LCSC injector installed in
a model combustor.

（1）With the increase of recess length，flame trans⁃
forms from stable behavior to self-pulsated behavior.
Stable flame mainly distributes at the surface of the coni⁃
cal spray，the recirculation zone at the backward facing
step of the injection faceplate and the impacting region
of spray and combustor wall surface.

（2） Accompanied by the spray self-pulsation，
flame oscillates with periodic intensity variations in
flame emission. For the injector with small recess
length，the self-pulsated flame distributes azimuthally
with almost an axisymmetric pattern. Flame attaches to
the injection faceplate and obviously oscillates radially.

Fig. 14 Comparison of the liquid film angle and the recess

angle at various recess length

Fig. 16 Combustion efficiency with respect to recess length

(ṁLET=80 g/s, ṁGOX=16 g/s, r=0.2)

Fig. 15 Comparison of combustion efficiency between

stable and self-pulsated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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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flame transforms to longitudinal oscillation
and detaches from the faceplate periodically when the re⁃
cess length is large enough. The variation of spray self-
pulsation structure is deemed to be the cause of different
flame oscillation modes.

（3）Recess length has less influence on self-pulsa⁃
tion frequency. When the recess length is large enough，
self-pulsation frequency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recess length. There is a critical recess length with
which the flame self-pulsation is the strongest. Based on
the existed theoretical analysis mode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ray self-pulsation and flame self-pulsation is
analyzed. Self-pulsation of flame and spray are found to
be the strongest simultaneously when flow is around the
critical mixing flow.

（4） The efficiency of stable combustion is larger
than that of self-pulsated combustion due to smaller
drop size. Besides，recess can improve the combustion
efficiency for the LCSC inj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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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硝酸羟胺基 （简称HAN） 推进剂要比肼类推进剂稳定，将相同质量的HAN基推进剂完全

分解，HAN基推进剂所需的时间要比肼推进剂要长。为了增大推进剂与催化剂的初始接触面积，使推

进剂在催化床内均匀分布，开展了发动机喷注器的均匀分配方式研究。通过采用VOF模型对新型喷注

器结构的喷注过程和雾化效果进行数值仿真研究，为喷注器结构优化提供理论支持。同时通过三维PDA
（Phase Doppler Anemometry） 测量系统，获得了两种喷注器结构雾化液滴空间上的密度分布、直径大小

以及轴向速度等对比情况。最后，通过地面热试车试验，对两种喷注器结构的发动机在脉冲温启动、稳

态工作性能及燃烧反应特性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带喷注芯体的喷注器结构在开机响应特性和燃烧性能方

面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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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mpared to hydrazine，Hydroxyl ammonium Nitrate（HAN）is more stable and takes longer to
be completely decompos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nitial contact area between the propellant and the catalyst to
make the propellant evenly distributed in the catalytic bed，the uniform distributed method of the injector is stud⁃
ied.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earch on the injection process and atomization effect of the new injector struc⁃
ture has been carried out by using the Volume of Fluid（VOF）model，it provide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opti⁃
mization of the injector structure. At the same time，the comparison of the density distribution，diameter and axi⁃
al velocity of the atomized droplet in space of the two injector structures are detected by the three-dimen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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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 Doppler Anemometry（PDA）. Finally，through the hot fire test on the ground，the performance of the
thruster with two types of injector structure under warm start pulse test，steady-state test and combustion reactivi⁃
ties have been compared，and it has concluded that the structure with injection core is better under starting re⁃
sponse characteristics and combustion performance.

Key words： HAN-based thruster； Uniform distributed injector； Numerical simulation； Atomization
characteristics；Hot fire test；Combustion performance

1 引 言

肼类液体推进剂目前广泛应用于航天器单组元

推进系统中，这类推进系统具有结构简单可靠的特

点，但是肼类推进剂具有很大的吸入致癌毒性，且易

燃易爆，在产品生产、试验及使用过程中，可能对操

作人员的生命健康造成危害、对环境造成污染，同时

还增加了生产、发射和使用维护的成本［1］。硝酸羟胺

（HAN）基推进剂作为一种高性能、绿色环保、可贮存

的新型推进剂，是空间化学推进技术的一个新的研

究方向和发展趋势［2-3］。

HAN基推进剂主要由硝酸羟胺（Hydroxylammo⁃
nium Nitrate，简称 HAN）、相容的燃料、添加剂和适量

的水组成［4-6］。和肼类推进剂相比，HAN基推进剂具

有无毒无污染、冰点低、密度高等特点，常压下不敏

感，贮存安全，无着火爆炸危险，可以显著改善单组

元推进系统的使用维护性［1，3］。HAN 基推进剂由多

种物质组成，因此推进剂在点火和燃烧方面都相对

较难，这也限制了HAN 基发动机的大范围应用［7］。

目前对 HAN基无毒单元发动机的研究主要集中

发动机结构设计、推进剂的催化分解研究和推进剂

性能实验研究方面上。上海空间推进研究所自 20世
纪 90年代就开展了中能无毒 HAN发动机结构技术

的研究，研制的推力为 1~400N，已形成了发动机型谱

化［8-10］。 Amrousse等［11-12］对 HAN 基推进剂的热分解

和燃烧进行了研究；刘建国等［13］采用差示扫描量热

分析法对质量分数 90%以上的高浓度 HAN水溶液的

热分解特性进行研究，并对其自加速分解温度和热

爆炸临界温度进行计算，最后通过密度泛函的方法

对 HAN热分解的动力学和热力学进行了研究。王新

强等［14］总结了国内外 HAN 基绿色推进剂点火技术

的研究和应用情况，并提出采用电解方式能够显著

提高 HAN 推进剂的点火效率，是 HAN 基推进剂点火

技术的发展方向。孙得川等［15］对催化床进行拟均相

假设建立了推力室的流动与传热模型，并对硝酸羟

胺基推进剂单组元发动机进行了起动过程和稳态工

作过程的数值模拟。刘俊等［16］设计一种透明燃烧室

结构，并用高速摄像机记录 HAN基推进剂经过透明

燃烧室内的催化剂的过程，对发动机内部催化燃烧

过程有了更清晰直观地认识。

本文的研究工作围绕 HAN基单组元发动机的喷

注器结构设计展开，可以分为四个主要部分：首先，

对 HAN基单组元发动机的工作原理和喷注器的均匀

分配结构设计进行了介绍；在第二部分中，针对两种

喷注器结构进行推进剂流动过程进行仿真研究，采

用 VOF模型对这两种喷注器结构方案的喷注效果进

行对比分析，为方案优化提供理论支持；在第三部

分，通过三维 PDA 技术，测试两种喷注器结构的雾化

性能，并对喷注器雾化液滴空间上的密度分布、直径

大小以及轴向速度分布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对比研

究。最后，通过热试车试验，对比研究了两种喷注器

结构发动机的启动性能和燃烧反应特性。

2 研究对象与模型仿真分析

2.1 研究对象

由于肼极易分解，常规单元发动机采用毛细管

后点焊金属网的莲蓬淋浴喷注雾化方式，这种结构

简单，加工方便，如图 1（a）所示。但由于 HAN推进剂

是由多种成分组成，相对于肼类推进剂，HAN基推进

剂分解起来要更加困难，大量推进剂进入催化床后

未及时分解，导致发动机的性能和寿命均较差。为

了让 HAN基推进剂在催化床中的快速分解，需要对

单元发动机头部喷注器结构进行精细化设计。常规

双组元发动机喷注器中的喷注芯体结构，将两种不

同的推进剂按照指定的方向进行撞击雾化。为此，

在毛细管后增加喷注芯体结构，将推进剂引入不同

的方向，提高推进剂与催化剂的接触面积，从而提高

发动机的性能，具体如图 1（b）所示。两种喷注器结

构实物如图 2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常规点焊金属

网的喷注器结构简单，加工方便，而带喷注芯体的喷

注器结构的要更复杂，生产过程中的加工工艺更加

繁琐。

2.2 仿真模型与方法

在计算推进剂流动及喷注过程时，可以暂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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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下游分解反应的影响，因此推进剂的流动过程可

以单纯用两相流模型来描述。两相流模型包括双流

体模型和颗粒轨道模型，对于推进剂在管道中的流

动以及喷嘴出口的流动，应采用双流体模型。由于

双流体模型中的 VOF（Volume of Fluid）模型可以较好

地模拟气液界面的演化过程，所以本项目采用 VOF
模型进行计算。VOF模型被用来求解气液两相流动

和自由液面流动。该方法通过引入流体体积分数函

数来表示混合流体的密度并通过界面重构方法跟踪

两种流体交界面的位置。以气液两相流动为例，采

用 α表示液体或气体的体积分数，当某一控制体内的

体积分数 0 < α < 1时，说明该控制体内存在气液分

界面，界面重构就是指如何确定该界面的具体形式。

VOF模型的基本方程由物性方程、连续方程和

动量方程组成。

（1） 物性方程

混合流体的物性由其中各相的体积分数决定，

一般采用体积分数加权平均的方式。例如推进剂流

动计算中只有气、液两相，那么混合流体的密度可表

示为

ρ = α g ρ g + α l ρ l （1）
式中 ρ为混合流体的密度；α g，α l分别为气相和液

相的体积分数，且 α g + α l = 1；ρ g，ρ l分别为两相流体

各自的密度。

（2） 连续方程

混合流体连续方程的表达式如下

∂ρ
∂t +

∂
∂x ( ρμ ) = R （2）

式中 μ为混合流体速度，R为源项，t为时间。

根据物性方程和连续方程，可以得到各相体积

分数的迁移方程

∂ρ
∂t +

∂
∂x (αq μ ) = R （3）

式中 αq为第 q相的体积分数，R是由净相变引起

的。在推进剂冷流计算中，R可忽略不计。

（3） 动量方程

混合流体的动量方程为

∂
∂t ( ρuj ) +

∂
∂xi ( ρuiuj ) = -

∂p
∂xj + μ

∂
∂xi (

∂ui
∂xj +

∂uj
∂xi ) + ρgj

（4）
式中 p为压力，u为速度，g为重力加速度，μ为黏

性系数，下标 i，j分别为 1，2，3，表示 x，y，z方向。由于

表面张力的作用，在界面处有

∂p
∂xj = -σ

∂
∂xj (

1
r
) （5）

式中 σ为表面张力系数，r为液面曲率半径，联立

上述两式得出混合流体分界面处的动量方程

∂
∂t ( ρuj )+

∂
∂xi ( ρuiuj )=σ

∂
∂xi (

1
r
)+μ ∂

∂xi (
∂ui
∂xj +

∂uj
∂xi )+ ρgj

（6）
数值计算采用 CFX软件，对推进剂的冷流流动

Fig. 2 Picture of the two injectors

Fig. 1 Spray pattern of the inj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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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进行数值模拟。其中，流动控制方程采用有限

体积法离散；压力项采用 Body Force Weighted方法离

散；动量项采用 Second-order Up Wind格式离散；体

积分数项采用 Compressive方法离散；压力速度耦合

方程采用 SIMPLEC方法求解。

2.3 喷注仿真结果及分析

对两种喷注器结构的仿真模型进行简化，第一

种喷注器结构仅仅只有毛细管，因此将单根毛细管

简化为 1个直流式喷嘴；第二种喷注器结构是在毛细

管后增加喷注芯体结构，将单根毛细管改变成具有 6
个直流喷嘴的分配方式，因此将单根毛细管简化为 6

个直流式喷嘴。

为了比较两种喷注器方案流动均匀性的对比，

对推进剂经由这两种喷注器喷入催化床的扩散过程

进行了对比，选取距离喷注器面 0.1mm位置截面上

的流强参数进行对比。由于 6个喷嘴的出口流量

是逐渐上升的，所以选取 2ms，5ms，8ms作为对比

时刻。

图 3给出了距离喷注器面 0.1mm处横截面上的

流强分布，从图中观察可知：①推进剂从单个喷嘴喷

出后，流强的峰值出现在喷嘴正对的位置，且随着时

间推移变化不大。②推进剂从 6个喷嘴喷出后，由于

Fig. 3 Flow resistance distribution of cross section Z=0.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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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逐渐增大，故流强峰值逐渐增高，但较单个喷嘴

的情况低很多。③6个喷嘴的流强分布较为均匀。

④随着时间推移，两种方案所对应的流强的影响范

围都慢慢增大，表现为流强“山峰”底部逐渐变粗，6
个喷嘴的影响范围较大。

为了进一步对比两种方案，对 Z=0.1mm截面上

的流强标准差和均匀性指数进行了对比。从表 1中
可以看到：不同时刻单个喷嘴所对应的流强标准差

接近，都远大于 6个喷嘴所对应的标准差，这说明单

个喷嘴的流强分布不均匀；而 6个喷嘴结构的均匀性

指数大于单个喷嘴，且逐渐增大，说明 6个喷嘴的影

响范围大于单个喷嘴，且逐渐充填所在截面。

推进剂进入催化床后会催化分解产生气体，使

得反应室内的压强升高，导致喷注压降降低。本文

同时对发动机的稳态点火过程进行了仿真计算，计

算 中 假 设 燃 烧 室 压 强 为 1.1MPa。 图 4 给 出 了 Z=
0.1mm处截面的流强分布。背压为 1.1MPa的条件

下，两种喷注方案的流强峰值都显著降低，但峰值出

现的位置以及流强的影响范围没有变化。1个喷嘴

结构时流强标准差为 118.08，均匀性指数为 0.049；而
6个喷嘴结构时流强标准差为 38.56，均匀性指数为

0.176。可见在有背压时，6个喷嘴的流强仍比单个均

匀，且影响范围大。

上文利用数值仿真分析了冷流状态下推进剂通

过两种喷嘴方案喷出后的流动过程。分析结果表

明，采用喷注芯体后的 6个喷嘴方案的流动均匀性较

好，且流阻要小于单个喷嘴的方案。但是由于增加

了集液腔，所以喷注器出口的流量上升过程比采用

单个喷嘴的情况慢，约需要 8ms可达到额定流量。

3 喷注器冷态流动试验

发动机的喷注器结构作为发动机中的关键部

件，雾化效果的好坏直接会影响发动机的工作性能，

而喷注器雾化过程中的流场是非线性和不确定性

的，且撞击后会形成无规则的不均质的流体，导致对

雾化流场的测量比较困难。

PDA技术是运用多普勒频移和多普勒相位差原

理进行速度和粒子直径测量的一种技术，与其它测

量技术相比，PDA技术对流场无干扰，能实时地监测

粒子在三维空间中的状态，可以获得雾化液滴数密

度、粒径分布、速度分布等流场细节信息，这对研究

喷注器的喷雾效果提供了强有力的测试手段。

3.1 试验系统与方法

采用丹麦 Dantec公司的三维 PDA 测量系统对喷

注器的冷态液流喷雾情况进行试验研究。喷雾试验

系统包括液体供应系统、控制系统、激光器、光学透

镜设备、光信号接收设备等组成，试验系统如图 5
所示。

在进行冷态试验时，通过阀门来调节经过喷注

器的去离子水流量为 2.6g/s。选取距离喷注器出口

20mm，边长 19mm的矩形区域作为 PDA测试的测量

域。在测量域中，在矩形区域的两个方向维度上的

网格间隔为 1mm，测量域总共有 361个测量点。PDA
测试系统由步进电机驱动，此电机在三维方向上均

Fig. 4 Fow resistance distribution of cross section Z=0.1mm(backpressure: 1.1MPa)

Table 1 Comparison of uniform paramater at different time（cross section Z=0.1mm）

Injector time
Number of spouts

Standard deviation of flow resistance
Uniformity index

2ms
1

347.33
0.039

6
66.63
0.091

5ms
1

331.61
0.060

6
113.59
0.164

8ms
1

331.56
0.066

6
121.92
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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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动，对测量域中的所有位置进行测量，这样整个

区域中的液滴数密度、液滴的平均直径、液滴的三维

速度等信息都可以获取。

3.2 冷态试验结果

本次冷态液流喷雾试验选取了两种不同喷注器

结构的头部进行流场测试，选取毛细管数量一致，一

种结构是对带金属网的喷注器结构的流场进行测

量，另一种结构是对带喷注芯体的喷注器结构的流

场进行测量。两种结构在额定流量下的喷注方式如

图 6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带喷注芯体的喷注器结

构喷射出的射流范围区域更广，流场分布更均匀。

在进行冷态液流试验时，针对每个喷注器结构

进行多次测量，来保证试验数据的准确和可靠。两

种喷注器结构在一次测量时间内的雾化液滴数密度

测量结果如图 7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推进剂经过

毛细管从喷注器中喷射到金属网后撞击形成的液滴

数密度在测量域内主要集中在中央区域，这与液流

试验过程中液柱射流范围集中在中央区域是吻合

的。而带喷注芯体结构的喷注器在整个测量域内分

布更均匀。也就是说，对于带喷注芯体的喷注器下

游的催化床而言，推进剂在经历喷注芯体的均匀分

配后，与催化床内催化剂接触区域分布更均匀，反应

会平缓，对催化剂损伤小。

冷态流动试验中，雾化后液滴的直径大小可以

用来衡量喷注器的雾化效果。图 8表示了两种不同

喷注器结构雾化后液滴的直径大小的分布情况，从

图中可以看出，液体工质经过毛细管结构后直接撞

击金属网进行雾化，液体工质直径尺寸较大的液滴

主要集中分布在中央区域。而带喷注芯体的喷注器

对液体工质进行雾化后，液体工质直径尺寸较大的

液滴主要集中分布在雾化后形成的主要分支当中，

这与图 7中液滴数密度的测量结果分布是接近的。

同时，带喷注芯体的喷注器雾化后的液滴平均直径

（97.8µm）比带金属网雾化后液滴平均直径（130µm）
小，说明喷注芯体的雾化效果更好。

对液滴的轴向速度也进行了测试，从图 9中可以

看到，带喷注芯体的喷注器结构雾化后的液滴平均

速度分布更均匀，轴向速度较大的区域，与液滴数密

度较为集中、以及液滴尺寸较大的区域也是大致重

合的。另外，对于带金属网式喷注器而言，雾化后液

滴轴向平均速度（3.0m/s）比带喷注芯体的喷注器结

构雾化后的液滴平均速度（2.41m/s）快，会使推进剂

在催化剂表面停留时间短，不利于推进剂与催化剂

的充分接触，有可能导致发动机的启动响应时间

变长。

Fig. 5 Structure of the spraying experimental station

Fig. 6 Flow test of different injector

Fig. 7 Comparison of counts density distrib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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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PDA技术对两种喷注器结构进行液流喷雾

试验，获得了两种喷注器结构的雾化性能，得到了带

喷注芯体结构的喷注器雾化液滴空间上的密度分

布、直径大小以及轴向速度分布等。试验结果表明，

带喷注芯体的喷注器结构的雾化效果比常规带金属

网的喷注器结构要好。

4 发动机热试车试验

为了验证喷注芯体的喷注器结构比常规带金属

网的喷注器结构性能要好，对这两种喷注器结构的

发动机进行了地面试验考核。选取结构一致的身

部，装填同样的催化剂，针对金属网的喷注器结构和

带喷注芯体的喷注器结构的发动机进行了同样程序

的地面热试车考核。热试车过程中，对发动机的各

个参数进行实时监测记录，点火过程中的压力和温

度变化通过传感器实时记录，发动机的实时流量通

过小流程的质量流量计测量。其中，在发动机燃烧

室处焊接测压管嘴来进行压力的测量，温度测量采

用热电偶，测温位置分别设置在催化床前床、后床和

燃烧室中心位置处，发动机稳态工作的照片如图 10
所示。

发动机在进行点火前，通过加热器对催化床进

行加热至 350℃。热试车试验从脉冲模式的工作程

序开始，两种喷注器结构在脉冲温启动工况下的性

能和温度曲线如图 11所示，发动机阀门的开启/关闭

模式为：ON/OFF=100ms/1000ms。从图中可以看到，

点火开始时的第一个压力脉动峰值略小于其他脉冲

周期的压力峰值，但基本接近燃烧室压力峰值，说明

预热温度为 350℃已经满足推进剂和催化剂的匹配

Fig. 9 Comparison of droplets average axial velocity

Fig. 10 Hot fire test on the ground

Fig. 8 Comparison of droplets average di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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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启动要求。带金属网结构的发动机第一个脉冲室

压峰值 0.8MPa，脉冲程序结束时，前床温度从 350℃
上升到 560℃左右；带喷注芯体结构的发动机第一个

脉冲室压峰值为 0.9MPa，脉冲程序结束时，前床温度

从 350℃上升到 625℃左右，说明带喷注芯体结构的

发动机内部燃烧特性更好，因此最高温度也会相应

会高些。

随后，对两种喷注器结构在相同入口压力下的

稳态 5s的性能进行了对比，从图 12中可以看出，无喷

注芯体结构的发动机在稳态启动时有明显的爬坡现

象，燃烧室室压大约经过 116ms的时间才达到稳定室

压 80%的水平，而带喷注芯体结构的发动机室压达

到稳定室压 80%（pc_t80）所需的时间仅仅为 36ms，而
关机时燃烧室室压降低到稳定室压 20%所需的时间

（pc_t20）为 267ms，这说明带喷注芯体结构的发动机

中从点火开始到催化燃烧反应建立的时间延迟更

低，推进剂雾化效果更好，进入催化床后被催化分解

得更快。两种结构关机时燃烧室室压降低到稳定室

压 20%所需的时间（pc_t20）分别为 267ms和 156ms，
带喷注芯体结构的发动机关机响应性能也更快。两

种结构的稳态性能参数对比情况如表 2所示，从表中

可以看出，带喷注芯体结构的发动机的燃烧效率也

更高。

5 结 论

本文针对 HAN基单组元发动机的喷注器结构，

从喷注器结构的喷注过程仿真、冷态流动试验和发

动机地面热试车试验三个方面开展了深入研究，得

到以下结论：

（1）采用双流体模型中的 VOF模型对推进剂在

管道中的流动以及喷嘴出口的喷注过程进行仿真分

析，计算得到了带喷注芯体的喷注器结构在流动均

匀性方面要优于带金属网的喷注器结构。

（2）在冷态的流动雾化性能研究中，从结果可

知，带喷注芯体的喷注器结构喷射出的射流范围区

域更广，在整个测量域内的雾化液滴数密度分布，粒

径分布及速度分布等方面要更均匀，雾化效果更好。

（3）在发动机地面热试车试验中，对两种喷注器

结构的发动机在脉冲温启动、稳态工作性能和推进

剂的催化分解过程及燃烧反应特性等都有了深入理

解，得到了发动机内部燃烧特性和启动特性与喷注

器结构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验证了均匀分配方式的

喷注器结构对发动机的启动性能和燃烧反应特性有

直接的提升作用。

致 谢：感谢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杨军课题组提

供的 HAN基推进剂；感谢国防科技大学李伟教授提供

的催化剂；感谢“十三五”民用航天项目和上海空间发动

Table 2 Comparison of test results under 10s steady

operation mode

Parameters
Inlet Pressure /MPa

Chamber Pressure/MPa
Flow rate/（g/s）
pc_t80/ms
pc_t20/ms

Combustion efficiency/%

With metal mesh
1.396
0.923
2.097
116
267
81.7

With injection core
1.387
0.917
1.986
36
156
85.7

Fig. 12 Hot fire test results under 5s steady operation mode

Fig. 11 Comparison of hot fire test results under ON/OFF=100ms/1000ms opera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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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氧/甲烷发动机推力室多循环热-结构分析 *

刘 迪，孙 冰，马星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宇航学院，北京 100191）

摘 要：为了研究一款液氧/甲烷发动机推力室多循环工作状态下的结构变形，拓展并验证了一种

包括流动-传热分析和非线性有限元分析的热-结构分析方法。通过该方法得到了推力室热载荷与压力载

荷分布，并分析了推力室在这些载荷下的应力应变响应。研究表明：推力室整体结构变形并非主要取决

于热载荷，压力载荷引起的冷却通道底面弯曲在喷管扩张段尤其明显；后冷阶段产生的弹塑性拉伸应变

大于热试阶段产生的压缩应变是导致每次循环结束后结构产生残余应变的直接原因；随着工作循环次数

的增加，扩张段的冷却通道底角位置残余应变累积速率最快，该部位被确定为结构失效的潜在位置；增

加冷却剂入口附近的通道底面厚度、减小后冷阶段与热试阶段的温差以及将冷却通道的尖锐底角设计为

圆角可以成为抑制变形和减缓应变累积的备选措施。

关键词：甲烷；液体火箭发动机；再生冷却；推力室；热分析；结构分析；有限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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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Cycle Thermo-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rust Chamber
for Liquid Oxygen/Methane Engine

LIU Di，SUN Bing，MA Xing-yu
（School of Astronautics，Beihang University，Beijing 100191，China）

Abstract：To study the structural deformation of the thrust chamber for a liquid oxygen/methane engine un⁃
der multi-cycle working conditions，a thermo-structural analysis method including fluid-thermal analysis and
nonlinear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was developed and verified. The thermal and pressure loads on the thrust cham⁃
ber were obtained by this method，and the stress-strain responses of the thrust chamber under these loads were
also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deformation of the thrust chamber structure is not mainly deter⁃
mined by thermal loads，and the bending of the cooling channel bottom caused by pressure loads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the divergent segment of the nozzle. The elastoplastic tensile strain generated in the post-cooling phase
was greater than the compressive strain generated in the hot run phase，which is the direct cause of structural re⁃
sidual strain after each working cycle. As the increasing of the working cycle number，the residual strain accumu⁃
lation rate at the bottom corner of the cooling channel in the divergent segment was the fastest，and this location
was identified as potential location of structural failure. Increasing the bottom thickness of the cooling channel
near the coolant inlet，reducing 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ost-cooling and the hot run phase，and
designing the sharp bottom corners of cooling channels into rounded corners could be the alternative measur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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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ress deformation and slow down strain accumulation.
Key words：Methane；Liquid rocket engine；Regenerative cooling；Thrust chamber；Thermal analysis；

Structural analysis；Finite element method

1 引 言

New Shepard和 Falcon 9可重复使用商业火箭的

多次成功发射并回收，证明了液体火箭发动机作为

可重复使用运载器（Reusable Launch Vehicles，RLVs）
动力系统的可行性。由于氧和甲烷的推进剂组合［1-2］

相较于传统推进剂组合而言具有高密度比冲、无毒

无污染、成本低廉且易于生产等优点，采用这种推进

剂组合的液氧/甲烷发动机被认为是 RLVs推进装置

的理想选择之一。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众多学者开

展了大量的研究［3-8］，研究工作不仅涉及甲烷/空气的

射流火焰［3-5］，还关注甲烷在压力容腔内的燃烧动态

特性［6-7］以及跨临界条件下流动传热特征［8］。而作为

液氧/甲烷发动机的关键部件，再生冷却推力室在工

作时需要承受极为严苛的热载荷与压力载荷，而且

还会经历反复启动与关机。经过多次的循环工作之

后，推力室冷却通道底部会逐渐累积不可逆转的变

形，最终结构的失效模式如图 1［9］所示。这种结构失

效将导致作为冷却剂的甲烷直接泄露到高温燃气

中，引发灾难性后果。

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直至 90年代中期，以航

天飞机主发动机（Space Shuttle Main Engine，SSME）
为应用背景，美国的学者率先针对再生冷却推力室

的热变形及热疲劳问题开展了研究。Miller［10］对推力

室材料进行了双线性弹塑性应力-应变关系假设，开

发了一种有限元程序并对推力室喉部截面进行了弹

塑 性 分 析 ，结 合 高 导 热 无 氧 铜（Oxygen-Free and
High-Conductance Copper，OFHC）的低周疲劳实验数

据预估了推力室寿命。Armstrong等［11-12］认为 OFHC
推力室的失效模式是棘轮加速的蠕变失效而不是低

周疲劳失效，而 Amzirc的低周疲劳寿命远比预测值

低。Arya［13］采用了 Freed 粘塑性模型预测了推力室

喉部截面的变形，定性地再现了冷却通道底部不断

凸出与变薄的现象。受当时的力学理论体系和成果

不够完善丰富、硬件水平不足等因素的影响，这一阶

段的研究在开展时做了较多的假设与简化，分析对

象一般为推力室的一个二维截面，而热疲劳循环实

验所得的结果也多为定性结果，缺乏更细致的定量

数据。

2000年以后，研究推力室热疲劳问题的学术中

心 转 向 了 欧 洲 ，德 国 宇 航 中 心（DLR）的 Riccius
等［14-16］以 Ariane 5火箭的 Vulcain发动机推力室为分

析对象，系统分析了载荷施加速率、瞬态热过程、非

线性本构模型等因素对推力室热-结构变形的影响。

Ferraiuolo等［17-18］将弹塑性模型与 Norton蠕变模型结

合，研究了硬化准则以及速率依赖性对图 1所示的

“狗窝”现象的影响，并讨论了采用复合材料外套的

可能性。Gernoth等［19］建立了“热-机械疲劳”（Ther⁃
mo-Mechanical Fatigue，TMF）合金面板实验系统，用

来近似推力室所承受的极端工作条件，实验数据可

以为热-结构仿真提供验证依据。随后，Thiede等［20］

利用连续介质损伤理论将热老化耦合到粘塑性模型

中，模拟了循环载荷下 TMF合金面板的变形，面板上

观察到的实际失效位置与模拟预测的最大损伤位置

一致。

总之，在公开发表的再生冷却推力室热-结构分

析及热疲劳的文献中，热分析和结构分析两部分存

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性，研究的着力点都在结构分析

部分，如何准确给定热载荷这一基本前提没有引起

足够重视，结构热边界一般仅用一维热流分布或者

经验公式给定。事实上，如果施加在结构上的热载

荷缺乏合理性与准确度，那么热-结构分析的结果也

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另外，许多研究仅对推力室的

单循环工作过程进行了研究，没有开展多循环工作

条件下的热变形分析，而想要验证发动机的可重复

使用性能，多循环热-结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准确预测一款液氧/甲烷发动

机推力室在多次循环工作条件下的热-机械变形，本

文拓展并验证的一套完整的热-结构分析方案包括：

流动-传热分析和非线性有限元分析两部分。通过

Fig. 1 Structural failure of regenerative cooling channel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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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传热分析研究推力室热载荷和压力载荷三维

分布，然后通过非线性限元法分析推力室的弹塑性

应力应变响应，进而逐步揭示液氧/甲烷发动机推力

室热-结构变形机理，对多循环工况下的残余应变累

积过程也进行必要的讨论。

2 模型与方法

2.1 推力室结构

图 2为北航研发的一款 2吨推力液氧/甲烷发动

机的结构图。发动机推力室采用的是头部膜冷却加

再生冷却的组合热防护方案，这是由于甲烷的冷却

能力有限，在先后流过扩张段和喉部之后，甲烷的冷

却能力已损失较多，继续流动至收敛段和圆柱段时，

对结构的冷却效果已不甚理想。为此，作者改进了

设计方案，将扩张段和喉部的冷却通道加宽，使甲烷

的冷却能力不要损失过多，节省出一部分冷却能力

用于圆柱段的热防护。在圆柱段将冷却通道数目加

倍，如图 2（b）所示，充分发挥甲烷剩余的冷却能力，

这一措施显著改善了甲烷在圆柱段的传热恶化现

象，最后在喷注面板附近，甲烷温度已较高，对结构

的冷却效果较差。为此，作者最后在喷注面板的边

区设计了膜冷却孔，用来保护推力室的头部，最终达

到了设计要求。目前该发动机的设计工作已完成，

样机在生产过程之中，而初步的热试实验将在样机

出厂后进行。在设计工况下，推进剂的总质量流量

为 7.228kg/s，氧化剂与燃料的混合比为 3.0，室压为

5.1MPa，推力室的喉部直径为 58.5mm，圆柱段的长度

和 直 径 分 别 为 232.4mm 和 117mm，喷 管 扩 张 比 为

10.0，喷管出口压力为 0.06MPa。
本文所研究的再生冷却推力室取自图 2（a）所示

的发动机，推力室由银锆铜合金内衬和镍外套组成。

考虑到仿真的可实现性，对实际的推力室模型进行

了适当简化，忽略冷却剂入口集液环。如图 2（b）所

示，计算域包括冷却剂流动区域，Narloy-Z内衬区域

和镍外套区域。固体域和流体域采用收敛性较好的

六面体结构化网格。此外，流体域近壁区域的网格

进行了足够程度的加密，保证在湍流边界层中获得

足够准确的流动和传热结果。

2.2 推力室工作过程

对于本文所研究的推力室，一个完整的工作过

程包括四个阶段：预冷、热试、后冷、松弛。为了更清

楚地了解推力室在这四个阶段中所承受的载荷，图 3
给出了四个阶段的工作示意图。

如图 3所示，预冷阶段，冷却剂以 110K的温度和

3.4MPa的压力供应，冷却剂从冷却通道中流过整个

推力室身部使其在点火前处于较低的温度。热试阶

段，推进剂在推力室中燃烧产生高温燃气，推力室同

时受到高温燃气的加热和冷却剂的冷却，需要指出

的是冷却剂入口压力被提高到了 7.9MPa，这与预冷

阶段 3.4MPa的冷却剂压力明显不同。后冷阶段，发

动机关机并且推进剂的供应被切断，为了迅速将推

力室从高温冷却回低温状态，冷却剂仍然保持供应，

供给压力从热试阶段的 7.9MPa下降到 3.4MPa。在松

弛阶段，冷却剂停止供应，整个推力室通过自然冷却

的方式与周围环境进行热交换。

2.3 热-结构分析方法

为了能够准确预测推力室的热-机械变形，本文

的热-结构分析工作分为两部分：流动-传热分析与

结构有限元分析。开展流动-传热分析可以得到 2.2
节中所介绍的四个工作阶段的结构温度场和流体域

的压力分布，为有限元分析提供准确的体载荷与面

载荷。开展结构有限元分析是为了得到在复杂热载

荷与压力载荷作用下推力室的应力应变响应。

2.3.1 流动-传热分析

在流动-传热分析中，采用有限体积法来模拟冷

Fig. 3 Working processes of the combustion chamber

Fig. 2 Thrust chamber of the LOX/methane rocket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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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剂的三维流动以及冷却通道和冷却剂之间的换

热，耦合传热过程的控制方程是包含连续性、动量和

能量方程的 RANS方程组，如式（1）~（3）所示。

∂ρ
∂t + ∇ ⋅ (ρu) = 0 （1）

∂
∂t (ρu) + ∇ ⋅ (ρu) = -∇p + ∇ ⋅

-τ （2）
∂
∂t (ρE) + ∇ ⋅ (u (ρE + p)) = ∇ ⋅ (k eff ∇T + (

-τ eff ⋅ u))（3）
式中 ρ是密度，t是时间，u是速度矢量，p是静压，

-τ是流体的应力张量，E是总能量，keff是有效导热系

数，T是温度。

标准的 k-ε双方程模型用来描述冷却剂在冷却

通道中的湍流流动。而金属固壁区域内部的热传导

由无内热源项的导热微分方程来控制。

ρc
∂T
∂t = ∇ ⋅ (k∇T) （4）

式中 c是金属材料的比热容，大小取决于材料种

类和温度。

文献［21-22］拓展了一种计算湍流燃烧的 CFD
方法，并且该方法可以较为精确地模拟液氧/甲烷推

力室中跨临界燃烧过程［21］和头部喷注器附近的火焰

结构特征［22］。因此，本文不再详细描述跨临界燃烧

过程和燃烧计算方法，仅给出图 4所示的推力室燃气

侧壁面热流分布，以证明湍流燃烧过程的研究工作

已另在别处开展。如图 4所示，喉部附近的热流值最

大，已经超过了 20MW/m2，由于喷注器面板边区膜冷

却孔的存在，喷注器头部周围的热流密度较低。流

动-传热分析的整体计算工作在 CFD工具 FLUENT
中完成。

2.3.2 结构有限元分析

在包含材料非线性的有限元分析中，在热载荷

和压力载荷的共同作用下的结构的总应变被分为三

部分，即

ε = εel + εpl + εth （5）
式中 ε是总应变张量，εel是弹性应变张量，εth是

热应变张量，εpl是塑性应变张量。

当材料产生塑性变形时，塑性应变增量满足式

（6）所示的流动法则，即

dεpl = dλ ∂f∂σ （6）
式中 dλ是塑形应变增量幅值，f是屈服函数，σ

是应力张量。

本文所采用的弹塑性本构模型为 Chaboche［23］模
型，模型中基于 Von-Mises准则的屈服函数定义式为

f = ( )s - α :( )s - α /2 - σ y = 0 （7）
式中 s是偏应力张量，α是背应力张量，σy是材料

在当前温度下的屈服应力。

如式（8）所示，背应力张量是三个动态背应力张

量 α1，α2，α3的叠加，三个动态背应力张量的演化准则

在式（9）中给出。

α =∑
i = 1

3
α i （8）

dα i = 23 Cidεpl - γiα i

2
3 dεpl:

2
3 dεpl （9）

式中 Ci和 γi是待确定的材料参数。

2.4 冷却剂的热物性计算

根据之前的研究［24］，甲烷在跨临界流动时热物

性会在临界点附近剧烈变化，因此物性随着温度和

压力的变化必须考虑在内。甲烷的密度采用 Soave
方法计算［25］；定压比热通过理想气体比热和比热偏

差函数之间的加和来计算［25］；黏度和导热系数分别

通过 Chung方法和 TRAPP方法求得［25］。物性的计算

数值与 NIST（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
nology）标准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了比较。如图 5所
示，计算值与 NIST中的数据吻合度较高，这意味着本

文所采用的物性计算方法是合理而准确的。

2.5 材料参数获取与力学性能

本文所采用的 Chaboche本构模型中有 6个待确

定的参数 Ci（i=1，2，3）和 γi（i=1，2，3），这些参数没有

具体的物理意义，需要通过拟合的方式得到。又由

于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受温度影响较大，因此需要

拟合不同温度下的模型参数，拟合后的数值在表 1中
给出。

为了证明拟合的 Chaboche模型参数是合理的，

在图 6中，将仿真得到的单轴拉伸应力-应变曲线与

NASA的 Lewis研究中心的实验数据［26］进行了比较，

实验数据是在不同温度下的恒温环境中对 Narloy-Z
圆柱棒料开展单轴拉伸而获得。如图 6所示，计算得

Fig. 4 Heat flux distribution of the gas-side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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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应力-应变曲线与实验数据［26］不论在线弹性区

间还是在塑性区间的吻合度都很高，这意味着这些

模型参数足够合理和准确，能够描述材料的弹塑性

变形。

2.6 网格无关性验证

为了证明本文数值模拟所采用的网格密度是合

理的，对相同工况下的算例网格设置了四种不同疏

密程度，Case 1为稀疏网格，Case 2为普通密度的网

格，Adopted mesh是本文数值模拟所采用的网格，而

Case 3的网格密度 2倍于 Adopted mesh算例。

图 7中给出了四种不同网格密度的算例在同一

位置处的应力-应变响应。从图 7中的计算结果可以

看出，Adopted mesh算例和 Case 1，Case 2之间的计算

结果区别明显，证明网格不断加密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从 Adopted mesh算例到 Case 3，虽然网格密度变

为 2倍，但是计算结果却几乎没有差别，证明 Adopted
mesh算例的网格密度已经足够，计算结果几乎不再

受网格密度影响。综合考虑计算精度和计算成本，

认为本文所采取的网格密度是合理的。

Table 1 Applied values of Chaboche model parameters

Temperature/K
27.6
294.3
533.1
810.9

σy//MPa
184
146
114
78

C1/MPa
31454
37715
50782
36908

γ1
1184
2389
2861
945

C2/MPa
10206
22826
23718
80567

γ2
341
406
490
935

C3/MPa
595
405
633
312

γ3
5
5
5
5

Fig. 5 Thermo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coolant

Fig. 6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Narlo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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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方法验证

为了证明本文所拓展出的推力室热-结构分析

方案是合理准确的，用德国宇航中心开展的 TMF
（Thermo-Mechanical Fatigue）平 板 实 验 进 行 验

证［27-28］。一方面是因为本文所讨论的这款液氧/甲烷

发动机的第一台样机尚未出厂，无法开展验证试验；

另一方面是由于在燃烧室热-结构分析领域，内壁面

结构应变的数据极其稀有。热试车时的燃气温度高

达 3400K以上，现有的应变测量装置在这样的环境中

将迅速烧毁，因此火箭发动机的内壁面应变测量一

直是全世界工程师和学者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难题。

TMF平板的三维网格在图 8中给出。如图 8所示，

TMF平板包含铜合金和镍两种材料，这与推力室的

内衬和外套材料一样。铜合金平板里铣切出 5条冷

却通道来近似实际推力室的再生冷却通道。在 TMF
平板实验中，高能激光取代高温燃气作为加热源。

低温液氮作为 TMF平板的冷却剂流过 5条冷却通道。

TMF平板的几何参数和实验参数在参考文献［27-
28］中给出。DLR之所以能测量到 TMF平板的应变，

正是由于用高能激光作为加热源取代了高温高压的

燃气，平板的非包围式结构也允许非接触式应变和

温度测量设备的应用，在这种情况下才获得了温度

和应变数据。

在图 9中，实验测量结果与采用了热-结构分析方

法得到的仿真结果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如图 9（a）

Fig. 8 Three-dimensional mesh of the TMF panel Fig. 9 Comparison of the TMF tests and simulated results

Fig. 7 Comparison of stress-strain curves under different

mesh den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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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在激光加热面上取一条黑色监测线，实验测得

的监测线上的温度和仿真得到的温度分布差别较

小，这意味着用本文拓展出的流动-传热分析方法得

到的结构温度场是可信的。图 9（b）为实验测得的激

光加热面上的法向变形分布，当 TMF平板被加热时，

加热面上有两个条状区域的法向变形明显。图 9（c）
为仿真得到的激光加热面上的法向变形分布，图中

也存在两个法向变形明显的条状区域，因此图 9（b），

（c）给出的实验和仿真结果是吻合的。图 9（d）为

TMF平板最终的失效模式，在中间通道两边的冷却

肋的底部，凸出现象最明显，且失效发生的位置在中

间通道的底角上。图 9（e）为仿真得到的结构等效应

变分布，肋区域的凸出趋势以及底角区域较大的等

效应变都被很好的再现出来，图 9（d），（e）的实验和

仿真结果同样是吻合的。这意味采用本文所阐述的

结构有限元分析方法是合理的，据此得到的结构的

变形结果也是令人信服的。

3 结果及讨论

3.1 热载荷与压力载荷分布

正如 2.2节中所讨论的那样，推力室从一个阶段

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时，所承受的热载荷和压力载荷

是大幅度变化的，这些载荷直接决定了结构的弹塑

性变形。采用 2.3节中所阐释的流动-传热分析方法

得到了推力室的温度场和流体域的压力分布。热载

荷和压力载荷的计算结果分别在图 10和图 11中

给出。

图 10为推力室在预冷、热试、后冷、松弛四个阶

段的温度场。如图 10（a）所示，在预冷阶段推力室内

衬和外套被 110K的冷却剂充分冷却，整个结构的温

度分布非常均匀。如图 10（b）所示，在热试阶段，由

于推力室同时受到冷却剂的冷却和高温燃气的加

热，结构温度场呈现出复杂的三维效应。沿径向，内

衬的温度明显高于外套的温度；沿轴向，受图 4所示

的燃气侧壁面热流分布的影响，温度最高的位置位

于喉部区域附近；沿周向，受冷却通道布局和喷注单

元排布的影响，温度分布呈现出条纹状。如图 10（c）
所示，后冷阶段推力室的温度分布又回到了较为均

匀的状态，因为此时只受到甲烷的冷却，这种状态与

预冷阶段类似。如图 10（d）所示，在松弛阶段，在没

有采取主动冷却的情况下，结构从 110K的低温恢复

到了 295.15K的室温。

根据 2.2节的解释，由低温推进剂和高温燃气引

起的压力载荷主要作用在燃气侧壁面和冷却剂流动

区域壁面，流体域的压力分布即为推力室结构所承

受的压力载荷。图 11给出了压力载荷的分布情况。

如图 11（a）所示，预冷阶段，冷却剂流过冷却通

道时，静压从 3.36MPa下降到 3.16MPa，沿程压力损失

大约为 0.2MPa。如图 11（b）所示，热试阶段冷却剂流

动的沿程压力损失达到了 0.5MPa，明显高于预冷阶

段的 0.2MPa。这一现象可以根据图 5（a）和图 10（b）
进行解释，热试阶段冷却剂不断吸收从铜合金内衬

上传递来的热量，温度升高引起密度大幅度降低，进

而引起冷却剂膨胀、平均流速增加，最终导致了更大

的沿程压力损失。如图 11（c）所示，在热试阶段高温

燃气的压力在推力室扩张段较低，在推力室圆柱段

Fig. 10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in four working ph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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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另外，推进剂燃烧建立起的燃烧室压力与设

计压力 5.1MPa非常接近，这意味推力室的型面和喷

注器的设计都是合理的。如图 11（d）所示，在后冷阶

段冷却剂压力从入口处的 3.36MPa下降到出口处的

3.16MPa，沿程压降为 0.2MPa。这与预冷阶段沿程压

降相同，因为后冷与预冷的工作条件相同。

3.2 推力室燃气侧内壁应力应变分析

根据图 1给出的结构失效模式，推力室的燃气侧

内壁直接承受高温燃气的冲刷，是结构失效有可能

发生的区域之一，因此，本文首先对推力室燃气侧内

壁的应力应变响应进行分析。采用 2.3节中所阐述

的非线性有限元方法，将预冷、热试、后冷、松弛四个

阶段的温度场作为体载荷，将各个阶段的冷却剂和

燃气压力作为面载荷，导入到结构分析中进行研究。

图 12中给出了燃气侧壁面的应力应变分布。

如图 12（a）所示，预冷阶段，推力室燃气侧壁面

承受了环向拉应力和拉应变，这是由于预冷阶段推

力室从室温 295K被冷却至 110K，推力室内衬有较强

的收缩趋势，但由于结构是环向周期对称的，结构的

收缩被左右对称面限制住，因而内壁面产生了拉应

力，对应的应变为拉应变。值得注意的是，在靠近推

力室出口的扩张段拉伸应力大于其他区域，这是因

为推力室扩张段的冷却通道形状扁平，在冷却剂压

力的作用下，扩张段的冷却通道底面更趋向于弯曲，

这一弯曲的趋势导致了该区域燃气侧壁面额外的拉

应力和拉应变。

如图 12（b）所示，热试阶段，推力室内壁的大部

分区域承受了压应力和压应变，这是由于推力室在

热试阶段温度较高，内衬受热膨胀，而内衬 Narloy-Z
材料热膨胀系数远大于镍外套的热膨胀系数，内衬

的热膨胀受到结构对称面和镍外套的双重限制，由

此产生了压应力和压应变。但在推力室扩张段靠近

出口附近的内壁面上，有部分区域承受的是拉应力，

这是由于在热试阶段，冷却剂的供给压力从 3.4MPa
大幅度提高至 7.9MPa，这使得推力室扩张段出口附

近扁平的冷却通道的弯曲变形趋势更明显，弯曲变

形导致的拉应力和热膨胀被限制导致的压应力二者

共同作用下，最终推力室扩张段出口附近的燃气侧

内壁承受的是拉应力。

如图 12（c）所示，后冷阶段，燃气侧内壁的大部

分 区 域 承 受 的 是 拉 应 力 ，最 大 拉 伸 应 力 超 过 了

245MPa。 因 为 推 力 室 从 热 试 阶 段 较 高 的 温 度 被

110K的甲烷重新冷却回低温状态，产生拉应力和拉

应变的原因与预冷阶段的类似，此处不再赘述。值

得注意的是，推力室扩张段出口附近存在着较为明

显的拉伸应变，尤其是在冷却通道底部的燃气侧壁

面上。因为这部分区域在热试阶段所承受的是拉应

力或者较小的压应力（原因已在上一段中进行了分

析），后冷阶段产生的拉应力使这部分该区域更容易

产生更大的拉应变。

如图 12（d）所示，松弛阶段与后冷阶段相比，应

力分布差别不大。虽然结构恢复至室温，且不再有

压力载荷作用，但是仅有一部分应力被卸除，在喉部

和扩张段的燃气侧内壁上仍然残留了 130MPa左右

的拉应力。松弛阶段的应变分布与后冷阶段的应变

分布相比几乎没有变化，只是应变的绝对大小发生

Fig. 11 Coolant and hot gas pressure distrib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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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2 Circumferential stress and strain distribution of the gas-side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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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改变。

图 12（d）中给出的结果显示，经过预冷、热试、后

冷和松弛四个阶段之后，燃气侧内壁上残余拉应变

较为明显的区域在推力室扩张段，而不是在喉部。

这是个值得讨论的现象，因为根据常规推测，热载荷

最严酷的位置在喉部，较大的残余应变也更可能出

现在这个位置。为了更细致地研究为何残余应变较

明显的位置不在喉部而在扩张段，取残余应变较为

明显处的节点，将其命名为 Node 1，取同一条冷却通

道的喉部位置的节点，命名为 Node 2，两个监测节点

的具体位置已在图 12（d）中标出。Node 1和 Node 2
两个监测节点的应力-应变曲线以及曲线的运动轨

迹均在图 13中给出。

如图 13所示，在预冷阶段，Node 1和 Node 2的应

力应变曲线是直线，且斜率相同，两个节点都处在线

弹性阶段，只是应力的大小不同而已。热试阶段，两

个节点的应力-应变历程差距最大，Node 1的应力应

变关系在热试阶段仍然为线性的，且热试过程中仅

产生了很小的线弹性压应变，热试结束时的应变是

正的；而对于 Node 2，热试阶段的应力-应变曲线出现

了明显的线弹性阶段和塑性屈服阶段，热试结束时

Node 2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塑性压应变。后冷阶段，

Node 1和 Node 2的应力-应变轨迹类似，都经历了线

弹性状态和塑性拉伸状态，两个节点都在拉应力的

作用下产生了大量的正向应变，但是由于 Node 1在
热试阶段结束时的应变已经是大于 0的，经过后冷阶

段的塑性拉伸，应变超过了 0.0045，而 Node 2由于在

热试阶段产生了大量负的应变，后冷阶段的塑性拉

伸所引起的拉应变几乎都用来抵消热试阶段产生的

压应变，后冷结束时 Node 2的应变不足 0.0015。松弛

阶段，由于整个过程中 Node 1和 Node 2均产生了塑

性变形，松弛阶段应力和应变只卸除了占很小比例

的线弹性部分，Node 1的残余正应变仍远大于 Node 2
的残余正应变。

3.3 推力室内衬多循环应力应变演化

与传统的一次性使用的液体火箭发动机不同，

作为 RLVs动力系统的液体火箭发动机不仅在单次

使用过程中需要频繁启动和关机，还需要在多次循

环工作中保证较高的可靠性。图 2所示的这款液氧/
甲烷发动机也被设计为可重复使用的，因此为了探

究其可重复使用性能，本文模拟了推力室在完整的

10次工作循环过程中的结构应力应变响应。图 14给
出了不同循环周次时，推力室内衬的应变分布和残

余应变最大处的横截面应变分布。另外，为了更便

于观察结构的变形趋势，图 14中所有的结构变形在

视 觉 效 果 上 被 放 大 至 5 倍 ，即 Scale factor 被 设 置

为 5.0。
如图 14（a）所示，经过一次完整的工作循环之后

（包括预冷、热试、后冷、松弛），推力室扩张段的残余

应变较为明显，该区域冷却通道底面和侧面交汇的

拐角处（为了方便分析，后文称之为底角）的残余应

变较大。截取该位置处的横截面可以发现冷却通道

的两个底角处、通道底部的燃气侧壁面中间点均出

现了明显的残余应变，且结构残余应变最大的位置

在冷却通道的底角。这一结果表明：推力室发生结

构破坏的潜在位置不仅有冷却通道底部的燃气侧壁

面中间点，还有冷却通道的两个底角位置；推力室的

结构失效模式不仅有图 1所示的形式，也极有可能产

生如图 9（d）所示的失效。

图 14（b），（c）和（d）给出了随着工作循环次数的

增加，内衬的残余应变分布的变化，从图 14中给出的

结果能够看出，随着工作循环次数的不断增加，推力

室内衬的应变分布云图虽然没有明显不同，但是应

变的绝对值在不断扩大，通过最大残余应变截面也

Fig. 13 Stress-strain histories of monitored Node 1 and No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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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看出，内衬的变形越来越明显，冷却通道底面朝

着推力室中心线的方向不断弯曲和凸出，第 10次工

作循环结束后，通道底角的最大残余应变已经达到

了 0.044。
为了定量分析结构最大残余应变点为何出现在

冷却通道底角处，而不是 4.2节中标出的 Node 1处，

提取最大残余应变处的节点，将其命名为 Node 3，其
具体位置已在图 14（d）中标出。图 15给出了 Node 1
和 Node 3两个节点的第 1次工作循环及 10次循环应

力应变历程。

Fig. 14 Residual strain distributions after multiple working cycles (Scale fact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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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5（a）所示，在经历一次完整的工作循环

后，Node 1和 Node 3两个节点的残余应变均为拉应

变。Node 3的残余应变略大于 Node 1，差距并没有非

常明显。仔细对比图 15（a）中的两条曲线能够看出，

Node 3的最终残余应变大于 Node 1的主要原因是

Node 3在后冷阶段产生的塑性拉伸更大。如图 15（b）
所示，随着工作循环次数的增加，每次循环结束，都

会有一定的残余应变累积，因此 Node 1和 Node 3的
应力应变曲线不断向前翻滚。另外，Node 3每次工作

循环累积的残余应变均大于 Node 1，因此，经过十次

工作循环后，Node 3的残余应变累积到了 0.045，远大

于 Node 1的 0.032。二者的差距已经非常明显。可以

认为本文所研究的这款液氧/甲烷发动机，结构的危

险点在推力室扩张段冷却通道的底角位置，而不在

燃气侧的表面上。这一结果也与图 9（d）中实验测得

的结构失效模式吻合。

4 结 论

通过本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推力室的弹塑性变形行为是热载荷和压力

载荷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并非主要取决于热载荷。

在冷却通道形状较为扁平的扩张段，压力载荷对结

构变形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热载荷。因此在冷却剂入

口附近适当增加冷却通道底面的厚度，可以缓解压

力载荷造成的底面塌陷的趋势。

（2）推力室的单循环应力应变响应揭示了扩张

段有明显的残余拉应变产生的原因是后冷阶段产生

的塑性拉伸应变超过了热试阶段产生的压缩应变。

因此在工况允许的范围内，缩小后冷阶段与热试阶段

之间的温差是减小残余拉伸应变的一种可行措施。

（3）多循环热-结构分析显示，冷却通道底角位

置的残余应变迅速累积并拉开了与其他部位残余应

变的差距。最终冷却通道底角位置被确定为潜在的

结构失效位置，而不是通道底部的燃气侧中心点。

因此将矩形冷却通道的直角底角设计成圆角结构被

认为是抑制应变迅速累积的一种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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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火箭发动机用小直径管路焊接疲劳
分析方法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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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简化焊接圆管的随机振动疲劳计算，通过理论推导和仿真对比证明了焊接疲劳分析中

“结构应力法”所指的结构应力实质同材料力学计算的名义应力是一致的，并以此提出了一种快速开展

设计和分析的简化方法，不依赖于FE-Safe软件，且发挥了梁单元模型的效率优势。另外，基于梁单元

模型的随机振动计算结果对减震卡箍多方案布置对结构焊接疲劳寿命的影响展开讨论，认为卡箍分散布

置和增加数量虽然可以有效避开结构共振频率，然而并不一定会提高焊接疲劳寿命，甚至可能会加速焊

接位置的失效，具体布置设计需要结合疲劳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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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igue Analysis of Small-Diameter Welded Pipe
in Liquid Rocket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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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simplify the calculation of random vibration fatigue of welded pipe，this paper proves
that the structural stress referred to by structural stress method in welding fatigue analys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nominal stress calculated by material mechanics，and a simplified method for rapid design and fatigue analysis is
proposed，which is not only independent of FE-Safe software，but also takes advantage of the efficiency of beam
element model. In addition，based on the random vibration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he beam element model，the ef⁃
fects of the multi-scheme arrangement of damping clamps on the welding fatigue life of the structure are dis⁃
cussed.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scattered clamps and the increased number can effectively avoid the resonance
frequency of the structure，but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rove the fatigue life of the welding，and may even accel⁃
erate the failure of the welding position. The specific layout design needs to combine the fatigue calculation re⁃
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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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运载火箭发动机内部小直径管路种类数量繁

多，结构复杂，运行环境恶劣，某型号火箭发动机内

局部如图 1所示。经验表明，该类小直径管路工作过

程中时常发生振动疲劳失效，而焊缝薄弱部位失效

是主要模式之一［1-2］，如图 2所示，该失效裂缝位于导

管一侧焊缝处。对于运载火箭发动机管路在焊缝位

置疲劳失效问题，常规方法如文献［3-6］中以随机应

力响应作为疲劳分析直接评估参量，由于未考虑焊

缝特殊性，会使得寿命评估结果高于实际疲劳寿命。

焊接部位应力复杂，疲劳评估方式也与普通结构不

同，而目前的随机振动疲劳分析研究往往忽略其焊

接薄弱部位，因此着重研究管路焊接接头在随机振

动下的焊接疲劳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主流焊接结构的疲劳分析方法有名义应力法、

热点应力法、结构应力法。结构应力是目前焊接学

界的研究热点。早期 Radaj［7］认为焊线截面的具体应

力分布是高度非线性的，而表面的焊趾应力可以通

过将厚度方向应力分布线性化后的应力值作为结构

应力。同济大学的武奇等［8］对弯扭组合载荷作用下

焊接接头的危险部位进行了疲劳应力分析，建立了

一种基于结构应力和修正的Wöhler曲线对临界面多

轴疲劳寿命的估算方法。基于结构应力的主 S-N曲

线法是 2005年 Dong等［9］根据断裂力学理论提出的一

种网格不敏感的计算方法，只考虑了由焊接几何形

式引起的几何应力集中，将缺口效应导致的应力集

中体现在 S-N曲线中。基于有限元技术建立含有焊

缝细节的有限元模型后，文献［9］给出了单元计算模

型和根据线力线矩计算远端结构应力的方法。2007
年 ASME标准［10］中引入等效结构应力法应用于焊接

结构的疲劳计算。结构应力法引入以应力强度因子

K作为评估参量的等效方法，将等效后应力重新定义

为等效结构应力。标准中对结构应力法评估复杂载

荷下焊接疲劳给出了操作流程，如图 3所示。

目前对焊接结构焊趾处多节点线性化的结构应

力求解需要借助达索公司疲劳分析软件 FE-Safe中
特定的 Verity模块，上述分析流程也仅针对复杂载荷

下的结构应力计算。然而在随机振动的有限元分析

中，结构应力计算需要以多增量步形式计算不同频

率的膜应力和弯曲应力分量，最终需要得到结构应

力的频域计算结果。多个软件的操作复杂性和单增

量步计算的缺点使得上述分析流程理论可行而实施

性差。

但根据文献［9］介绍的结构应力法不难发现，所

谓的结构应力实际上就是按材料力学方法计算得到

的名义应力。只是对于一些复杂零件的焊缝结构，

需要采用文献介绍的方法，但对于小直径管路结构，

认识到结构应力和名义应力的一致性，就使我们在

方法上，只需要将管路结构采用梁单元模型计算即

Fig. 1 Interior view of the launch vehicle engine[3]

Fig. 2 Small-diameter pipelines with failed weld[1]

Fig. 3 Flow chart of welding fatigue analysis based on

structural stres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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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因为梁单元模型获得的就是按材料力学方法计

算的名义应力），而不必采用 FE-Safe的 Verity模块。

这样，可以大大简化运载火箭发动机用小直径管路

疲劳评估流程，也便于在同一软件中实施多增量步

计算，从而实现管路的随机振动焊接疲劳分析和多

方案改进分析。

2 名义应力与结构应力的关系

2.1 结构应力的理论分析

文献［9］中提到，焊接结构中受外力作用的焊缝

截面沿厚度方向的应力分布 σx (y)如图 4所示，该应

力分布因含有缺口应力而呈现出高度非线性的特

点，直接求解非常困难，因此需要对这个复杂的应力

分布进行分解。分解后，第一部分应力可以通过结

构力学方法直接求得，被称为结构应力，结构应力只

与外力相关且与外力互相平衡；第二部分应力即为

焊趾缺口效应引起的应力，被称为缺口应力，由于第

一部分已经与外力平衡，因此缺口应力的分布一定

处于自平衡状态。另外，剪切应力对焊裂纹扩展的

贡献很小，所以忽略剪切应力的影响［9］。与外力相平

衡的结构应力可分解为膜应力 σm 和弯曲应力 σ b，如

图 5所示。

结构应力可以通过图 5两部分应力求和得到，从

分解示意图可知，膜应力与弯曲应力分布正是材料

力学方法计算的拉伸正应力和弯曲正应力。根据节

点力计算结构应力时，首先需要通过节点力计算线

力 fi和线矩 mi，即焊线（焊趾）单位长度的力和力矩。

线力计算如式（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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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接焊板中由线力和线力矩计算结构应力方法

具体表述如下：

截面内均匀分布的膜应力

σm = 1t ∫- t 2t 2
σx ( )y dy = fx

t
（2）

截面内弯曲应力为

σ b = 6t2 ∫- t 2t 2
yσx ( )y dy = 6my

t2
（3）

则结构应力为膜应力和弯曲应力之和

σ s = σm + σ b = fxt +
6my

t2
（4）

式中 t为板厚。由上述计算过程可知，结构应力

计算首先通过一轮有限元计算获得焊趾所在截面应

力分布，然后通过该应力结果求出截面上的合力和

合力矩，最后由该合力和合力矩计算出拉压应力（膜

应力）和弯曲应力，这同材料力学计算名义应力具有

一致性。

2.2 名义应力与结构应力仿真计算对比

为了进一步确认小直径管路中名义应力与结构

应力在有限元计算中的差别，以如图 6所示的某型号

运载火箭发动机小直径管路为例，焊线位于两端球

接头同管路连接处，见图 6中焊线标注。基于 Abaqus
建 立 带 焊 接 细 节 的 空 间 弯 管 模 型 ，管 路 材 料 为

1Ci18Ni9Ti，弹性模量为 2.1×105MPa，泊松比为 0.3，
管路两端面施加固定约束，中部施加 Mz=20N·m的弯

矩，应用 FE-Safe软件计算焊缝一周结构应力，结果

如图 7所示，其中焊线结构应力最大值为 60.68MPa。
同时，忽略固定端球接头结构细节建立三维梁

单元模型。根据名义应力定义，在小直径管路焊缝

截面上的名义应力由以下两部分组成：

由拉伸载荷产生的正拉应力为

Fig. 4 Stress distribution in weld cross section[8]

Fig. 5 Structural stress de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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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 1 = FA =
F

π ( )R2 - r2 （5）
由弯曲载荷产生的弯曲正应力为

σ 2 = My

I
= M
πD3

64 ( )1 - α4
（6）

式中 D为管路外径，F为截面合力，M为截面合

力矩。

在梁单元有限元模型中获得管路同一端焊接截

面上的名义应力，得到截面合力结果为 108N，合力矩

为 3262N·mm，由 材 料 力 学 计 算 得 名 义 应 力 为

60.13MPa。仿真结果证实以材料力学法计算的名义

应力与结构应力法计算的结构应力相符（相对误差

为 0.74%），进一步证明了结构应力法本质上等同于

名义应力。

3 名义应力评估卡箍减振布局对焊接管路随

机振动疲劳的影响

在随机振动分析中，受振动管路的结构动态特

性取决于质量特性、自身刚度、结构阻尼以及边界条

件［11］。实际应用中，为了改善连通小直径管路的受

振状况，强化运载火箭发动机管路结构的抗振性能

以延长结构疲劳寿命，会采取一些减振技术，而目前

的减振措施包括两种：振源控制和振动隔离。对于

复杂载荷如随机振动工况下工作的零部件，工程中

多运用振动隔离方法来优化受振状态［12］。如图 8所
示采用可延伸喷管技术［13］来减小“悬臂”类导管的悬

臂段长度；图 9所示增设加强“肋条”、“卡箍”等提高

局部强度和抗振性能［14］等。另外较常用的还有对管

路进行阻尼材料包覆等［15］。

3.1 名义应力结合随机振动理论的疲劳分析方法

在随机振动焊接疲劳分析中，均方应力响应并

不能完全准确评估其疲劳寿命，对于焊接结构疲劳

分析，为考虑到缺口效应影响，文献［9］中引入了关

于裂纹扩展的应力强度因子。将结构应力与接头形

式和加载方式相统一，等效后的 ΔS即为统一接头形

式和加载方式影响的等效应力［10］。

为了验证等效结构应力方法有效性，美国 Battel⁃
le试验中心对比分析了近 1200个不同钢材、板厚、接

头形式以及加载方式的焊接疲劳数据［16］，如图 10
所示。

图 10表示，以等效的结构应力表达的 S-N疲劳

数据范围存在于一条窄带中，这条窄带即为主 S-N曲

线。主 S-N曲线的优点在于以数学上的一条 S-N曲

线代替以前标准中多条 S-N疲劳曲线。等效后的名

义应力 ΔS为评估参量的主 S-N曲线表达式为

N = ( C dΔS )
h

（7）
式中 Cd，h为主 S-N曲线试验常数。对所有钢焊

Fig. 6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welding small-diameter

pipeline

Fig. 7 Structural stress on weld line

Fig. 9 Local strengthening technique[13]

Fig. 8 Extendable nozzle technology[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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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接头的疲劳试验统计结果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

到不同统计数据偏差下的参数取值如表 1所示。

目前对随机振动下由疲劳损伤计算结构疲劳寿

命存在多种方法，如早在 1964年 Bendat提出的一种

窄带信号计算方法，后续 Dirlik，Bishop等也提出不同

的概率密度函数计算方法。经验表明 Dirlik提出的

雨流计算方法更接近工程实际，且该方法可直接从

响应谱统计信息中得到应力变化范围的概率密度函

数而不考虑频谱相位信息缺失带来的计算误差［18］。

Dirlik方法的优势在于，虽然计算数据复杂，但所有参

数均取决于响应应力前 4阶惯性矩 m′i（i=0，1，2，3，
4），已知功率谱惯性矩求解公式如下

m′i = ∫f i·G ( f )df （8）
而由累计损伤公式可认为疲劳寿命为［19］

N = Ch
d

E [ P ]· m′0
é

ë
ê

ù

û
úD 1·Q-hΓ ( )1 + b + 2-h2 ·Γ ( )1 + b2 ( )D 2· || R -h + D 3

（9）

式中 N（S）为发生在 T时间内应力循环次数，D1，

D2，D3以及 Q，R都是关于 m′i的函数，E [ P ] = m 4 m 2

为预期波峰数。

3.2 固支管路随机振动疲劳分析

根据第 2节对结构应力实质的分析，本文认为随

机振动焊接疲劳分析中，以梁单元模型计算的名义

应力作为评估参量可以使寿命计算流程更加简洁高

效。在运载火箭发动机中小直径管路在随机振动下

有无减震保护措施会对其疲劳寿命有很大影响。以

图 11所示建立的梁单元小直径管路为例，由于其本

身质量限制且空间范围有限，拉杆及包覆的减震技术

应用较为不便，因此可增设卡箍以进行减震保护。

在固支管路上分散布置两卡箍，并施加 z方向的

随机激励，其中加速度激励谱如表 2所示，以名义应

力评估减震卡箍对小直径管路的焊接疲劳寿命影

响，计算结果如图 12所示。

由图 12可知，当对固支管路增设两减震卡箍，却

可以改善其焊接部位的随机振动疲劳寿命。为了研

究减震卡箍的布局形式和增设个数对其随机振动疲

Table 1 Parameters of the master S-N curve[17]

Statistical basis
Median
+2σ
-2σ
+3σ
-3σ

Cd
19930.2
28626.5
13875.8
31796.1
12492.6

h

3.6

Fig. 10 Fatigue test data of the master S-N curve[15]

Fig. 11 Beam element model of fixed-support pipe with two

cla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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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寿命的影响规律，以下将根据名义应力法结合随

机振动疲劳寿命计算方法进行多方案分析。

3.3 卡箍布局对随机振动疲劳寿命影响

减震卡箍会对结构疲劳寿命产生很明显作用，

本节研究卡箍的布局形式对结构疲劳寿命的影响。

基于 Abaqus建立管路三维梁单元模型，对梁单元管

路模型分别在距离一侧焊缝位置由近到远三点位置

设置单一卡箍，三方案分别为离关注焊缝截面近端

距离 1，距离 2，距离 3。经仿真分析，三种方案布置下

管路的模态频率如表 3所示。由结构模态分析结果

可知，当一侧偏置单一卡箍，管路类似被分成长短两

段简支梁结构，长段管路依然不能避免激励频率范

围内的多阶模态频率分布，甚至使得激励加速度峰

值位于模态频率处。

尽量的均匀分布可以最大程度避开某阶共振频

率，然而这时焊缝处可能并非具有最优化的结构疲

劳 寿 命 。经随机振动分析得到应力响应结果如

图 13。

可知距离 1的卡箍布置下焊缝截面的均方根名

义应力值为 18.47MPa，距离 2即管路中间部位卡箍布

置得到焊缝截面均方根名义应力值 27.03MPa，距离 3
则为 26.09MPa。根据焊缝名义应力结合主 S-N曲线

计算结构疲劳寿命如图 14所示。

由图 14可以看出，经名义应力法计算的一侧焊

接疲劳寿命在当卡箍距离较近时由于结构减震会具

有较大的疲劳寿命，但当卡箍以距离 3布置时，较近

端的疲劳寿命有所降低；中间距离 2卡箍布局虽然可

以避开结构的低阶共振频率，但由于在高频位置应

力产生较大的能量损耗会使得结构疲劳损伤值明显

增大，因此疲劳寿命值也最低。由此，特定型号的火

箭发动机小直径管路的卡箍布置需要根据结构疲劳

寿命进行优化处理。

3.4 卡箍数量对随机振动疲劳寿命影响

为了研究空间小直径管路卡箍减震的应用对其

随机振动下焊接疲劳性能的影响，同样对两端固定

约束的三维梁单元管路模型分别采取中部、两点、三

点位置增设卡箍支撑三种布置方案，如图 15所示。

20~2200Hz内模态对比结果如表 4所示。

卡箍等效为对管轴径方向线弹性约束，分析随

机振动下各形式对管路固有模态的影响，由表 4可以

Table 3 Intrinsic modes under different single clamp

layouts(Hz)

Mode
1
2
3
4
5

Distance1
320.80
964.08
1067.10
1297.00
2143.60

Distance2
704.37
779.90
949.09
1856.50
2283.20

Distance3
395.24
517.63
907.99
1673.20
1863.60

Table 2 Random vibration acceleration excitation spectrum

Frequency/Hz
20

85~500
500~1700
1900~2000
2200

Power spectral density/（g2/Hz）
2.4×10-3
0.12
0.4
8
0.8

Fig. 12 Effect of clamp on welding fatigue life

Fig. 13 Comparison nominal stresses’PSD

Fig. 14 Effect of clamp positon on fatigue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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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当增设卡箍保护后，模态分析结果有效避免了

结构低频振动频率，因此总的来说，这三种减震形式

都可以通过改变结构模态频率而使其在激励频率范

围内更“安全”，并且三点卡箍对于低频振动的减震

疲劳更为有效。

同样对管路有限元模型施加如表 2所示的 z方向

随机加速度激励，得到各卡箍布置形式的焊接截面

名义应力功率谱响应如图 16所示。

其中无额外减震措施下焊接截面均方根名义应

力值为 28.22MPa，一点卡箍为 27.03MPa，两点卡箍为

5.62MPa，三点卡箍为 1.08MPa，对于均方根名义应力

值的大小三点卡箍控制得比较好，但随之而来的是

加工困难以及结构空间要求会更高。根据上述名义

应力结合 Dirlik随机疲劳分析方法计算随机振动下

运载火箭发动机小直径管路在不同卡箍个数布局下

焊接疲劳寿命，结果如图 17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除了加载方式影响，当增加卡

箍保护时，并非数量越多焊接结构疲劳寿命越能够

得到改善，原因是当在中部增加卡箍，改变结构边界

条件下的固有模态使得高的应力值在高频区域更加

频繁，这会导致更高的能量损耗，因此中部单一卡箍

约束下的焊接疲劳寿命甚至低于未额外施加卡箍约

束的结构焊接疲劳。当在管路两侧均匀安置两个卡

箍，结构的疲劳寿命明显改善；三只卡箍同样会改善

结构疲劳强度，但在小直径管路布置中会造成不必

要的加工困难，增设卡箍数量可以视条件允许而定。

4 结 论

本文通过对结构应力的理论推导和焊接管路的

卡箍布局仿真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在对运载火箭发动机用焊接小直径管路的

随机振动疲劳寿命评估中，可以利用等效的名义应

力快速实现疲劳寿命计算，避免依赖 FE-Safe进行复

杂计算。

（2）基于梁单元模型对火箭发动机用小直径管

路进行实例分析，认为卡箍分散布置以及增加卡箍

数量对其避开频率共振是有优势的，然而并不一定

会提高焊接疲劳寿命，有的情况可能会加速焊接位

置的失效，具体仍需要依照寿命估算计算进行布置

设计，当然也受空间及成本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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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火箭发动机音叉式涡轮叶盘振动特性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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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某液体火箭发动机整体叶盘音叉式涡轮转子的盘-轴根部圆角在试车考核中曾多次出现裂

纹故障。为分析裂纹产生原因，通过数值计算及模态实验获取了该转子受力状态、振型、阻尼比等结构

振动特性。结合振动信号分析，将裂纹故障原因聚焦到叶盘的二节径型振动。通过高频速变压力测量，

得到涡轮流场内压力脉动数据，间接获取了该转子工作状态下的振动特性。试验表明被测涡轮转子流场

通道内，分频幅值最大压力脉动对应涡轮转子 2节径前行波振动，幅值约为 11kPa。分析确定涡轮叶盘

二节径振动是故障产生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液体火箭发动机；整体叶盘；音叉式涡轮转子；振动特性；节径型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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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uning Fork Turbine Blisk of
Liquid Rocket Engine

LIN Peng-cheng，ZHENG Xiao-yu，LI Long-xian，LIN Qi-yan，JIN Zhi-lei
（Beijing Aerospace Propulsion Institute，Beijing 100071，China）

Abstract：A turbine rotor with tuning fork bilsk was adopted in the liquid rocket engine，there have been
many cracks in the fillet of the root of the rotor disk shaft during the test run. In order to infer the causes of the
crack，the structural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urbine rotor，such as the stress state，modal shape and
damping ratio were analyzed through numerical calculation and modal test. Combined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vi⁃
bration signal，the fault causes were focused on the 2 nodal diameter vibration of the blade disk. To obtain the vi⁃
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otor in working condition，the pressure pulsation in the turbine flow were obtained
by using high-frequency and fast-changing pressure sensor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ssure pul⁃
sation with the largest frequency division amplitude corresponds to the forward wave vibration of the rotor with the
2 nodal diameter mode，with an amplitude of about 11kPa.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2 nodal diameter vibration
was the main cause of the rotor failure.

Key words：Liquid rocket engine；Blisk；Tuning fork turbine rotor；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Nodal di⁃
ameter vibration

1 引 言

液体火箭发动机中，涡轮在燃气驱动下旋转作

功，为泵部分提供动力。大多数涡轮叶盘工作在高

温、高压、高速条件下，工况环境极为恶劣。随着发

动机性能的提高，对涡轮叶盘结构提出越来越高的

要求，其振动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叶盘结构乃至

发动机整体的结构完整性和可靠性［1-3］。实际上，叶

* 收稿日期：2020-08-25；修订日期：2021-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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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林蓬成，郑晓宇，李龙贤，等 . 液体火箭发动机音叉式涡轮叶盘振动特性研究［J］. 推进技术，2021，42（7）：1636-

1642. （LIN Peng-cheng，ZHENG Xiao-yu，LI Long-xian，et al.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uning Fork Turbine
Blisk of Liquid Rocket Engine［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2021，42（7）：1636-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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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结构振动以及相关疲劳问题引起的故障在液体火

箭发动机的研制和使用过程中时有发生，如 J-2，Vul⁃
cain等发动机研制过程中，其涡轮叶盘均曾因异常振

动导致过裂纹问题。因此，研究叶盘结构的振动特

性及其疲劳问题一直是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设计

和使用中的关键问题。

在叶盘结构振动特性分析中，早期由于轮盘刚

度较大，且叶片与轮盘多采用榫接，因此通常将叶片

和轮盘作为两个部件单独进行研究。随着现代液体

火箭发动机性能及加工工艺的提升，发动机中广泛

地使用了整体叶盘结构形式，这时叶片和轮盘的耦

合振动越来越明显，必须将叶盘作为整体来进行分

析［4］。20世纪 60年代人们开始研究柔性轮盘和叶片

的耦合振动问题，Carta曾用柔性轮盘-叶片系统的固

有振动模态进行涡轮发动机转子的颤振稳定性分

析。1973年 Chivens着重考察了轮盘的柔性对转子

共振频率的影响，证明轴的横向振动只与轮盘的一

节径相耦合。2001年张锦等［5］对叶-盘耦合系统振动

模态分析理论和数值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2017年
王建军等［4］对叶盘结构在谐调和失谐情况下响应分

析的理论方法和应用进行了系统的阐述。2018年徐

自力等［6］对叶片结构强度和振动理论、数值计算和试

验测量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并分别基于能

量法和振动响应对叶盘“三重点”共振理论进行了详

细推导。

音叉式涡轮叶盘结构作为一种特定的涡轮转子

结构形式，在液体火箭发动机涡轮泵系统中较为多

见。相比传统两级盘结构，使用该“音叉”结构可以

减少一级涡轮盘，从而简化结构、减轻质量。本文以

发动机涡轮泵音叉式涡轮转子盘轴裂纹故障问题为

背景，借助数值仿真和试验研究手段，对其结构振动

特性进行了详细研究。结果表明工作状态下涡轮叶

盘二节径特性与故障振动特性吻合，且涡轮流场通

道内分频幅值最大压力脉动对应涡轮转子 2节径前

行波振动，分析确定涡轮叶盘二节径振动是故障产

生的主要原因。

2 轮盘节径型振动与行波

具有中心轴类圆盘结构通常存在节圆型（伞

形）、节径型（扇形）和节圆节径复合型几种固有振

型。当轮盘发生节径型振动时，节线相对于轮盘即

可能处于静止状态，也可能处于转动状态［5］。

节线相对轮盘静止的节径型振动，可以看成是

由正、反两方向的两个形状相同的余弦波叠加而成。

这一对旋转方向相反的波分别是前行波和后行波。

轮盘振动各点的位移可表示为

X ( r,θ,t ) = A ( r )cos nθ cosωt （1）
由于节线上的位移为零，故可得

nθ = π2 i等价于 θ = π
2n i （2）

式中 i为任意正整数。可见节线位置与时间 t无

关，即节线相对于盘的位置是不变的。

X ( r，θ，t) = A ( )r2 {cos (nθ - ωt) + cos (nθ + ωt)}（3）
这两个行波的频率均与原振动相同，振幅为原

振动的一半。式中 A（r）是振幅，是半径 r的函数。θ

是盘上的位置角，n是节径数，ω是轮盘的固有频率，t

是时间。

对于旋转轮盘，行波的绝对速度应叠加上轮盘

的角速度，两行波的速度不再相等，与转速同向的为

前行波，相反的为后行波。当一个振型转过时，从静

坐标上可测到前、后行波振动的振动频率，盘前、后

行波的频率分别为 ff和 fb。ff和 fb可写成

f f = fd + nN, fb = fd - nN （4）
式中 fd为盘的固有频率，N为盘的转速（1/s）。需

要说明的是，工作状态下压气机、涡轮等旋转机械轮

盘的一个行波振动可能在气流的耦合作用逐渐衰

减，故实际工程中两个行波常常单独出现［5，7-10］，这种

情况下振动节线相对于轮盘处于转动状态。

就振型而言，轮盘节径型振动的位移是沿对称

轴的方向，盘轴向中间平面的轴向位移可按正则振

型展开为无穷级数，重根频率下，有两个振型，相差

90°/n［6］。需要说明的是：轮盘的一节径模态是一种非

平衡模态，此时轮盘上存在的不平衡弯矩和剪力必

须由轴来平衡，因此此条件下盘轴之间形成强烈的

耦合作用。其他节径的模态是动态自平衡的，因而

不会与轴发生显著耦合作用［4］。理论上其结构振动

信号也难以通过转轴向壳体外部传递。

3 结构与故障特征

3.1 音叉式涡轮转子结构

如图 1所示为音叉式涡轮转子结构示意图：转子

左端（泵端）安装诱导轮、离心轮、轴承、弹支等结构，

工作在低温环境。右端为音叉式涡轮叶盘结构，盘-
轴一体加工成型，工作时上游高温、高压燃气经 S1喷
嘴叶片膨胀加速至超声速，带动 R1一级涡轮动叶、

R2二级涡轮动叶旋转做功，S2，OGV分别为级间导叶

和出口导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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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上该转子具有以下特点：（1）采用音叉式结

构，一级轮盘需承载两级涡轮叶片，叶盘连接呈悬臂

状态，在离心载荷和热载荷的作用下易造成音叉前

端、后端以及级间圆角位置出现应力集中现象。（2）
叶片-盘-轴采用一体成型方案，涡轮叶盘只存在很

小的结构阻尼［8-9］。（3）叶片高度不大，展弦比小，且叶

片顶端整圈带冠，叶片整体刚性较强。（4）受盘轴形

式及使用结构限制，盘-轴根部形成过渡圆角，该部

位圆角较小易于产生应力集中。

3.2 故障特征

以某台次发动机试车为例，本次试车为本台次

发动机的首次校准试车，试车时长 100s。试车考核

过程中，涡轮泵壳体振动加速度测点频域信号，如

图 2，3所示。在起动约 15s时刻 4倍频、5倍频（转子

转频 300Hz）附近出现异常频率成分，下文分别称该

异常频率为 4倍频伴随频率、5倍频伴随频率，用

Adf4X，Adf5X表示。且在试车过程后半段（约 65s时刻

开始）存在小幅下降现象，该现象持续至 100s时刻发

动机关机。2000Hz以上频率中未发现异常信号。

试车考核后对该涡轮泵进行分解检查，发现涡

轮转子盘-轴结合部位圆角周向位置出现整周裂纹，

裂纹位置如图 4所示。断口失效分析显示，源区位于

表面，为多源起裂，裂纹扩展区可见明显的疲劳条

带，未见材料组织缺陷。另经结构静强度分析，本台

次状态转子盘轴结合处静应力显著低于音叉部位圆

角处静应力，且静应力水平低于材料屈服强度极限。

为分析引起结构破坏的交变应力来源，下文对涡轮

叶盘结构振动特性进行了详细研究。

4 涡轮叶盘振动特性

涡轮叶盘的振动特性包括固有频率、模态、阻尼

比、振动应力分布等。

4.1 模态计算

通过有限元计算，可得到自由状态（常温、非转

动）及工作状态下叶盘的固有模态。通过重点分析

工作状态下模态振型，确定振动应力分布，进而判断

造成盘-轴根部圆角裂纹问题的原因。如图 5所示为

涡轮转子的全周有限元模型示意图，模型基于 AN⁃
SYS有限元平台建立，使用六面体进行网格划分，并

对盘轴根部连接位置做加密处理。材料物性参数参

照航空材料手册［11］设定。

由于涡轮盘有两排涡轮叶片，可将固有模态分

Fig. 1 Structure of tuning fork turbine blisk

Fig. 2 Typical vibration signal

Fig. 3 Vibration signal of Adf4X and Adf5X

Fig. 4 Crack position of the ro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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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同向摆动、反向摆动及单排叶片摆动三种类型。

从计算结果来看，由于叶片顶端整圈带冠增强了叶

片刚性，叶片固有频率较高。此时轮盘的刚性相对

较小，所关注频率范围均以轮盘的节径（用 ND表

示）、节圆（用 NC表示）振型为主导。转子自由状态

下具体模态振型和频率如图 6~8所示。

工作状态下，需考虑温度、转速、支承及轴系其

他零组件的影响，通过计算可获得转子轴系固有频

率和振型，并可获得更为接近真实状态的转子模态

应力分布。

从频率上看，工作状态下，涡轮盘二节径、一节

圆频率分别与异常信号频率十分接近，如表 1所示。

从模态应力分布来看，二节径和一节圆的最大

主应力在盘轴根部和音叉根部都很大，三节径及以

上节径型振动的振动应力则主要影响涡轮盘上部音

叉圆角，如图 9所示。

模态计算结果表明工作状态下转子二节径振动

频率、一节圆振动频率与异常振动信号频率较为接

近，且一节圆、二节径振型主要在盘轴根部引起交变

应力，计算与试验中予以重点分析。

4.2 模态试验

通过模态试验可获取涡轮转子模态振型、频率，

阻尼比等关键参数，其中模态阻尼比一般只能通过

试验得到。为验证模态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对自由

状态下转子进行了模态试验。同时为使相关振型模

态阻尼比更为接近转子工作时状态，还对处于涡轮

泵装配状态的涡轮转子进行了模态参数测量。

试验采用脉冲激励法（锤击法），固定测点与激励

点位置，采用三向加速度传感器，利用 LMS Test .Lad
试验分析软件进行数据采集，由激励力和响应信号

Fig. 5 Oscillating mode in the same direction

Fig. 7 Oscillating mode in opposite direction

Fig. 6 Oscillating mode in the same direction

Table 1 Modal in working state

Mode
2 ND
1 NC
3 ND

f/Hz
1228
1527
2415

Fig. 8 Single-row oscillating mode

Fig. 9 Stress contour at 2ND, 1NC and 3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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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结构的频响函数，通过对频响函数识别得到结

构的模态振型、频率和阻尼比［3］。其中，频率和阻尼

比试验不确定度分别为 2%和 15%。

自由状态下，如表 2所示，涡轮盘节径型振动频

率计算与实测偏差量基本均在 2%以内，以此相互验

证了计算与试验的准确性。上述涡轮盘模态频率计

算值与实测值的偏差，主要由涡轮盘实际加工偏差、

试验系统的不确定度引起。节圆型振动实测频率值

偏大主要还与转子吊装方式有关。

装配状态下，如表 3所示，转子节径型振动模态

参数与自由状态下基本一致，不受装配状态影响，说

明该节径型振动是涡轮叶盘局部模态。其中，二节

径模态频率 1278Hz，阻尼比 0.004%，阻尼比较低。分

析其主要原因为：整体叶盘结构，盘-片制造加工成

一体，不再具有榫头-榫槽等分离界面的摩擦［4，7］，造

成模态阻尼比很低。一节圆振动则受装配附加质

量、弹性支撑及工作介质影响，装配状态下一节圆频

率下降为 1560Hz，模态阻尼比 ξ增加到 3%。

另对其他多台转子涡轮盘进行了阻尼比测量，

试 验 结 果 表 明 ，二 节 径 模 态 阻 尼 比 在 0.004%～

0.010%，阻尼比很小。该特点说明，涡轮叶盘节径型

振动在很小的激励条件下可能引起较大的振动，且

振动能量不易耗散。

4.3 振动数据分析

结合得到的模态计算和实验数据，对试车振动

特征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

从异常振动信号的宏观现象来看，试车过程中

的频率下降，反映涡轮盘结构刚度减小，起始阶段主

要由轮盘温度升高使得材料弹性模量降低引起，后

半段则由结构裂纹发展引起。振动细节上，通过读

取 80~85s振动信号，经 FFT变换，可获取结构振动幅

频特性，由幅频特性曲线求解半功率点幅值方程，可

得到半功率带宽，进而近似得到系统模态阻尼比［6］。

通过上述分析，如图 10所示，Adf4X半功率带宽约

0.5~1Hz，模态阻尼比在 0.02%~0.04%，与实测转子涡

轮盘二节径阻尼比较为相近。Adf5X阻尼，1515Hz半
功率带宽约 1Hz，阻尼比约 0.03%。与实测一节圆阻

尼比 3%相差较大。

另外，整个试车过程时间范围内 Adf4X与 Adf5X频
率数值上相差一倍转速，认定异常振动信号应为涡

轮叶盘二节径振动频率，Adf5X频率为其调制信号。

4.4 动态测试

涡轮泵中涡轮的工质来自燃气发生器，涡轮入

口的燃气压力脉动，及涡轮转子运动产生的流场的

不同频率的周期性脉动，可能对转子结构形成共振

激励［12-15］。为进一步判断振动信号来源［16］，故需对涡

轮流场与结构振动特性的耦合作用做进一步分析。

（1） 测试方案

针对上述需求，在该试验中新增动态测点，布置

如图 11所示。其中，分别在喷嘴叶栅 S1前、喷嘴叶

栅 S1后、二级动叶 R2后、出口导向叶片 OGV后各

Table 3 Modal in different assembly states

State

Free

Assembly

Mode
2 ND
1 NC
3 ND
2 ND
1 NC
3 ND

f/Hz
1278
2235
2505
1278
1560
2505

ξ/%
0.004
0.100
0.020
0.004
3.000
0.020

Fig. 10 Amplitude-frequency characteristics of Adf4X and

Adf5X

Table 2 Calculated and measured values of rotor free mode

Item
Calculated values/Hz
Measured values/Hz
Difference/%

1 ND
525
523
0.38

2 ND
1276
1278
0.15

1 NC
2178
2235
2.60

3 ND
2475
2505
1.20

4 ND
3768
3820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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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1个压力脉动测点分别用 Dpt1~4表示。在靠近

喷嘴处壳体外侧设置振动测点 Vat1。

其中喷嘴叶片前高频速变压力传感器 Dpt2，及
振动加速度传感器 Vat1设置位置如图 12所示。

（2） 试车数据分析

对压力测点脉动数据进行频谱分析，通过对比

压力、振动数据的频率值和脉动幅值可知，如图 13，
图 14所示，试车从启动至约 20s时刻，流场内压力脉

动未发现二节径振动相关频率。图 15显示，从 20s时
刻至 40s时刻，压力脉动幅值和振动幅值同步呈指数

增长至相对稳定，被测涡轮转子流场通道内，分频幅

值最大压力脉动对应涡轮转子 2节径前行波振动，幅

值约为 11kPa，且二节径压力脉动在一级动叶前最

强，二级动叶后、涡轮出口成比例降低，推测与气流

速度相关。试验测量中，未监测到 2节径后行波振

动。测点 Dpt1脉动信号中未发现上述频率成分，振

动的产生基本可排除上游燃气的影响。

试验中二节径压力脉动信号均与二节径振动信

号完全对应，如图 16所示。压力信号与振动信号“同

源”。认定工作中涡轮叶盘结构发生了二节径振动。

另按“三重点”共振理论分析，并绘制涡轮叶盘

二节径振动坎贝尔（Campbell）图，如图 17所示，涡轮

叶盘 2~5节径的坎贝尔图上没有激励阶次 K等于节

径数 ND的交点，即不存在通常意义下的叶-盘耦合

共振。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动态测试工作并未对工作

状态下涡轮叶盘结构振动进行直接测量［16］，对工作

状态下转子结构振动特性的研究仍有所欠缺。因

Fig. 12 Measuring device

Fig. 13 Pulsating pressure of Dpt2

Fig. 14 Vibration acceleration of Vat1

Fig. 15 Pulsating pressure and vibration acceleration of

2ND forward wave

Fig. 11 Schematic diagram of dynamic measuring

Fig. 16 2 ND forward wave frequency of Vat1 and Dp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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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续将在涡轮盘结构振动的应力、应变测量，燃

气参数与叶盘振动耦合作用方面做持续研究工作，

以进一步阐明该涡轮转子二节径振动产生机理。

5 结 论

本文通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整体叶盘结构节径型振动阻尼比很低，易于

在激励条件下引起较大的振动，造成结构破坏。

（2）音叉式涡轮盘节径型振动，一般低节径最大

振动应力位于盘轴根部位置。高节径数振动，最大

振动应力主要影响音叉部位圆角。

（3）由于高温、高压环境，当难以对叶盘结构振

动进行应力、应变等直接测量时，可通过增设高频压

力脉动测点间接获得结构振动信息。

（4）在涡轮流场内监测到与叶盘振动相关的二

节径前行波频率，未监测到二节径后行波频率，推断

后行波振动受气流阻尼作用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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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L-M算法的液体火箭推力室壁面
热流密度测量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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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力机械研究所 高超声速冲压发动机技术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74）

摘 要：为获取液体火箭推力室热防护方案构建的基础数据，结合单点瞬态法，提出了基于L-M
算法测量壁面热流密度的方法。通过模拟热流密度分析算法中关键参数对求解精度的影响，给出关键参

数的选取建议。在此基础上，对过氧化氢煤油推力室典型试验工况进行热流密度测量。结果表明：圆筒

段末端壁面热流密度为3.35MW/m2，喉部位置单组元工况下壁面热流密度为2.21MW/m2，双组元工况下

壁面热流密度为 10.59MW/m2，热流密度变化过程与室压变化过程完全对应。变工况过程中近壁处燃气

温度存在恢复过程，燃气温度稳定后，壁面热流密度也达到稳定状态。本文提出的方法可迅速、准确地

测量推力室壁面热流密度。

关键词：推力室；热防护；L-M算法；壁面热流密度；过氧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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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to Measure Wall Heat Flux of Liquid Rocket
Thrust Chambers Based on L-M Algorithm

HAN Zhao-peng，HAN Ya-wei，LIU Ya-bing，WEI Bao-xi，GANG Qi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Scramjet Laboratory，Beijing Power Machinery Institute，Beijing 100074，China）

Abstract：To obtain basic data for designing thermal protection of liquid rocket thrust chambers，a method
to measure wall heat flux based on L-M algorithm was proposed，which could be implemented with the transient
temperature data obtained by a thermocouple. And through simulation heat flux comparison and discussion，the
key parameters’value suggestion which would influence the solution accuracy was also given. Then，apply it in
the typical hot firing test of a hydrogen peroxide biopropellant thrust chamber.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wall heat
flux at the end of cylinder is 3.35MW/m2. The wall heat flux at throat is 2.21MW/m2 in the monopropellant mode
and 10.59MW/m2 in the bipropellant mode，which matches the change process of chamber pressure well. The gas
temperature near the wall will recover for a certain time when the test condition changes.After the gas temperature
stabilizes，the wall heat flux also reaches a steady state.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be used to measure the wall
heat flux rapidly and accur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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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表

T/℃
m

ρ/（kg/m3）
cp/（J/（kg·K））
λ/（W/（m·K））
N

P/（W/m2）
τ/s
L/mm

与时间相关的温度场向量

测点温度个数

结构材料密度

结构材料比热容

结构材料热导率

谐波个数

预估参数向量

测量时间

测点距内壁面距离

f/Hz
上标和下标

i，j num
k

T
exp
cal
set

取样频率

计数变量

迭代次数

转置

试验值

计算值

设定值

1 引 言

以 RBCC为代表的组合发动机对液体火箭推力

室提出高性能、大变比、多次启动等应用需求，推力

室结构热防护方案设计难度极大。为此，需要对推

力室壁面热流密度数据进行深入研究，以实现结构

热防护方案的精细化设计。目前对壁面热流密度数

据计算常采用的方法有：量热法、稳态梯度法、两点

瞬态法和单点瞬态法等。

量热法［1-2］通过发动机稳态工作时冷却水的温升

反估壁面平均热流密度，该方法无法准确获取喉部

区域热流密度。稳态梯度法［3-4］测量发动机稳态工作

时不同深度位置上的温度，通过导热逆运算获取热

流密度，计算结果较准确，但发动机需要达到稳定工

作状态，对试验件和试验条件要求较高。两点瞬态

法［5-7］通过测量发动机两个不同深度位置的瞬态温

度，通过数值计算方法获取瞬态热流密度，该方法需

要同轴热电偶在整个工作过程中与壁面接触良好，

实际应用效果有限。单点瞬态法［8-9］通过测量内壁面

一定位置的瞬态温度场，通过导热反问题求解边界

热流密度，具有简单可靠、使用方便等优点，近年来

得到较广泛的应用。

导热反问题求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问题的解不

唯一，输入数据较小的波动易造成求解不稳定，这种

非适定特征需要特殊的求解方法［10］。国内外学者对

此做了大量研究 ，开发了函数预估法［11］、正则化

法［12］、共轭梯度法［13-14］与奇异值分解法［15］等一系列

求解方法。其中，采用函数预估思路的 L-M［16-18］

（Levenberg-Marquardt）算法以其求解思路简单、收敛

速度快等［19］优势在求解导热反问题中得到了较广泛

的应用。

目前 L-M算法的实际应用多见于平板加热［20］、

圆柱体［21］加热等原理验证试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孙冰课题组［9］把 L-M算法中随时间变化的预估函数

简化为阶梯函数，并把其应用于气膜冷却推力室的

壁面热流测量工作。由于阶梯函数的分段区间选择

受主观经验影响较大，该处理具有一定局限性。

本文结合单点瞬态法，给出适应推力室工作特

点的预估函数形式和收敛准则，以过氧化氢煤油推

力室为应用对象，进行热流密度测量工作。具体操

作为：利用热电偶获取推力室工作时结构特定位置

的瞬态温度场，再通过 L-M算法进行壁面热流密度

的求取。测量过程简单、测量结果准确可靠，对其它

推进剂体系的推力室壁面热流密度测量工作具有一

定指导意义。

2 计算方法

2.1 单点瞬态法应用条件

单点瞬态法把三维传热问题简化为一维传热问

题处理，该处理前提为所测位置的径向传热量远大

于周向传热量和轴向传热量［8］。文献［22］展示的过

氧化氢煤油推力室沿程热流密度曲线显示推力室圆

筒段和喉部附近的热流密度斜率近似为 0，表明圆筒

段和喉部附近的轴向传热量较小。推进剂从喷注器

向推力室喷注、雾化、掺混、燃烧，随着燃烧过程的进

展，周向热流密度分布逐渐均匀，推力室圆筒段末端

和喉部附近的周向传热量较小［23］。综上，推力室圆

筒段末端和喉部位置满足单点瞬态法的应用条件。

2.2 导热反问题求解思路

在短时试验中可利用热电偶获取推力室结构特

定 位 置 处 与 测 量 时 间 一 一 对 应 的 瞬 态 温 度 场

Texp= (Ti，i = 1，2，...，m) T，其中，m 为测点温度个数。

假定壁面热流形式，给定初始条件，通过传热方程获

取相应的数值温度场 Tcal= (Ti，i = 1，2，...，m) T。当数

值温度场和瞬态温度场吻合时，认为假定的壁面热

流为实际壁面热流。

下面对传热方程、假定壁面热流形式与迭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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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程分别进行介绍。

2.3 传热方程

对推力室待测截面，可沿径向划分网格单元，建

立无内热源、非稳态、变导热系数的导热微分方程

如下［24］

ρcp
∂T
∂t =

1
A ( )x

∂
∂x

é
ë
êλA (x)

∂T
∂x

ù
û
ú （1）

式中 x为网格点径向坐标，A (x)是与导热面积有

关的因子，对于推力室而言，其为网格点所在位置的

空间半径。结构传热时间步长与边界热流密度时间

步长保持一致。

2.4 壁面热流形式

待求的壁面热流密度属于未知边界条件，L-M
算法认为未知边界条件可以用一系列预估参数和特

定形式函数的组合表示，对于随时间变化的热流密

度函数 q ( t)，可表示为

q ( t) =∑
j = 1

N

PjCj ( )t （2）
式中 Pj为待求的预估参数，Cj（t）为正弦、余弦、样

条曲线、多项式等某一类特定形式函数，是时间的

函数［20］。

由傅里叶级数思想可知，任何周期变化都可以

用正弦函数或余弦函数构成的无穷级数来表示。

q ( t)在测量时段 [ 0，τ ]内属于非周期变化，可做偶

（奇）延拓，使其成为以 [ - τ，τ ]为周期的周期性变

化，此时 Cj（t）可为余弦（正弦）函数。实际只能利用

[ 0，τ ]区间的测量值和计算值进行迭代计算，在[ 0，τ ]
区间内余弦函数具有更广的函数值域，迭代过程中

收敛性更强。故选取余弦函数作为特征函数［25］，式

（2）变为

q ( t) =∑
j = 1

N

Pjcos[ ]( j - 1)ωt （3）
式中 N为余弦函数的谐波个数（考虑基频），ω为

角频率，定义为 ω = 2π 2τ。
2.5 迭代求解方程

L-M算法基于方差最小原则判断预估参数向量

P=（Pj，j=1，2，...，N）T的准确性，方差表示为

S (P) =∑
i = 1

m

[ ]T exp,i - T cal,i ( )P
2

（4）
Texp，i为时刻 ti对应的测量温度，Tcal，i（P）为相应结

构位置在预估参数向量拟合的壁面热流密度作用

下，时刻 ti的计算温度。

可把式（4）变为向量形式

S (P) = [ T exp - T cal (P) ] T [ T exp - T cal (P) ] （5）

为使式（5）达到最小值，S (P)要对每一个预估参

数进行微分并使其等于 0［26］，即
∇S (P) = -2[ ∂T T

cal ( )P ∂P ][ T exp - T cal (P) ] = 0（6）
∂T T

cal ( )P ∂P为 N行m列矩阵，其转置为多变数向

量函数 Tcal（P）的雅克比矩阵，定义为 J（P）=（Jij）m×N。

其中

Jij = [ T cal.i (P 1 ,...,Pj + εPj ,...,PN ) -
T cal.i (P 1 ,...,Pj - εPj ,...,PN ) ] (2εPj ) （7）

式中 ε为微小摄动量，可在 10-3～10-5内取值。

将 Tcal（P）在点 P k进行泰勒级数展开（k为迭代次

数），得到表达式如下

T cal (P) = T cal (P k) + J k (P - P k) （8）
把式（8）代入式（6），并把 ∂T T

cal ( )P ∂P用 JT表示，

整理，得［10］

P = P k + [ (J k) T J k ] -1 (J k) T [ T exp - T cal (P k) ] （9）
由于导热反问题属于非适定性问题［10］，|（Jk）TJk|≈

0，为增加求解的稳定性，在上式中加入调节项，获得

预估参数向量 P的迭代求解方程

P k + 1 = P k + [ (J k) T J k + μkΩ k ] -1 (J k) T [ T exp - T cal (P k) ]
（10）

式中Ω k为对角矩阵，定义为

Ω k = diag [ (J k) T J k ] （11）
式中 μk为调节因子，其值选取与迭代过程中计算

的方差 S (P k)相关［20］。当 S (P k) ≤ S (P k - 1)时，μk + 1 =
0.1μk，当 S (P k) > S (P k - 1)时，μk + 1=10μk。

满足如下收敛准则时，可认为计算收敛，拟合的

壁面热流密度为实际壁面热流密度

|S (P k + 1 ) - S (P k )| < ξ1
|(J k + 1 )T [T exp - T cal (P k + 1 ) ] -
(J k )T [T exp - T cal (P k ) ] | < ξ2
|P k + 1 - P k| < ξ3

（12）

式中 ξ1，ξ2与 ξ3为设定的数值计算精度。

至此，总结 L-M算法的计算流程如图 1所示。

3 方法应用

可通过热电偶在推力室短时性能试验获取结构

某处瞬态温度场，再利用 L-M算法求解壁面热流密

度。短时性能试验常采用热导率较高的纯铜作为推

力室结构材料，其热物性见文献［27］。在结构材料

确定的条件下，对该方法求解精度影响较大的因素

包括［20］：测点位置距内壁面距离 L，测量时间 τ，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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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 f，时间步长 Δt，谐波个数 N。

在对实际试验数据应用该方法之前，有必要通

过模拟热流密度对关键参数选取的合理性和方法的

准确性进行验证。采用标准均方根误差的百分数（e）

比较上述因素的影响程度

e = 1
-q set

∑
num = 1

n

( )q cal,num - q set,num 2

n
× 100% （13）

式中 n为计算的热流密度数据个数，qset，num为时

刻 tnum处设定的模拟热流密度值，qcal，num为时刻 tnum处

的计算值，
-q set为模拟热流密度的平均值。

3.1 模拟热流验证

本文以文献［22］介绍的组合动力用过氧化氢煤

油推力室为研究对象，其以喉部直径作为特征长度，

其余尺寸作无量纲处理，工况及型面见表 1。
其采用催化床催化点火的方式，在推力室双组

元工作之前通入一定时间的过氧化氢用于启动催化

床。推力室压力先上升到某一值稳定一小段时间

后，再继续上升至设计压力附近稳定一段时间，继而

下降。热流密度与室压呈正相关关系，故采用阶梯

型热流密度变化规律作为模拟热流。为验证测量时

间对方法的影响，单组元启动时间不变，双组元工作

时间分别设置为 1，3，5s，数值热流密度曲线见图 2。

3.1.1 测量位置的影响

以双组元工作时间 5s的 q3（t）热流密度曲线为输

入条件，比较测点位置距内壁面距离 L对求解的影

响。推力室身部测温孔结构如图 3所示，其中，近壁

处孔径不大于 1.5mm。文献［28］通过与 CFD计算结

果对比指出，相似尺度下纯铜推力室的测温孔结构

对一维传热带来的计算误差较小，处于工程可接受

范围内。

取结构初温 25℃，设置外壁为绝热壁，分别取 L=
1，2，3mm，得到测点瞬态温度场如图 4所示。

取测量时间 τ值为 8s，利用 L-M算法开展导热反

问题计算，获得壁面热流密度曲线见图 5。
统计三条计算曲线与模拟热流密度曲线的 e，

见表 2。
通过图 5和表 2可见，采用 L-M算法计算获得的

热流密度曲线与模拟热流密度曲线吻合度较高。由

于模拟算例的热流密度只沿径向传递，在一定范围

Table 1 Profile and operating condition of thrust

chamber[22]

Parameters
Combustor diameter
Throat diameter
Outlet diameter
Cylinder length
Thrust length

Expanding angle/（°）
Mass flux/%

Combustor pressure/MPa
Mixture ratio

Value
2.25
1
2.25
7.25
10.7
10

57.1~100
2.0~3.6
7.5

Fig. 2 Numerical wall heat flux

Fig. 3 Location of measured points

Fig. 1 Flow path of L-M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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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L-M算法求解精度受测点位置距内壁面距离 L的

影响较小。实际热流密度还会沿周向和轴向传递，

综合考虑结构强度和三维热传导效应的影响，建议

推力室试验件的测点位置距内壁面距离 L取 2mm。

3.1.2 测量时间的影响

取 L=2mm，给定结构初温为 25℃，分别采用图 2
所示 q1（t），q2（t），q3（t）热流密度曲线，得到测点瞬态

温度场如图 6所示。

分别取测量时间 τ值为 4，6，8s，进行计算，热流

密度计算结果见图 7，e的统计结果见表 3。
可见，在 MW/m2的壁面热流密度量级下，一定范

围内，L-M算法求解精度受测量时间影响较小。实

际试验中，测量时间过短则推力室压力可能尚未达

到平衡，测量时间过长则要求试验件具有较大的热

容量且存在内壁面烧蚀的风险，建议推力室双组元

工作时间取 2~3s左右。

3.1.3 取样频率的影响

选取 q2（t）热流密度曲线，L=2mm，分别采用 f=
10，100，1000Hz的取样频率对温度进行数据采集，通

过 L-M算法进行导热反问题计算。 f=10Hz时计算结

果振荡较大，其余两种取样频率的计算结果见图 8，
三种取样频率的 e统计结果见表 4。

Fig. 5 Calculated wall heat flux of different measure

location

Fig. 4 Transient temperature field of different measure

location

Table 3 e of different measure time

τ/s
e/%

4
0.327

6
0.291

8
0.312Table 2 e of different measure location

L/mm
e/%

1
0.301

2
0.312

3
0.327

Fig. 8 Calculated wall heat flux of different sample

frequency

Fig. 6 Transient temperature field of different measure time

Fig. 7 Calculated wall heat flux of different measur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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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8和表 4可知，取样频率过低无法得到收敛

解，取样频率超过 100Hz后，取样频率越高，求解的计

算量越大，但对求解精度的影响较小。建议试验中

采用的温度变送器输出的模拟信号频率响应不低于

100Hz，取样频率取 100Hz。
3.1.4 时间步长的影响

边界热流密度的时间步长选取不能大于取样数

据对应的时间步长，选取 q2（t）热流密度曲线，L=
2mm，取样频率 f=100Hz，分别选取边界热流密度的

时间步长 Δt=10，1，0.1ms开展计算。计算结果见图 9，
e的统计结果见表 5。

可见，时间步长对求解精度影响不大，但过小的

时间步长会带来计算资源极大的浪费，建议时间步

长在 1~10ms间取值。

3.1.5 谐波个数的影响

针对 q2（t）热流密度曲线在 L=2mm处的瞬态温度

场进行导热反问题计算，为考察谐波个数对数据处

理精度的影响，式（3）中的 N分别取 10，20，30，50，
100，200。计算结果见图 10，e的统计结果见表 6。

通过图 10可见，N=10时存在较大振荡，N≥20之
后，除了拐点和始末位置不同谐波个数的计算结果

有所差别外，平稳段差别较小。由于谐波个数越多，

计算量越大，从工程应用角度而言，初期可取较小谐

波个数（不小于 20），如果结果振荡较大则继续增大

谐波个数的取值。

3.1.6 加工误差的影响

实际上，由于加工误差的存在，不可能完全保证

测点位置距内壁面距离与设定值一致，一般地，可控

制加工误差在±0.1mm以内。为计算加工误差的影

响，分别取 Lactual=1.9mm，2.0mm，2.1mm处的瞬态温度

场作为 Texp，L-M算法在 L=2mm处求解得到的计算温度

作为 Tcal，计算结果见图 11，表 7（谐波个数取 100）。

以 Lactual=1.9mm为例，该位置测量温度整体要高

于 2.0mm处的测量温度，把该温度作为 2.0mm处计算

温度的对照温度，势必导致计算热流偏大，同理，Lactual=
2.1mm会导致计算热流偏小。由图 11和表 7可见，误

差较小（小于 5%），加工误差造成的影响在可接受范

围内。

Fig. 11 Calculated wall heat flux of different actual distance

Fig. 10 Calculated wall heat flux of different number of

harmonics

Fig. 9 Calculated wall heat flux of different time steps

Table 6 e of different number of harmonics

N

e/%
10
9.880

20
1.680

30
1.669

50
0.672

100
0.291

200
0.038

Table 5 e of different time steps

Δt/ms
e/%

10
0.858

1
0.291

0.1
0.264

Table 4 e of different sample frequency

f/Hz
e/%

10
1298.9

100
0.291

1000
0.299

Table 7 e of different actual distance

Lactual/mm
e/%

1.9
1.052

2.0
0.291

2.1
0.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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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试验数据处理

针对表 1所示的小流量推力室工况开展性能试

验（设计压力 2MPa），基于试验结果对热流密度进行

处理。在推力室身部布置 4个温度测点，测点距内壁

面距离取 2mm，如图 12所示。

其中，以喉部直径作为特征长度，距离尺寸作无

量纲处理，x1=3.25，x2=1.75。1，3，4测点位于同一截

面（截面 A），通过 1，3测点比较圆筒段末端热流密度

沿轴向的差异，4位于喉部。测点 2的轴向位置与测

点 1相同，其所在截面与截面 A周向夹角为 30°，用于

比较圆筒段末端热流密度沿周向的差异。试验过程

中，单组元工作时间 1.5s，双组元工作时间 2.5s，过氧

化氢主阀开启-关闭作为数据采集的始末节点，变送

器输出的模拟信号频率响应为 1000Hz，采集结果见

图 13。

分别利用 L-M算法对测点 1，2，3及测点 4位置

处的壁面热流密度进行求解，针对试验结果的取样

频率取 100Hz，时间步长取 1ms。计算发现当谐波个

数从 20增大到 100时，结果几乎无差异，取谐波个数

为 20的计算结果如图 14所示。

通过图 14（a）可见，三个测点的壁面热流密度最

终稳定在 3.35MW/m2左右。测点 1最大热流密度为

3.312MW/m2，测点 2最大热流密度为 3.352MW/m2，以

测点 1为基准，二者最大热流密度相差不到 1.2%，可

见，推力室圆筒段末端燃烧较均匀，周向传热量较小。

测点 3最大热流密度为 3.354MW/m2，以测点 1为基准，

二者最大热流密度相差不到 1.3%，轴向传热量较小。

据此，圆筒段末端满足单点瞬态法的应用条件。

通过图 14（b）可见，测点 4热流密度变化过程与室

压变化过程完全对应，热流密度先上升至 2.21MW/m2

左右，对应推力室单组元工作状态，随后，随着双组元点

火燃烧，热流密度持续上升，最终稳定在 10.59MW/m2

左右。由于圆筒段末端燃烧较均匀，喉部位置周向

热流密度分布不会存在较大差异，沿程热流密度曲线

显示喉部热流密度斜率近似为 0，可认为 10.59MW/m2

即为该工况下推力室正常工作时燃气传给室壁的最

大热流密度。

图 14（a）中单组元工况壁面热流密度未完全稳

定，2.5s左右热流密度上升趋势放缓，趋于 1MW/m2，

图 14（b）中单组元工况壁面热流密度很快达到稳定。

由对流换热方程 q=hgΔT知，热流密度受燃气与结构

之间的温差影响较大。推力室单组元启动时近壁处

过氧化氢分解气（温度为 760℃左右）的热量被结构

吸收，分解气温度下降，分解气传递给结构的热流密

度较小。随着时间的推移，结构吸收的热量减小，分

Fig. 12 Location of measured points at thrust chamber

structure

Fig. 13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data of the experiment

Fig. 14 Wall heat flux of the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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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气的温度恢复，温差逐渐增大，分解气传递给结构

的热流密度逐渐增大，当分解气温度稳定后，壁面热

流密度也达到稳定状态。喉部位置分解气对流换热

系数大，测点与内壁面之间的结构热容量小，相比于

圆筒段，分解气温度恢复过程更迅速，壁面热流密度

达到稳定的时间更短。同理，双组元工况下喉部较

圆筒段壁面热流密度更快达到稳定。

4 结 论

通过本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结合单点瞬态法应用的 L-M算法求解思路

简单，收敛速度快，模拟热流验证结果显示：其能较

准确地捕捉到推力室工作过程中热流密度的变化情

况，具备通过测量的瞬态温度场反算求解推力室壁

面热流密度的能力。

（2）过氧化氢煤油推力室的圆筒段末端和喉部

满足单点瞬态法的应用条件，设置温度测点与内壁

面距离为 2mm，推力室双组元工作试验时间为 2.5s，
变送器输出的模拟信号频率响应为 1000Hz，计算取

样频率为 100Hz，计算时间步长为 1ms，谐波个数不小

于 20的条件下，针对典型工况的过氧化氢煤油推力

室性能试验，可获得较好的求解结果。

（3）热流密度求解结果显示：圆筒段末端壁面热

流密度为 3.35MW/m2，喉部位置单组元工况下壁面热

流密度为 2.21MW/m2，双组元工况下壁面热流密度为

10.59MW/m2，热流密度变化过程与室压变化过程完

全对应。

（4）推力室启动和变工况过程中，近壁处燃气温

度会受到结构热传导影响，存在恢复过程，燃气温度

稳定后，壁面热流密度也达到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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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姿轨控发动机贮箱自动增压仿人智能控制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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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液体姿轨控发动机自动增压方法，在理论分析自动增压系统性能的基础上，搭建了

以孔板为控制元件的自动增压实验系统，采用仿人智能控制策略，开展了基于冷流实验的自动增压性能

实验，并通过发动机试验验证，实现了发动机贮箱良好的平稳性、快速性和准确性。研究表明，在增压

系统结构和增压气体介质给定的情况下，孔板节流面积、孔板出入口压力比、贮箱初始气垫体积决定了

自动增压系统性能；根据发动机试验的推进剂流量需求，分别按推进剂体积流量60%，30%，10%的比

例选取3个不同节流面积的增压气体孔板组成并联进气孔板组，同时保证进气孔板组可提供的增压气体

最大临界体积流量大于推进剂体积流量（推荐二者比值为1~2.5）、孔板出入口增压气体压力比近似等于

临界压力比（对氮气约为0.50~0.60）、贮箱初始气垫体积大于贮箱总容积的1/4，并在贮箱上设置流量为

增压气体最大临界体积流量105%的排气孔板，在发动机工作过程中按照仿人智能控制策略自动组配孔

板，可有效地提高自动增压性能。

关键词：液体姿轨控发动机；自动增压；仿人智能控制；冷流实验；发动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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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Simulated Intelligent Control Research of Propellant Tank
Automatic Pressurization for Liquid Attitude and Divert Engines

LIU Lie1，2，WEI Qiang1，3，LIANG Guo-zhu1
（1. School of Astronautics，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Beijing 102206，China；

2. Beijing System Design Institute of Electro-Mechanic Engineering，Beijing 100854，China；
3. Beijing Institute of Astronautical Systems Engineering，Beijing 100076，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automatic pressurization method for liquid attitude and divert rocket en⁃
gines，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automatic pressurization system performance，the automatic pressuriza⁃
tion experimental system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orifice control elements，and the automatic pressurization per⁃
formance experiments based on cold flow and a verified engine test were conducted with the human-simulated in⁃
telligent control strategy. The good smoothness，rapidity and accuracy were realized.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sys⁃
tem performance is determined by the orifice area，the orifice exit and entrance pressure ratio，and the propellant
tank gas volume under the pressurization system structure and working medium. According to the test requ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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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s of the engine flow rate，the parallel orifice group containing three inlet orifices of which the volume flow
rates are equal to 60%，30%，and 10% of the propellant volume flow rate respectively are organized. The maxi⁃
mum critical gas flow rate which is larger than the propellant volume flow rate（the recommended value is about
1~2.5）provided by the orifice group，the orifice exit and entrance pressure ratio which is approximately equal to
gas critical pressure ratio（0.50~0.60 for nitrogen），the tank gas volume which is more than 1/4 of the tank are
satisfied simultaneously，and the flow rate of outlet orifice is equal to 105% of maximum critical case，the auto⁃
matic pressurization performance can be improved effectively based on automatic disposition of the orifices ac⁃
cording to the human-simulated intelligent control strategy during the engine operation.

Key words：Liquid attitude and divert engine；Automatic pressurization；Human-simulated intelligent
control；Cold flow experiments；Engine test

1 引 言

液体姿轨控发动机中，推进剂贮箱增压系统（简

称增压系统）可利用自动增压技术，通过调节推进剂

贮箱压力，准确控制发动机喷注器入口压力，使发动

机以稳定的燃烧室压力工作，维持推力相对恒定，确

保飞行器精确的轨道修正与姿态稳定［1］。贮箱自动

增压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姿轨控发动机及发动

机地面试验系统中。我国 LM-3A火箭的第三级和

DFH-3卫星以及美国 ERIS拦截系统的姿轨控发动机

均采用减压阀控制贮箱压力［2-3］，美国 LEAP导弹拦

截系统的姿轨控发动机采用电信号控制的压力调节

阀调节贮箱压力［4-5］。美国阿诺德工程发展中心（AE⁃
DC）J-4试车台通过自动控制系统调节 RP-1火箭煤

油以及液氢、液氧贮箱的压力，而德国兰波尓豪森

（Lampoldhausen）试验中心在试验中通过步进电机控

制电动阀门，利用计算机自动调节贮箱压力［6-7］。国

内北京航天试验技术研究所在低温推进剂发动机试

验中，采用 PID控制与智能增压技术自动调节贮箱压

力［8-9］；西安航天试验技术研究所采用自适应 PID控

制及专家控制系统等多种控制方法，在发动机试验

中自动调节贮箱压力［10-12］。

目前，液体姿轨控发动机常采用三种自动增压

模式［13-15］：（1）以限流孔板为调节元件，通过减压器实

现自动增压。该模式增压系统简单可靠，调节精度

高，但末状态气瓶与贮箱间压差较大，增压气体利用

率较低。（2）以限流孔板为调节元件，通过经典控制

理论控制电磁阀实现自动增压。系统成本低、可靠

性高，快速性好，但贮箱压力振荡较大。（3）以气动薄

膜调节阀为调节元件，通过 PID控制理论实现自动增

压。系统调压快速性好，压力振荡较小，但系统动态

特性较差，调节精度不高。

为保证液体姿轨控发动机贮箱自动增压系统的

平稳性、快速性及准确性，有必要进一步对姿轨控发

动机自动增压方法和策略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根据

贮箱自动增压基本原理，理论分析表征自动增压系

统性能的参数；设计搭建自动增压实验系统，并利用

仿人智能控制方法，设计自动增压系统控制方案；开

展基于冷流实验的自动增压系统性能实验，并通过

小推力发动机点火实验进行贮箱自动增压过程的实

验验证。

2 推进剂贮箱自动增压系统原理及设计

2.1 推进剂贮箱自动增压系统原理

液体姿轨控发动机整个工作过程中，贮箱增压

包括以下两个过程：（1）预增压；（2）补压。预增压指

在发动机工作前，预先增压贮箱，并精确稳定贮箱压

力于设定值，为发动机工作做好准备。补压为在发

动机工作过程中，随着推进剂消耗，贮箱压力降低，

为实现箱压稳定，通过增压系统为贮箱补充增压气

体，调节并稳定贮箱压力。补压过程由推进剂贮箱

自动增压系统实现。

贮箱自动增压基本原理如图 1所示。当姿轨控

发动机工作时，通过采样单元采集到开始下降的贮

箱压力数据，测量数据反馈至处理单元处理后，按控

制算法给出控制指令，控制单元开闭相应阀门（或改

变阀门开度），高压气体流经控制单元与中间元件后

增压贮箱，遏止贮箱压力降低的趋势，恢复压力至设

定值，并维持贮箱压力稳定。同理，若当采样单元采

集到开始上升的贮箱压力数据时，自动增压系统可

遏止贮箱压力上升的趋势，恢复贮箱压力至设定值，

以维持贮箱压力稳定。

自动增压系统的工作性能可由以下实测参数表

征：（1）振荡时间（或启动时间）ts，指自动增压系统启

动使因发动机开始工作而降低的贮箱压力回升恢复

并最终达到且保持在设定偏差带 Δ范围内所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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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衡量增压起动的快速性。振荡时间 ts以后即认

为系统进入稳定增压阶段。（2）贮箱压力最大偏差

emax，指增压系统工作过程中贮箱压力实测值与设定

值的最大差值，衡量增压启动阶段贮箱压力偏离设

定值的程度。（3）贮箱压力波动超调量 σ%，指增压系

统工作过程中贮箱实测压力的最大偏差 emax 与设定

值之比，用来衡量稳定增压的平稳性，可以表征一定

时间范围内的平稳性。（4）贮箱压力偏差 e ss，指贮箱稳

定增压阶段压力实测值与设定值间的偏差，衡量稳

定增压的准确性，可以表征一定时间范围内的准确

性。上述参数均与增压过程中贮箱压力随时间的变

化率 ṗ t有关。

2.2 自动增压系统工作过程理论分析

从理论上分析清楚影响增压系统工作过程的参

数是设计较优的自动增压系统的前提。

（1） 贮箱压力与推进剂体积变化关系

忽略增压气体与贮箱壁面之间的换热，由变质

量气体工质热力学方程可得贮箱压力随时间的变化

率为

ṗ t = k
V t
(RTqmg - p tV̇ t) （1）

式中 p t，V t分别为贮箱的瞬时压力与气垫瞬时体

积，qmg为流入贮箱的增压气体质量流量，k，R，T分别

为增压气体的比热比、气体常数及温度。因贮箱气

垫体积变化与贮箱排出的推进剂体积相等，故

V̇ t = qmlρ l = q vl （2）
式中 qml，q vl，ρ l分别为流出贮箱的推进剂质量流

量、体积流量与密度。

（2） 压力损失分析

在增压气体从节流元件至贮箱的流动过程中，

由于沿程损失与局部损失，增压气体压力不断下降，

总压力损失为

Δp = ρ v22 ( Ld λ +∑i ζ i) （3）
式中 ρ，v分别为增压气体在管路内的密度与流

速，ζi为各元件局部损失系数，d，L分别为管路管径与

长度，λ为沿程损失系数，则节流元件出口压力 p2=p t+

Δp。但由于发动机稳定工作期间，增压气体流量一

般不大，故 Δp较小，可认为

p2 = p t （4）
（3） 节流元件流量分析

流经节流元件（含控制元件）的增压气体质量流

量为

qmg =

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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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式中 A为节流面积，C a为流量系数，p1，ρ1分别为

节流元件入口处增压气体的压力及密度。

（4） 增压过程理论模型

联立方程（1）~（5），可得发动机工作过程中，贮

箱压力随时间的变化为

ṗ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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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见，在增压系统上游供气能力和增压气体性

质给定的条件下，贮箱压力随时间的变化率可表示

为 5个自变量的函数，即 ṗ t = f ( p t，q vl，A，p t /p1，V t )。在

确定发动机试验需求的情况下，即给定贮箱初始工

作压力（所需的额定增压压力）p t和推进剂流量 q vl的

情况下，如何合理选择增压系统工作参数节流面积

A，节流元件出入口压力比 p2 /p1（即 p t /p1）和贮箱初始

气垫体积 V t，并在发动机工作过程中如何自动有效地

Fig. 1 Tank automatic pressurization sche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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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节流面积 A，这是关系到自动增压系统性能的关

键问题，下文就此进行讨论。

2.3 自动增压实验系统参数设计

根据自动增压系统工作过程理论模型，设计相

应的自动增压实验系统。

2.3.1 限流孔板组节流特性的设计

由多个孔板组成的进气孔板组的最大节流总面

积 A是自动增压系统设计的关键参数。

为保证增压系统工作稳定，需尽量确保进气孔

板组工作于临界或超临界状态，考虑到式（4），则孔

板入口压力为

p1 ≥ p t

[ ]2/ ( )k + 1 k
k - 1

（7）

所有孔板在无排气情况下正常工作时，增压系

统具有最强的增压能力，最大临界体积流量为

q vg,cr = Ca A
ρ2

kp1 ρ1 ( )2
k + 1

k + 1
k - 1

（8）
式中 ρ2 为孔板出口增压气体密度。此时，为保

证系统稳定状态下的工作特性，应满足

q vg,cr = q vl （9）
由式（8），（9）得孔板组最大节流总面积为

A = q vl ρ2

C a kp t ρ1 ( )2
k + 1

1
k - 1

（10）

在进气孔板组最大节流面积 A确定后，孔板组出

入口任意压力比下对应的最大体积流量按式（5）计

算。在某一压力比下，当孔板组可提供的最大体积

流量大于等于推进剂体积流量（q vg，max ≥ q vl）时，通过

孔板组控制特性设计可实时满足 q vg → q vl，即增压气

体瞬时体积流量 q vg 趋近于 q vl；当孔板可提供的最大

体积流量 q vg，max小于推进剂体积流量 q vl时，此时增压

气体体积流量将等于其最大临界体积流量，即 q vg =
q vg，max，但贮箱压力仍无法维持，将会逐渐降低，设计

时应予以避免。

2.3.2 限流孔板组控制特性的设计

确定进气孔板组最大节流面积 A后，通过控制特

性分析，可进一步取定进气孔板组孔板的数量和各

自的节流面积。

由式（5）可知，q vg = f (A vg)，A vg为孔板组中实时打

开的孔板节流面积之和，A vg ≤ A。孔板数量及其节流

面积的确定应保证：（1）孔板组可提供较多数量的

A vg；（2）A vg变化范围较大，可适应大中小推进剂流量

的变化。

设自动增压系统具有 N in个进气孔板，若所有孔

板节流面积相同，则系统可提供的 A vg数量为

NAvg ,1 = N in + 1 （11）
若孔板节流面积两两相异，则系统 A vg数量为

NAvg ,2 =∑
i = 0

N in

Ci
N in （12）

由式（11），（12）可知，进气孔板数量增加，NAvg，1，

NAvg，2均增加，且当 N in > 1时，NAvg，2 > NAvg，1。即孔板数

量越多，且节流面积两两相异时，系统可提供最多可

能的节流面积。但数量较多的孔板会增加系统的复

杂程度，降低系统安全性与可靠性。因此，结合先前

实验经验，本实验系统采用 3个进气增压孔板，考虑

涵盖较多节流面积的需求，按大、中、小三种节流面

积，取定进气孔板 I，II，III节流面积 A1，A2，A3分别为

A1 = f -1 (60%·q vl) （13）
A2 = f -1 (30%·q vl) （14）
A3 = f -1 (10%·q vl) （15）

且满足

A1 + A2 + A3 = A （16）
通过三种孔板的组合，可提供 8种可能的节流面

积，适应推进剂流量的大幅变化。为提高增压系统

快速性，但又考虑到增压系统可能出现的超压情况，

应设置一节流面积为 A4 的排气孔板，排气流量略大

于所有进气孔板工作时的进气总流量之和，即

A4 = f -1 (105%·q vg,cr) （17）
2.3.3 自动增压实验系统关键组件控制关系

自动增压实验系统关键组件间的控制关系如图

2所示。实验系统采用电磁阀组与孔板组作为控制

单元，孔板组含 3个进气阀（电磁阀 I，II，III）、1个排

气阀（电磁阀 IV），电磁阀后分别接节流孔板，进气孔

板组并联排列。控制算法设置于作为处理单元的控

制工控机内。实验前，设定贮箱压力值（可恒定，也

可随时间变化）并输入处理单元内。采样单元实时

采集推进剂贮箱压力及推进剂流量，实测推进剂贮

箱压力作为系统判断依据，直接影响自动增压系统

的控制策略。推进剂流量可在自动增压系统性能实

验中用于分析自动增压系统性能。

当发动机工作时，采集单元按设定的采样周期

实时采集贮箱压力，实测值反馈至控制工控机后，按

控制算法确定的相应控制策略，组合开闭孔板组内

相应阀门，实时调控自动增压系统的节流面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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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压气体流量，恢复贮箱压力至设定值，维持贮箱压

力稳定。

2.3.4 自动增压实验系统原理方案设计

自动增压实验系统由增压气体供应系统、测量

系统、控制系统组成，其中增压气体供应系统工作原

理如图 3所示。高压氮气作为增压气体，贮存于高压

气瓶内，经配气系统（过滤器、减压器、手阀等）、电磁

阀组、孔板及其他阀门元件后，以一定压力增压氧化

剂四氧化二氮（NTO）或燃料甲基肼（MMH）贮箱内推

进剂。另设置孔板旁路气动阀，供贮箱预增压时使

用。减压器用于稳定增压孔板入口压力，进气孔板

组并联连接，孔板作为节流元件安装于各电磁阀后，

调控增压气体流量。在额定推进剂流量为 0.373L/s，
贮 箱 压 力 设 定 值 为 5.70MPa，孔 板 入 口 压 力 为

10.80MPa的条件下，设计各进气孔板内径分别为

1mm，0.7mm及 0.4mm，排气孔板内径为 1.1mm，增压

系统可提供的最大临界体积流量等于 0.373 L s。
测量系统以适当的采样周期，通过压力传感器

测量减压器进口、孔板出入口及贮箱压力，通过涡轮

流量计测量液路系统内推进剂体积流量，并将实测

值实时传输至控制系统。控制算法置于控制系统工

控机内，自动执行单个电磁阀或电磁阀组开闭。

3 自动增压系统仿人智能控制方案

在自动增压实验系统方案及其工作参数确定

后，如何自动有效地调整节流面积 A是在发动机工作

过程中实现自动增压的核心。

本文选取仿人智能控制方法来实现自动增压控

制。该方法以人对控制对象的认知、记忆、决策等智

能行为的模型化为依据，不依赖于控制对象的物理

数学模型（如第 3节所介绍的理论模型），直接根据设

定值、实测值、偏差及偏差的变化趋势来制定控制策

略和控制方案［16-17］。

3.1 控制策略

自动增压系统中，采样单元以 T为周期采集贮箱

Fig. 2 Control relationship of automatic pressurization system

Fig. 3 Pressurization gas supply system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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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设 p t，0为贮箱压力设定值，p t，n为第 n个采样周期

时贮箱压力实测值，则

en = p t,0 - p t,n （18）
Δen = en - en - 1 = p t,n - 1 - p t,n （19）

式中 en 为第 n个采样周期贮箱压力设定值与实

测值的偏差，Δen为第 n个与第 n - 1个采样周期间的

偏差增量。含 3个贮箱进气阀（y1，y2，y3）与 1个贮箱

排气阀（y4）的电磁阀组作为控制单元。设各进气阀

单独打开后节流元件增压能力依次按大中小排列（y1
后节流元件增压能力最强，y2次之，y3最弱），且排气

阀打开后的排气流量略大于进气阀全部打开时的进

气总流量之和。变量 yi的取值为

yi = {1 Solenoid valve on
0 Solenoid valve off

i = 1⋯4 （20）

仿人智能控制系统中，记 en，Δen为处理单元输入

变量，电磁阀的开闭 yi为输出变量，相互关系为

yi = F (en ,Δen) （21）
3.2 特征变量分析

作为控制决策的依据条件，通过仿人智能控制

的特征变量衡量自动增压系统的动态过程，精确判

断某时刻自动增压系统动态行为。特征变量如下：

（1） 表征增压压力变化趋势的特征量 en·Δen
偏差 en 与偏差增量 Δen 的乘积可表征自动增压

系统动态过程中偏差的变化趋势。 en·Δen > 0时，表

示贮箱压力向着与设定压力偏差增大的方向改变，

即贮箱实测压力逐渐偏离设定值；en·Δen < 0表示贮

箱实测压力逐渐接近设定值；en·Δen = 0表示贮箱压

力实测值与设定值相等或相邻两采集周期内贮箱压

力维持不变。利用本特征变量可确保自动增压系统

的稳定性。

（2） 表征增压压力极值的特征变量 Δen - 1·Δen
Δen - 1·Δen可判断贮箱实测压力是否达到极值压

力。Δen - 1·Δen ≥ 0表示该时刻贮箱实测压力未达极

值，贮箱压力保持原有变化趋势；Δen - 1·Δen < 0表示

该时刻贮箱实测压力已达极值，贮箱压力向相反方

向变化。

（3） 表征增压压力相对变化的特征变量 | Δen en |
| Δen en |可在 en·Δen < 0的基础上对动态过程作

更细的划分，描绘贮箱压力偏差变化的态势，表征自

动 增 压 系 统 准 确 性 。 在 en·Δen < 0 的 条 件 下 ，若

| Δen en |小于某一给定阈值，表明贮箱压力偏差相对

较大而偏差增量相对较小，通常在贮箱实测压力远

离设定点时出现，此时可稍提高系统增压介质流量；

若 | Δen en |大于另一给定阈值，即贮箱实测压力接近

设定点时，贮箱压力偏差相对较小而偏差增量相对

较大，此时可稍降低系统增压介质流量；若 | Δen en |
处于上述两个给定阈值之间时，可使系统增压介质

流量在上述两种情况之间。

（4） 表征增压压力快速性的特征指标 T

若采样周期 T较大，当 | en |较大时，自动增压系统

提供相应控制策略的速度就较慢，即控制策略相同

时，自动增压系统响应的快速性较差。反之，当采样

周期 T较小时，自动增压系统可迅速识别贮箱压力的

变化，按照相应控制方案进行控制，可提高自动增压

系统响应的快速性。

3.3 控制方案设计

选用采样周期 T，en，en·Δen 和 | Δen en |作为控制

算法的控制指标，（Δen - 1·Δen 仅用于记录增压系统

压力极值，不参与控制算法）。实验前，需给定 en 的

极值偏差 M1，允许偏差 M2以及精确允许偏差即临界

偏 差 M3（满 足 0 < M 3 < M 2 < M 1），| Δen en |的 阈 值

α，β，γ，ε（α，β为 en 位于允许偏差与临界偏差间的系

统准确性阈值，且满足 α < β，γ，ε为 en小于临界偏差

时 的 系 统 准 确 性 阈 值 ，且 满 足 γ < ε）、以 及 采 样

周期 T。

当 M 2 < en ≤ M 1 时，表明在该贮箱实测压力下，

燃烧室压力、发动机推力均不在其设计范围内；当

M 3 < en ≤ M 2 时，表明在该贮箱实测压力下，燃烧室

压力、发动机推力满足设计范围，发动机可正常工

作；当 0 < en ≤ M 3 时，表明在该贮箱实测压力下，燃

烧室压力、发动机推力可精确稳定于其设计值。

在 满 足 en·Δen < 0，| M 3 | < | en | ≤ | M 2 |或 满 足 en·
Δen < 0，0 < | en | ≤ | M 3 |的条件下，分别根据 | Δen en |
各准确性阈值，采用不同的控制策略，提高系统准

确性。

对于本自动增压实验系统，取定极值偏差、允许

偏差、精确允许偏差分别为 15MPa（贮箱最大工作压

力）、0.1MPa，0.01MPa，| Δen en |阈 值 为 {α，β，γ，ε}=
｛0.06，0.12，0.3，0.6｝，采样周期 T = 0.15s。控制算法

分别如表 1~表 3所示。

表 1为贮箱压力实测值低于设定值时的控制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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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排气阀关闭（y4 = 0）。当 en处于允许偏差与极值

偏差间（M 2 < en ≤ M 1）时，贮箱压力实测值远低于设

定值，应打开所有进气阀，迅速提高贮箱压力（y1 =
y2 = y3 = 1）。 en 处于精确允许偏差与允许偏差间

（M 3 < en ≤ M 2）时，依据特征变量 en·Δen 判断系统行

为。en·Δen > 0时，贮箱压力实测值有偏离设定值的

趋势，同样应打开所有进气阀；当 en·Δen < 0时，贮箱

压力实测值有接近设定值的趋势，为精确控制，提高

系统增压准确性，进一步通过特征变量 | Δen en |判断

系统行为。当 | Δen en | < α时，开启增压能力较强的

两个进气阀（y1 = y2 = 1）。当 α < | Δen en | < β时，开

启增压能力最强及最弱的进气阀（y1 = y3 = 1）。当

| Δen en | > β 时，仅需开启增压能力最强的进气阀

（y1 = 1）。当 en小于精确允许偏差（en ≤ M 3）时，也应

通过特征变量 en·Δen与 | Δen en |进行系统动态行为判

断。由于此时贮箱实测压力已非常接近设定值，为

防止压力上升过快引起较大偏差，仅需开启增压能

力较弱的进气阀补压。

表 2为贮箱压力实测值大于设定值的控制算法，

排气阀打开（y4 = 1）。当 en处于极值偏差与允许偏差

间（-M 1 ≤ en < -M 2）或 en 处于允许偏差与精确允许

偏差间（-M 2 ≤ en < -M 3）且 en·Δen > 0时，均关闭所

有进气阀（y1 = y2 = y3 = 0），以求迅速降低贮箱压

力。满足 en ≥ -M 2且 en·Δen > 0时，通过判断 en与 en·
Δen，决定对应阀门开闭情况；当满足 en ≥ -M 2 且 en·

Δen < 0 时 ，除 en 与 en·Δen 外 ，还 应 通 过 特 征 变 量

| Δen en |与其阈值的大小关系判断系统行为，提高增

压准确性。

表 3中贮箱压力实测值与设定值相等，系统处于

平衡状态。Δen = 0时，系统稳定，关闭所有进、排气

阀；Δen > 0时，贮箱压力有降低趋势，开启增压能力

最弱的进气阀补压（y3 = 1）；Δen < 0时，贮箱压力有增

大趋势，因排气阀排气流量略大于所有进气阀进气总

流量，打开所有进、排气阀（y1 = y2 = y3 = y4 = 1），抵

消可能增加的贮箱压力。

4 自动增压系统实验验证与分析

4.1 自动增压系统性能实验

利用冷流实验研究自动增压系统性能，分析节

流面积 A，节流元件出入口压力比 p2 p1（即 p t p1）及

贮箱气垫体积 V t等系统参数的影响。

实验前，贮箱内加注冷流实验介质无水乙醇，并

预增压贮箱压力至设定值。实验开始后，在推进剂

液路系统排出贮箱内无水乙醇的同时，由增压系统

自动增压贮箱，实现贮箱压力稳定。本文设定偏差

Table 1 Control algorithm for the case of en>0 and y4=0

Serial
number
1
2
3

4

5
6
7
8
9

Input conditions
M 2 < en ≤ M 1

M 3 < en ≤ M 2 , Δen·en ≥ 0
M 3 < en ≤ M 2 , Δen·en < 0, | Δen en | < α

M 3 < en ≤ M 2 , Δen·en < 0,
α ≤ | Δen en | ≤ β

M 3 < en ≤ M 2 , Δen·en < 0, | Δen en | > β
0 < en ≤ M 3 , Δen·en ≥ 0

0 < en ≤ M 3 , Δen·en < 0, | Δen en | < γ
0 < en ≤ M 3 , Δen·en < 0, γ ≤ | Δen en |≤ ε
0 < en ≤ M 3 , Δen·en < 0, | Δen en | > ε

Output variables
y1
1
1
1

1

1
1
0
0
0

y2
1
1
1

0

0
0
1
1
0

y3
1
1
0

1

0
0
1
0
1

Table 2 Control algorithm for the case of en<0 and y4=1

Serial
number
1
2
3

4

5
6
7
8
9

Input conditions
-M 1 ≤ en < -M 2

-M 2 ≤ en < -M 3 , Δen·en ≥ 0
-M 2 ≤ en < -M 3 , Δen·en < 0,| Δen en |< α

-M 2 ≤ en < -M 3 , Δen·en < 0,
α ≤ | Δen en | ≤ β

-M 2 ≤ en < -M 3 , Δen·en < 0, | Δen en |> β
-M 3 ≤ en < 0,Δen·en ≥ 0

-M 3 ≤ en < 0,Δen·en < 0, | Δen en | < γ
-M 3 ≤ en < 0, Δen·en < 0, γ ≤ | Δen en |≤ ε
-M 3 ≤ en < 0, Δen·en < 0, | Δen en | > ε

Output variables
y1
0
0
0

0

0
1
1
1
1

y2
0
0
0

1

1
0
0
1
1

y3
0
0
1

0

1
0
1
0
1

Table 3 Control algorithm for the case of en=0

Serial number
1
2
3

Input conditions
Δen = 0
Δen > 0
Δen < 0

Output variables
y1
0
0
1

y2
0
0
1

y3
0
1
1

y4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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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Δ = ±5kPa，最长启动时间为 10s，超过这个时间仍

未达到稳定增压，则认为增压系统不能满足要求。

当考察某一参数对自动增压性能的影响时，需保证

其它参数不变。

4.1.1 孔板节流面积的影响

发动机实际试验中，需根据给定的推进剂流量

更换不同面积的孔板。不过每次更换孔板后需对增

压系统整体重新进行气密性试验，操作复杂。因此，

在利用冷流实验研究孔板对增压性能影响时，可以

通过改变冷流试验介质的体积流量，模拟孔板组节

流面积发生变化的情形。由式（8），在孔板进出口压

力比等于临界压力比的条件下，当进气孔板组节流

总面积 A确定后，系统最大临界体积流量 q vg，cr也就确

定，因此比较推进剂体积流量 q vl与 q vg，cr间的关系，即

可分析孔板节流面积的影响。

调节推进剂液路系统节流阀开度，改变实验介

质体积流量 q vl。经若干次实验，在不同体积流量下，

贮箱压力实测值与设定值的偏差 e随时间的变化如

图 4所示，推进剂体积流量对自动增压系统性能的影

响如表 4所示。可以看出，q vl = 0.70L/s时，贮箱压力

几乎呈直线下降，没有回升的趋势；q vl = 0.45L/s时，

贮箱压力一开始剧烈振荡后回升趋向于设定值，随后

呈缓慢下降趋势。当 q vl = 0.03，0.15，0.37L/s时，自动

增压系统持续稳定地趋向于设定值，平稳性和准确性

均较好；q vl = 0.03L/s时，贮箱压力一直处于偏差带内，

振荡时间为 0，快速性极好；q vl = 0.15，0.37L/s时，振荡

时间均为 5s左右，增压快速性要差一些。可见，若能

保证 q vg，cr略大于 q vl时，即当 q vg，cr q vl=1~2.5时，通过仿

人智能控制方案，可保证增压气体进气量逼近排出

的 推 进 剂 体 积 流 量 ，增 压 系 统 具 有 较 优 的 动 态

特性。

4.1.2 孔板出入口压力比的影响

调节增压气体供应系统减压器（见图 3）出口压

力，改变孔板出入口压力比 p2 p1。经若干次实验，不

同孔板出入口压力比下，贮箱压力实测值与设定值

偏差 e随时间的变化如图 5所示。孔板出入口压力比

对自动增压系统性能的影响如表 5所示。

由图 5和表 5可知，p2 p1 = 0.75时，相较于推进

剂流量，增压气体流量较小，即使所有进气阀打开，

贮箱压力仍始终低于设定值，无法进入偏差带范围。

p2 p1 = 0.46 时 ，增压气体流量大 ，系统快速性较

好，但准确性差，贮箱压力振荡上升并最终高出于

偏差带之外。故 p2 p1 远离临界压力比时，贮箱压

力无法维持稳定。而当 p2 p1 接近于临界压力比

（0.50 ≤ p2 p1 ≤ 0.60）时，增压系统的平稳性、快速

Table 4 Effect of propellant volume flow to the propellant

tank automatic pressurization

Volume flow/（L/s）
0.03
0.15
0.37
0.45
0.70

ts/s
0

4.958
5.003
5.005
—

emax/kPa
3
-18
-16
-24
—

σ/%
0.0526
-0.316
-0.281
-0.421

—

ess/kPa
3
0
1
-2
—

Fig. 4 Variations of tank pressure deviation at different

propellant volume flows

Table 5 Effect of orifice exit and entrance pressure ratio to

the propellant tank automatic pressurization

Pressure ratio
0.46
0.50
0.60
0.75

ts/s
—

9.15
6.29
—

emax/kPa
—

-22
-25
—

σ/%
—

-0.386
-0.439

—

ess/kPa
—

4
0
—

Fig. 5 Variations of tank pressure deviation at different

pressure ratios of the orifice outlet and in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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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均较好。这是因为，当 p2 p1 接近孔板临

界压力比时，增压系统可迅速弥补由于推进剂排出

造成的压力下降，具有较好的动态特性。

4.1.3 贮箱气垫体积的影响

改变实验贮箱内推进剂加注量，可调节气垫体

积 V t。若干次实验后，不同气垫体积下，贮箱压力设

定值与实测值的偏差 e随时间的变化如图 6所示，图

中 V tank为实验贮箱总容积；贮箱初始气垫体积对自动

增压系统性能的影响如表 6所示，体积比指贮箱初始

气垫体积与贮箱总容积之比。

如图 6，表 6所示，V t 影响系统的平稳性与快速

性，不影响系统的稳定性，且对准确性影响不大。当

体积比为 1 4时，压力振荡较大，平稳性较差，但快速

性较好。体积比为 1 2时，压力振荡时间增长了接近

一倍，快速性较差，但平稳性、准确性较好。体积比

为 2 3时，压力振荡时间与体积比为 1 2时相比有所

缩短，系统平稳性、快速性也有一定程度提高。可

见，当 V t 较小时，贮箱压力振荡较强，系统平稳性较

差。随着气垫体积增加，贮箱压力随时间的变化速

率降低，平稳性提高。较大或较小的 V t 较有利于保

证贮箱压力迅速恢复至设定值，系统快速性较好。

因此，综合考虑系统动态性能，在满足发动机推进剂

使用量的条件下，应采用较大的 V t，保证体积比大于

等于 1/4较好。

4.2 发动机试验验证

在自动增压系统性能实验的基础上，调整至系

统最优性能参数，通过实际小推力发动机点火试验

来验证自动增压系统的工作性能。

对发动机燃料、氧化剂贮箱进行自动增压，设定

发动机工作时间为 80s。以下以燃料路参数为例。

为使自动增压系统具有最好的工作性能，满足最大

临界流量为燃料额定体积流量的 1.3倍，减压器出口

压力为 11MPa（孔板组出入口压力比为 0.533），贮箱

加注量为贮箱总体积的 1 3（体积比为 2/3）。发动机

工作过程中，自动增压系统持续工作，燃料贮箱压

力、孔板组出入口压力、燃烧室压力和推进剂体积

流量实测值以及贮箱压力设定值与实测值的偏差

e分别如图 7，图 8所示。自动增压系统开始工作

后，燃料贮箱压力变化范围为 5.692~5.704MPa，与
贮箱压力设定值相比，实测值均小于设定的精确

允许偏差（0.01MPa），压力最大偏 差 为 8kPa，贮 箱

压 力 波 动 幅 度 为 0.140%，振 荡 时 间 为 3s，贮箱稳

态压力偏差为 1kPa。贮箱压力稳定后，推进剂流量

稳定于 0.317L/s，孔板出入口压力分别为 5.79MPa，
10.86MPa。

Fig. 8 Tank pressure deviation—time curve

Fig. 7 Firing test measured curves

Fig. 6 Variations of tank pressure deviations at different

gas volume of the tank

Table 6 Effect of gas volume of tank to the propellant tank

automatic pressurization

Volume ratio
2/3
1/2
1/4

ts/s
5.509
6.150
3.614

emax/kPa
-15
-24
-31

σ/%
-0.263
-0.421
-0.544

ess/kPa
3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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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推力发动机点火工作过程中，自动增压系

统工作稳定、超调量小、响应迅速、调压准确。由于

点火实验前，基于性能实验结果，孔板节流面积、孔

板出入口压力比以及推进剂气垫体积等系统参数均

采用最优值，故与性能实验结果相比，点火过程中系

统的平稳性、快速性均更优。

5 结 论

本文采用仿人智能控制策略，对适于液体姿轨

控推进系统的自动增压系统性能进行了理论分析和

实验研究，可有效地提高小推力液体发动机点火试

验中自动增压系统的性能，结论如下：

（1）孔板组采用 3个孔板并联形式，推荐各孔板

供应流量分别为液体推进剂体积流量的 60%，30%，

10%，且采用 1个排气孔板，流量为增压气体最大临

界流量的 105%，此时既可保证增压系统可靠，又具有

较好的增压动态性能。

（2）孔板组节流总面积直接影响自动增压系统

的动态特性。当节流总面积可提供的增压气体最大

临界体积流量与推进剂体积流量比值为 1~2.5时，系

统动态特性较好。

（3）孔板组出入口压力比直接影响自动增压系

统的动态特性。孔板组出入口压力比近似等于增压

气体临界压力比（对氮气约为 0.50~0.60）时，系统动

态特性较好。

（4）贮箱气垫体积直接影响自动增压系统的动

态特性。当贮箱气垫体积大于等于贮箱总体积的 1/4
时，可获得较好的系统动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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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组元300N发动机低温试验研究 *

刘昌国 1，2，关 亮 1，2，施 伟 1，2，王子模 1，2

（1. 上海空间推进研究所，上海 201112；
2. 上海空间发动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 201112）

摘 要：为探究低温环境下单组元 300N发动机的工作特性，揭示影响发动机低温性能的主要影响

因素，以300N发动机为试验对象，开展了模拟飞行工况的发动机低温试验。给出了低温试验研究方法，

分别从温度差异对发动机性能影响、催化剂活性差异对发动机低温启动特性影响和低温对电磁阀响应特

性影响等方面获得研究结果。结果表明，低温是影响发动机低温性能的主要影响因素，-48℃条件催化

剂无法完成推进剂的催化分解，发动机发生爆炸；-30℃条件下起活时间为 80.5～87.5ms，发动机可正

常启动，且启动温度与起活时间呈指数关系；催化剂批次差异也对发动机低温工作性能产生一定影响，

不同批次催化剂低温起活时间的差异可达 91ms；低温试验过程中，电磁阀的关闭受到低温推进剂粘性

和背压的影响，产生了明显的迟滞现象，延迟时间约100ms，对发动机在轨的精准控制存在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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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Temperature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Mono-Propellant 300N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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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hanghai Institute of Space Propulsion，Shanghai 201112，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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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work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no-propellant 300N engine in the low
temperature environment and to reveal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the low temperature environment experi⁃
ments simulating flight environment were carried out taking the mono-propellant 300N engine as the experimen⁃
tal object.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ow temperature experiments of 300N engine were given. The results of low
temperature experiment were summarized from the effect of temperature difference on engine performance，cata⁃
lyst activity difference on engine starting characteristics and low temperature on electromagnetic valve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s show that low temperature is the main factor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300N engine，
the catalyst at -48°C cannot complete the catalytic decomposition of the propellant，and the engine works abnor⁃
mally. The activation time at -30°C is 80.5~87.5ms，the engine can start normally，and there is an exponen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rting temperature and activation time. The difference of catalyst batches also has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low-temperature performance of the engine. The activation time between different batches of c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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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sts can vary up to 91ms at low temperature. During the low temperature test，the closing time of the electromag⁃
netic valve was affected by the viscosity of the low temperature propellant and the back pressure，resulting in ob⁃
vious hysteresis. The delay time of control was about 100ms，which had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precise control of
the engine.

Key words：Liquid rocket engine；Mono-propellant；Low temperature；Experiment；Activation time

1 引 言

单组元液体火箭发动机多为微型和小型发动

机，常用于运载火箭姿控和上面级、卫星、探测器、飞

船、导弹弹头等飞行器的冲量提供及姿态控制［1-2］。

目前大量应用的单组元推进剂单推-3［3］弥补了肼推

进剂冰点高（1.53℃）的弱点，可以在-30℃~-20℃下

正常贮存和供应，且能获得比肼推进剂高的比冲。

因此，与以无水肼为推进剂的单组元发动机相比，以

单推-3为推进剂的单组元发动机具有冰点低、研制

成本低、系统热控要求低、可靠性高的优点，广泛应

用于航天运载火箭的姿态控制动力系统［4-5］。随着近

年我国运载火箭的高密度发射，单组元液体火箭发

动机的飞行任务增多，经历的应用环境及任务剖面

也趋于复杂化。复杂的力、热环境对单组元发动机

的稳定工作带来严酷考验。

单组元发动机一般由控制推进剂供应的电磁阀

和实现能量转换的推力室组成。发动机工作时由电

磁阀控制推进剂的供应，催化剂实现对推进剂催化

分解，生成高温、高压燃气，经喷管高速喷出产生推

力［6］。电磁阀内部流道和发动机头部内部流道较为

细小，且阀芯为运动件，依靠阀芯的运动实现电磁阀

的开关从而控制推进剂的供应。随着工作温度的降

低，单推-3推进剂的密度和粘度相应发生增加，进而

导致阀门内部和头部内部流阻增大，直接影响到发

动机的性能［7-9］。同时，受低温下推进剂粘度增大影

响，阀门关闭过程中阀芯所受阻力增加，也易导致阀

门关闭响应时间延长等现象。随着单推-3推进剂的

大量应用，发现相较于无水肼发动机，单推-3发动机

催化剂床容易发生“冲蚀”现象，当入口压强不变时，

出现推力室压强下降、推进剂流量增加和比冲下降

的趋势［10］。催化剂在发动机工作过程中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催化剂是单组元发动机的反应重要媒介，

其活性的好坏影响发动机启动加速性，推力室工作

寿命等性能参数［11］。

目前，关于肼分解催化剂失活机理的研究认为

其原因主要是化学因素，催化分解过程中产生的氮

原子与催化剂表面的吸附［12］，阻止肼蒸汽与催化剂

活性金属的充分接触，从而使催化剂活性下降；另

外，催化剂表面氯元素的流失也是催化剂失活的重

要影响因素［13-14］。Hwang等［15］针对单组元铱催化剂

床的失效影响因素开展了试验及仿真研究。同时赵

许群等［16］针对工作后的催化剂开展了 XPS能谱分析

和 H2-TPD谱氢气脱附分析，发现催化剂失活机理可

能是催化剂内初始活性较低或冷启动过程，来不及

分解的肼在微孔内短时间剧烈分解产生较大的内应

力使催化剂载体发生破碎，进而导致催化剂失活。

上述针对催化剂失活机理的研究一般都是基于催化

剂催化寿命开展的，对于点火初期活性影响及低温

启动催化剂失效的机理研究，尚未见公开报道。另

外，针对单推-3发动机低温启动过程的研究也鲜有

报道。因此，单推-3推进剂在低温条件下的催化分

解反应机理尚不清晰，难以解释发动机低温启动时

可能存在的工作异常现象。

由于肼基推进剂的毒性和分解后产生高温高压

燃气的特点，单组元发动机的催化分解的试验研究

及过程分析十分复杂［17］。目前单组元推进剂的催化

分解试验都是基于脉冲启动模式和常温启动模式开

展的［18］。为了探究低温条件下单推-3推进剂单组元

发动机的工作特性，揭示发动机低温工作性能的影

响因素，开展了 300N发动机低温试验研究。本文给

出了低温试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促进单推-3
推进剂发动机低温环境工作的可靠性设计和优化，

同时为进一步的开展低温环境催化剂分解单推-3推
进剂的理论研究提供试验结果参考和支撑。

2 试验系统与方法

2.1 试验系统

发动机低温试验系统由推进剂供应及加热子系

统、低温环境模拟子系统、试验控制子系统、数据采

集子系统、模拟真空点火子系统等组成。系统原理

图及试验局部实物图如图 1所示。

推进剂供应及加热子系统用于推进剂贮存和供

应，主要由高压气源、贮箱、供应管路、管路加热带等

组成。其中高压气源选择用高纯氮气，贮箱和管路

材料选择与单推-3一级相容的材料。管路加热带应

1663



推 进 技 术 2021 年

包覆 8m以上管路，保证足够多的推进剂被加热到规

定温度。

低温环境模拟子系统用于制造低温环境，主要

由舱体和冷却液循环冷壁等组成。其中舱体为低温

环境提供足够大的空间，保证发动机降温特性均匀。

冷却液循环系统选用耐低温材料，冷却液选用液氮

等低温液体。置于低温环境模拟子系统中进行试验

的 300N发动机如图 2所示。

数据采集子系统用于获取发动机低温点火性能

参数，如进口压力、室压、温度、流量等，其中压力数

据采集系统需要考虑可耐低温条件压力传感器，由

于需判读压力峰值数据，采样频率为 2000Hz；利用质

量流量计对发动机工作状态的流量数据进行测量，

流量计的量程为 300g/s，由于低温启动以及后续的热

试车点火程序相对较短，流量计的输出频率需要提

高至 50Hz以上。温度数据采集，反应室温度是低温

启动的判断依据，同时承受较大热载荷，是推力室测

量重点［19］。在发动机低温点火试验中，发动机身部

温度既有低温也有工作后近 1000℃工况，K型热电偶

的测温能力满足-40℃~1000℃的测温区间要求，因此

选用 K型热电偶作为温度采集器。

试验控制子系统用于控制推进剂供应管路各阀

门及发动机电磁阀，以保证发动机按规定的点火程

序进行点火试验。

模拟真空点火子系统用于模拟真空环境，由于

高真空环境下，物体的热量传递方式仅为热辐射。

为充分考虑冷却剂的耗量和试验时间，选择用密闭

容腔制造低温环境，该容腔内充满 0.1MPa的氮气，利

用对流增加发动机降温效果。由于需要进行低温高

真空点火模拟试验，因此，在发动机喷口设置了真空

模拟装置，利用喷口型面和可破裂膜片进行真空模

拟。试验前安装真空模拟装置，对发动机和充填管

路进行抽真空动作。

2.2 试验方法

不同温度工况试验过程中，推进剂供应及加热

系统和试验控制系统试验状态保持一致，试验系统

贮箱压力保持恒定为 1.83MPa。试验步骤为：

（1）试验准备。因低温真空模拟点火受发动机

低温点火次数限制，需要确保推进剂供应及加热系

统、数据采集系统、模拟真空点火系统处于良好状

态，检查管路气密性，气密压力为 2.5MPa。
（2）低温环境模拟。通过冷却液的循环供应，保

证模拟低温容腔持续降温至试验所需温度，由于发

动机降温需要温度平衡一段时间，因此降温全过程

一般不少于 2h。
（3）推进剂供应及加热。在低温环境模拟系统

进行降温的过程中，加热系统保持管路内的推进剂

温度恒定在 32℃，并维持稳定。同时将推进剂充填

至模拟低温容腔外主阀前。

（4）当上述试验环境模拟条件全部达到预设目

Fig. 1 Schematic of the experiment system and the picture of real products

Fig. 2 300N engine in low temperatur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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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值，进行低温环境内管路及发动机抽真空，利用抽

真空系统，实现管路及发动机内真空度<1000Pa。
（5）通过对容腔主阀和发动机电磁阀的控制，实

现发动机低温真空条件模拟点火试验。

2.3 发动机测试参数及数据处理方法

发动机脉冲工作起活时间 t10为发动机电磁阀得

到电信号开始到工作压力达到额定室压的 10%所需

要的时间。

第一个脉冲峰值 pcmax为发动机电磁阀得到电信

号后达到的第一个压力峰的压力值。

发动机催化剂床温度变化量∆T，为发动机催化

剂床点火温度至点火后一段时间内的温升值。

推力室平均室压处理方法：发动机电磁阀得电

时刻为时间零点，在 ( ts，( ton - 0.2 ) )的时间区间内取平

均值，按式（1）计算。稳态试车时，需对室压参数进

行零位修正。按液体火箭发动机试验数据［20］零位修

正的相关规定进行计算。

-p c =
∑
ts

ton - 0.2 ( p c - p cz + pB )
( )ton - 0.2 - ts × S + 1

（1）

式中 p c 为室压瞬时值 ，MPa；p cz 为室压零位 ，

MPa；-p c为稳态室压数据平均值，MPa；pB 为大气压实

测值，MPa；ton为发动机电磁阀工作时间，s；ts为平均

值取值开始时间点，s，当点火时间<20s时，ts = ton /2；S
为采样速率，Hz。
2.4 试验对象

300N发动机由电磁阀和推力室组成，推力室由

头部、分解室与喷管三部分组成，结构如图 3所示。

推力室工作时催化剂对推进剂进行催化分解生成高

温、高压燃气，经喷管高速喷出产生推力。在推力室

启动过程中，推进剂自头部喷注进入分解室催化床，

发生一系列复杂的物理变化和化学反应，主要包括

推进剂对头部腔道的充填、进入催化剂床并浸润催

化剂表面、催化剂对推进剂的分解（催化分解及热分

解）等过程［21］。发动机低温工作过程中与常温启动

过程一致，仅由于低温推进剂温度更低，催化剂活化

能位较低，因此反应不易进行，从而对 300N的工作带

来不利影响。

2.5 试验工况

为研究温度对 300N发动机启动特性的影响，选

取-50，-30，-20以及 30℃四种温度工况进行试验，实

际工况见表 1。同时为研究不同催化剂活性差异对

300N发动机启动特性的影响，选取 CHJ-1，CHJ-2以

及 CHJ-3三种不同批次催化剂进行试验，六个试验

工况如表 1所示。

3 结果及讨论

3.1 低温对300N发动机启动特性的影响

为充分研究低温对 300N发动机启动特性的影

响，选定-50℃作为低温极限工况。实际 Case A的低

温条件达到-48℃，Case A中发动机初次点火过程中

电磁阀开启的全程时间范围内均未检测到室压，即

催化床处未正常发生催化分解反应，电磁阀关机后

214.5ms产生催化分解的室压尖峰。在后续的再次低

温点火试验过程中，发动机一启动便爆炸从而导致

喷注器和身部解体，同时喷注器在强大的爆炸力作

用下产生严重变形，如图 4所示。

Case A~D的发动机工作性能曲线如图 5所示。

Fig. 3 3D model of the 300N engine

Table 1 Low temperature experimental cases of the 300N

engine

Case
A
B
C
D
E
F

Batches of
catalyst
CHJ-1
CHJ-1
CHJ-1
CHJ-1
CHJ-2
CHJ-3

Temperature of the
catalyst bed/℃

-48.0
-31.0
-20.9
30.1
-30.2
-30.5

Temperature of
the propellant/℃

32.0
32.0
32.0
32.0
32.0
32.0

Fig. 4 300N engine after two low temperature ignition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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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5中 Case A分析可知，电磁阀从开启到关闭，共

经历 2000ms时长，发动机的室压及温度未发生变化，

说明发动机在电磁阀开启的全程时间范围内都未发

生催化分解反应，没有建立室压。而发动机工作起

活时间 t10为 2214.5ms，且产生了 4.428MPa的压力峰，

说明推进剂进入发动机内腔，在没有室压建立的条

件下，受推进剂低温粘性增加，催化剂活性下降等因

素的影响，催化剂对推进剂的分解速率下降，从而造

成了超过 2000ms的催化分解延迟现象。发动机通过

2s点火时序后，温升为 35℃。

由图 5中 Case B分析可知，单组元 300N发动机

经历低温-31℃条件点火考核，电磁阀从开启到关闭，

共经历 150ms时长，发动机的室压及温度在 171.5ms
时刻产生了 10.217MPa的压力峰。发动机温升仅

33℃。相比于 Case A，本次低温点火温度提高了

17℃，但本次低温启动的室压尖峰却高于 Case A的

5.789MPa。从两种工况的起活时间 t10来分析，随着

低温点火温度的升高，反应时间明显加快。起活时

间 t10表征了催化剂的初始活性，理论上其时间越快，

积存的推进剂的量越少，越不易产生室压尖峰值。

从两次试验结果可以看出，该型催化剂与单推-3推
进剂在-30℃条件下，存在催化分解反应的拐点。温

度再随之降低，易出现催化分解不进行的情况。同

时，两种工况的发动机温升值基本一致现象，经分析

可知，温度值代表了发动机内部分解产生能量的大

小，其受分解推进剂的量和分解效率决定，Case B相

比于 Case A的推进剂供应时间明显缩短，但受低温

条件对推进剂粘性的影响，推进剂的供应量无法准

确测量和计算，但其反应的速率明显高于 Case A，其
分解效率应明显高于 Case A。因此，当推进剂受低温

条件影响，推进剂的供应量会明显下降，且推进剂的

分解效率也会下降，造成发动机变形的能量为耗散

的能量，不能在低温试验过程中被采集到。

由图 5中 Case C分析可知，单组元 300N发动机

经历低温-21℃条件点火考核。电磁阀从开启到关

闭，共经历 2000ms时长，发动机起活时间明显延长，

室压尖峰值为 4.013MPa，发动机温升为 50℃。相比

于 Case B可知，从起活时间 t10分析，发动机随着启动

温度的升高，发动机催化反应时间明显加快，由于反

应时间加快，推进剂积存减少，产生的室压尖峰明显

降低。同时，在相同的时间条件下，发动机温升较

Case B有所提升，证明当启动温度升高过程中，发动

机对推进剂的分解效率也随之提升。

由图 5中 Case D分析可知，单组元 300N发动机

常温启动工况，电磁阀从开启到关闭，共经历 200ms
时长，发动机起活时间 t10为 54ms。但发动机温升不

Fig. 5 Variation of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in catalyst bed (case A ~ cas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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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仅 12℃。且温升速度相较于其余 3个工况呈现出

了缓慢爬升的现象。经分析，常温启动工况发动机

催化反应较为平稳，没有压力的瞬间释放过程，因

此温度变化相对平稳，且发动机处于自然对流环

境中，温度的上升时间延长，对受对流换热影响下

发动机的温度产生影响，因此发动机工作至温度

平衡点处时，温升为 30℃，低于瞬时释放工况的 30
～50℃。

温度是影响单推-3推进剂化学反应速率的重要

因素，通过阿伦尼乌斯公式［22］计算可以得到温度对

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计算表明，20℃时肼分解反应

速度是 -20℃的 2949.46倍，是 -30℃的 29789.63倍，

在-40℃条件下其动力学反应速率将会更低。单推-3
推进剂是由肼、硝酸肼和水组成的混合物，其催化分

解过程更为复杂，低温条件下还存在成分析出等问

题，分解速率的影响规律难以预测。通过图 5可知，

随着发动机启动温度的升高，发动机催化反应活性

明显提高，且呈现出指数分布规律，通过于表征肼分

解反应速度阿伦尼乌斯方程相对比，提出了适用于

300N发动机低温启动特性的修正方程，其中根据不

同工况电磁阀开启时间不一致问题，方程修正过程

中，需要将电磁阀的响应时间 t1去除，通过总结，可以

得到

t10 = p
A·pDT - 3 ·e

Ea·T/R + t1 = 4.199 × 1015·e-0.1265·T + t1
（2）

式中 A为前因子；Ea为表观反应活化能；R为摩尔

气体常数，8.314J/（mol∙K）；T为反应温度，223~303K；
pDT-3为单推-3的饱和蒸汽压。

由于单推-3为混合物，其中 A，Ea以及 pDT-3的参

数无法直接获得，通过多次低温试验总结，得到公式

所示系数。

由图 6分析可知，通过修正方程计算得到的 t10起

活时间与试验得到 t10起活时间吻合度较高。但推力

室室压尖峰值与反应时间没有呈正相关关系，可见

推力室室压尖峰的产生与积存推进剂量相关，而推

进剂的积存与推进剂的供应状态直接相关，且受推

力室室压影响，推进剂供应受限，因此室压尖峰值存

在一定的随机性。

3.2 催化剂活性差异对 300N发动机低温启动特性

影响

Case E和 F的低温启动点火性能曲线如图 7所
示。由图 5中 Case B，图 7，结合表 2分析可知，三种

工况除装填催化剂的批次不同外，其余发动机状态

和试验状态全部一致。从 Case B，E和 F可以明显看

出，三种不同批次的催化剂，发动机初始反应活性不

同，CHJ-2和 CHJ-3的反应活性明显优于 CHJ-1催化

剂。从发动机设计角度分析，三种催化剂为相同的

头部喷注结构和催化剂床结构，因此头部喷注速度

一致，催化剂床载荷一致。但由于催化剂为非金属

载体浸渍、焙烧活性金属结构，不同批次催化剂的比

表面积、活性金属含量、吸附氧或水蒸汽等含量势必

会存在差异，这些潜在差异的共同作用致使不同批

Fig. 6 Low temperature start characteristics of 300N

engine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Fig. 7 Variation of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in catalyst bed (case E and cas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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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催化剂的低温活性存在差异。针对 300N发动机装

填不同批次催化剂进行低温试验的结果差异性的具

体机理，有待相关研究人员进一步开展催化剂层面

的低温试验分析及表征，从而获取影响催化剂低温

性能的主要影响因素。

3.3 低温对电磁阀响应特性的影响

通过 Case E试验结果，发现电磁阀关闭存在延

迟的情况，为进一步研究低温对电磁阀响应特性的

影响，补充开展了五次低温试验，如表 3所示。统计

多轮次低温试验的电磁阀开启和关闭响应时间（如

图 8），可以发现低温试车中阀门关闭时间为 45～
257ms，相比于电磁阀单机常温状态下进行关闭响应

时间测试结果 34.0~38.1ms，存在明显延时。

经分析，导致阀门延时关闭的因素有三个：

（1）低温对阀门电磁吸力影响。试验结果表明，

低温对电磁阀的开启时间无影响，随低温温度的波

Fig. 8 Response curves of the electromagnetic valves for multiple low temperature experiments

Table 2 Low temperature experimental results for different kinds of catalysts

Case
B
E
F

Catalyst batche
CHJ-1
CHJ-2
CHJ-3

Temperature of the
propellant/℃

32.0
32.0
32.0

Temperature of the
catalyst bed/℃

-31.0
-30.2
-30.5

Activation time
t10/ms
171.5
87.5
80.5

Peak of combustion
chamber pressure pcmax/MPa

10.217
1.596
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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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电磁阀的开启时间无延迟现象；低温对电磁阀的

关闭时间影响明显，低温条件下电磁阀关闭时间 45~
257ms，相比于常温试验得到关闭响应时间为 45.4~
49.4ms，存在明显的延迟现象。且仅 Case H电磁阀

的关闭响应时间较快，与常温试验结果基本一致。

（2）背压对阀门延时关闭影响。如图 8中 Case H
所示，仅此工况电磁阀关闭时间较短，分析由于发动

机起活时间 t10较长，推力室室压未影响电磁阀的关

闭，因此阀门关闭过程未受影响，关闭响应时间 t2与

常温特性无差异。其余工况在电磁阀关闭过程中，

存在背压 0.8～1.6MPa的情况。

（3）低温推进剂粘度对阀门延时关闭影响。图 8
Case G～K电磁阀响应与电磁阀单机试验相比较，最

重要为流动介质的差异，低温试验的工作介质为单

推-3，冰点为-30℃，随温度的降低，推进剂的粘度增

大，导致阀门关闭过程中流阻增大，从而导致阀门关

闭延迟。

4 结 论

本文对单组元 300N发动机低温工作异常问题的

成因进行了模拟真实飞行工况的试验研究，通过开

展不同温度条件、不同催化剂批次以及发动机电磁

阀低温响应特性试验，得到结论如下：

（1）点火前发动机催化床温度是导致发动机启

动发生故障的主要影响因素，-48℃条件下，催化剂未

能有序催化分解单推-3推进剂，导致发动机爆炸；且

发动机仅可经历一次低温启动工况。-30℃条件下起

活时间为 80.5～87.5ms，发动机可正常启动，且启动

温度与起活时间呈指数关系。

（2）受催化剂批次影响，装填不同批次催化剂的

300N发动机低温工作性能不同，以 CHJ-1批最为明

显，催化剂活性差将直接对起活时间 t10产生不良影

响。不同批次催化剂低温起活时间 t10的差异可达

91ms。起活时间 t10的延长，易导致启动压力峰 pcmax
增大。

（3）低温试验过程中，发动机电磁阀关闭受低温

推进剂粘性影响和背压的影响，产生了明显的迟滞

关闭现象，延迟时间约为 100ms，对发动机在轨飞行

的精准控制将产生一定影响。

为降低 300N发动机的低温启动工作风险，提高

工作可靠性，需优化发动机启动温度并加严催化剂

批次质量控制。同时针对催化剂批次影响，需进一

步开展催化剂相关物性参数对发动机低温工作性能

影响的深层次机理研究。

致 谢：感谢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民用航天“十三五”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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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合成煤油GN-1性能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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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天试验技术研究所 航天绿色推进剂研究与应用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74）

摘 要：为了获得高能合成煤油（GN-1煤油） 物化性能随温度和压力的变化规律，掌握GN-1煤油

与现役火箭煤油在应用特性方面的差异，采用理论计算和实验方法，对GN-1煤油在物化性能 （密度、

黏度、定压比热容、导热系数、表面张力） 变化规律、安全特性 （闪点、自燃温度、燃点、爆炸极限、

毒性）、流动传热与结焦特性以及点火延迟特性进行了研究，并与火箭煤油进行了对比。通过实验研究

得到了最高温度不超过200℃，最高压力不超过25MPa下GN-1煤油的密度、黏度、定压比热容、导热系

数、表面张力实验数据，结合理论计算，获得了GN-1煤油在-40~350℃，0.1~60MPa内热物性变化规律，

并与火箭煤油进行了对比。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GN-1煤油的闪点为 40℃（低于火箭煤油闪点

74℃），自燃温度为 305℃（高于火箭煤油自燃温度 225℃），燃点为 47℃（低于火箭煤油燃点 82℃），爆

炸极限为 0.44%～2.9%（40℃），GN-1煤油和火箭煤油急性经口毒性 LD50＞5000mg/kg。在入口压力

10MPa，流速 10m/s，内壁温 480℃条件下，GN-1煤油的传热系数比火箭煤油提高 14.4%。在采用

GH3128高温合金管条件下，GN-1煤油出口油温220℃时试验段平均结焦速率是出口油温150℃时的4.43
倍，GN-1煤油 316L不锈钢管路中试验段平均结焦速率为GH3128高温合金管路中的 22.3%。在 970～
1105K内，GN-1煤油的点火延迟时间为火箭煤油的55.6%～69.3%。

关键词：高能合成煤油；GN-1；液氧/煤油；理化性能；安全性能；流动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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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of High Energy Synthetic Kerosene GN-1

ZHANG Xing，YAO Chuan-qi，JIANG Rong-pei，YOU Yue，SUN Hai-yun，FANG Tao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for Aerospace Green Propellants，

Beijing Institute of Aerospace Testing Technology，Beijing 100074，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obtain the change law of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high-energy synthet⁃
ic kerosene（GN-1 kerosene）with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and to grasp the difference in application character⁃
istics between GN-1 kerosene and rocket kerosene in service，theoretical calculations and experimental method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density，viscosity，constant pressure specific heat
capacity，thermal conductivity，surface tension）change law，safety characteristics（flash point，spontaneous
combustion temperature，ignition point，explosion limit，toxicity），flow heat transfer and coking characteristics，
and ignition delay characteristics，which were compared with rocket kerosene. The experimental data of density，
viscosity，specific heat capacity，thermal conductivity and surface tension of GN-1 kerosene at the highest tem⁃
perature not exceeding 200℃ and the highest pressure not exceeding 25MPa were obtained through experi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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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change laws in the range of -40~350℃，0.1~60MPa of GN-1 ker⁃
osene were obtained by theoretical calculations，which were compared with rocket kerosene. In addition，the re⁃
search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flash point of GN-1 kerosene is 40℃（lower than that of rocket kerosene 74℃），

the spontaneous combustion temperature is 305℃（higher than that of rocket kerosene 225℃），and the ignition
point is 47℃（lower than that of rocket kerosene 82℃），the explosion limit range of GN-1 kerosene is 0.44%~
2.9%（40℃），the acute oral toxicity LD50 values of GN-1 kerosene and rocket kerosene are both over 5000mg/kg.
At an inlet pressure of 10MPa，a flow rate of 10m/s，and the inner wall temperature of 480°C，the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of GN-1 kerosene is 14.4% higher than that of rocket kerosen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using GH3128
high temperature alloy pipe，the test section average coking rate at the outlet oil temperature of GN-1 kerosene at
220℃ is 4.43 times that of the outlet oil temperature at 150℃. The test section average coking rate of GN-1 kero⁃
sene in the 316L stainless steel pipeline is 22.3% that in the GH3128 high temperature alloy pipeline. In the tem⁃
perature range of 970～1105K，the ignition delay time of GN-1 kerosene is 55.6%～69.3% that of rocket kero⁃
sene.

Key words：High-energy synthetic kerosene；GN-1；Liquid oxygen/kerosene；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Safety properties；Flow heat transfer

1 引 言

火箭煤油具有绿色环保、常温可贮存等优点，用

于大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提升煤油能量性能，进

而提高火箭发动机比冲和火箭运载能力是新型火箭

煤油研制的重要发展方向。俄罗斯早期研制了 T-1，
RG-1等石油基火箭煤油，并在联盟等型号上得到了

成功应用［1］。为了进一步提升发动机性能，俄罗斯在

20世纪 60年代首次合成出了具有更大密度和更高比

冲（比 RG-1煤油提高 7s以上）的张力环燃料 синтин
（syntin）［2-3］。синтин煤油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规模

化生产，后用于联盟 U2运载火箭，使联盟 U2火箭的

载荷得到有效提升，成功发射了联盟 TM飞船、进步

号货运飞船以及第六代照相侦查卫星；此外，синтин
煤油还用于 RD-0124A，上面级液氧煤油发动机 RD-
58M性能提升，发动机比冲比石油基火箭煤油提高了

8s以上。采用 синтин煤油的型号共进行了至少 70
次飞行。синтин也是迄今为止唯一成功应用的通过

人工合成手段获得的高能火箭煤油［4-6］。

近年来，北京航天试验技术研究所研制的高能

合成煤油（GN-1 煤油）的性能达到 синтин 燃料水

平［7］。GN-1煤油的参数如表 1所示。GN-1煤油属于

人工合成的烃类燃料，主要成分性状为无色或淡

黄色透明液体，分子结构为 C10H16，平均分子量为

136g/mol，沸点 158℃，低于火箭煤油的沸程（≥188℃），

冰点低于 -70℃，进一步适配空间低温工作要求。

GN-1煤油的临界压力 2.81MPa，略高于火箭煤油的临

界压力（约 2.2MPa）。GN-1煤油单喷嘴点火试验结果

表明，GN-1煤油比现役火箭煤油的特征速度提升

2.2%［7］；2020年 4月开展了 GN-1煤油与现役火箭煤

油 180kN液氧煤油发动机整机热试车对比试验，结果

表明 GN-1煤油燃烧效率与火箭煤油相当，燃烧稳定，

发动机冷却管道内 GN-1煤油的传热效率比火箭煤油

有明显提升，GN-1煤油比冲比现役火箭煤油提高

8.5s，推算该比冲增量可使大推力运载火箭有效载荷

获得极为可观的提升，在发动机结构不进行大幅度

改动的情况下提高发动机的运载能力。

GN-1煤油尚属于国内首次工程研制，尚缺乏其

较为完整的物化性能及应用特性研究资料。充分的

性能研究数据（包括高温高压热物性、安全特性、流

动传热与结焦特性以及点火延迟性能）是发动机性

能设计基础。我国大推力液氧煤油火箭发动机采用

主动冷却换热方式，火箭发动机的工作条件通常为

高温高压，在发动机推力室主动冷却过程中，推进剂

所处环境压力最高可达数十兆帕，煤油主体温度可

以达到 250℃，换热管道液壁温超过 450℃［8］。作为新

Table 1 Parameters of GN-1 kerosene

Parameter
Average formula
Molecular weight
Boiling point/℃
Freezing point/℃

Density（20℃）/（kg/m3）
Viscosity（20℃）/（mPa·s）
Critical temperature/℃
Critical pressure/MPa

Value
C10H16
136
158
<-70
851
1.248
367.28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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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火箭燃料，GN-1煤油的性能直接影响发动机热防

护能力、输送方式和燃烧效果。

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 GN-1煤油的性能特点，掌

握 GN-1煤油与现役火箭煤油的差异，本文主要采用

实验研究和理论计算相结合的方法，开展 GN-1煤油

关键热物性、安全特性、流动传热与结焦、点火延迟

特性等研究，建立可靠的物性推算方法，并与现役火

箭煤油进行对比。

2 实验部分

实验试剂为 GN-1煤油、火箭煤油。由于目前通

用测试方法及条件限制，文中 GN-1煤油和火箭煤油

的热物性数据采用实验测试和理论计算相结合的方

式获得。

GN-1煤油和火箭煤油的密度和黏度采用西安夏

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振动弦密度黏度计进行

测定，测量范围：温度-38~110℃，压力 0.1～25MPa。
温度高于 110℃或压力高于 25MPa条件下，GN-1煤油

的密度和黏度数据均通过理论计算获得，而火箭煤

油的密度和黏度数据通过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

院（NIST）的 Supertrapp软件计算获得。

GN-1煤油和火箭煤油的定压热容测量采用西安

夏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流动型比热计进行测

定，测量范围：温度-40~120℃，压力 0.1MPa。温度高

于 120℃或压力 22MPa条件下，GN-1煤油的定压热容

数据均通过理论计算获得，而火箭煤油的定压热容

数据通过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的 Su⁃
pertrapp软件计算获得。

GN-1煤油和火箭煤油的导热系数测量采用西安

夏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热线法导热系数仪进

行 测 定 ，测 量 范 围 ：温 度 -40~200℃，压 力 0.1～
25MPa。温度高于 200℃或压力高于 25MPa条件下，

GN-1煤油的导热系数数据均通过理论计算获得，而

火箭煤油的导热系数数据通过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

研究院（NIST）的 Supertrapp软件计算获得。

GN-1煤油和火箭煤油的表面张力测量采用德国

KRUSS仪器公司生产的 BP100动态表面张力仪进行

测定，测量范围：30℃，40℃，50℃，60℃下的数据结果

为实验测定，其余实验条件下 GN-1煤油和火箭煤油

的数据均通过理论计算获得。

闪点采用 Anton Paar仪器公司生产的 PMA 500
闪点测定仪进行测定。

自燃温度采用吉林宏源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生产

的自燃温度测试仪进行测定。

燃点采用吉林宏源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的燃

点试验装置进行测定。

爆炸极限采用杭州仰仪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HWP21-30S爆炸极限测试仪进行测定。

传热试验采用电加热的方式，采用低电压、大电

流直流电的方式对管壁进行加热。实验系统如图 1
所示。本次试验条件为：入口压力 10MPa，管内径

2mm，外径 3mm，试验段为不锈钢管（316L），管长

22cm，煤油在管内流速 10m/s。

结焦试验方法如下：将 GN-1煤油以 10m/s的流

速 进 入 传 热 试 验 装 置 中 的 试 验 段 ，入 口 压 力 为

4.0MPa，出口压力为 3.2MPa，试验段管材为不锈钢管

（316L）或高温合金管（GH3128），试验段内径 1mm，

外径 2mm，管长 22cm，保持一定的出口油温，持续时

间为 1h。将试验段取下放入乙醇中浸泡 1h，后将钢

管放在 75℃烘箱中烘干；将钢管切割成 8段，每段长

3cm；通入一定氧气，在高温反应炉中煅烧（650℃恒

温），将煅烧后的尾气冷凝分离，后通入 GXH-1050E
检测仪，通过测定 CO，CO2含量计算结焦量。

点火延迟特性研究方法：在直径 100mm激波管

设备上，利用反射激波后 5区的高温环境为燃料提供

自点火源。采用监测燃料点火过程中 OH自由基的

时间历史来判断点火的发生。采用在空气流中（氧

气摩尔分数 21%）氧气/燃料质量比为 2.5的混合条件

下进行，燃料点火环境压力恒定为 0.1MPa，环境温度

970~1105K。
所有的测试结果为三次测量数据的平均值。

GN-1 煤油的密度和黏度的实验测量不确定度为

0.5%；GN-1煤油的导热系数的实验测量不确定度为

2.1%；GN-1煤油的定压热容的实验测量不确定度为

2.9%；GN-1煤油的表面张力的实验测量不确定度为

2.8%。在 0.1MPa下，火箭煤油的密度（-20~110℃）、

Fig. 1 Heat transfer test device system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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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度（-20~110℃）、导热系数（-40~200℃）、定压热容

（-40~120℃）和表面张力（30~60℃）的实验测量不确

定度分别为 0.4%，0.4%，1.9%，3.1%，2.8%。闪点、自

燃温度、燃爆炸极限的测量不确定度分别为 2.7%，

1.3%，2.7%，10%。 结 焦 量 测 量 不 确 定 度 为 9.5%。

GN-1煤油的密度的计算不确定度为 1.6%；黏度的计

算不确定度为 9.1%；导热系数的计算不确定度为

9.7%；定压热容的计算不确定度为 10.6%；表面张力

的计算不确定度为 3.9%。相应条件下火箭煤油的密

度、黏度、导热系数、定压热容和表面张力的计算值

的不确定度分别为 1.6%，1.6%，3.8%，5.7%，2.2%。

3 结果与讨论

3.1 高温高压理化性能研究

GN-1煤油的临界温度和临界压力分别为 640.43K
（367.28℃），2.81MPa。由于 0.1~10MPa之间包含了

GN-1煤油的临界点（或拟临界点），在该区域内各类

物性会随着相态的变化而出现复杂的波动。大推力

液氧煤油火箭发动机煤油管路内实际工况压力一般

大于 10MPa，因此重点研究 0.1MPa和 10~60MPa的物

性规律。

3.1.1 密 度

GN-1煤油高温高压密度数据计算主要基于比容

平 移 法 则 的 修 正 Peng-Robinson Equation（P-R 方

程）［9］。由基团贡献法计算 GN-1煤油的偏心因子 ω=
0.317。令比容平移量为 c，veos为比容计算值，vexp为比

容实验值，则 c=veos-vexp，经比容修正后的 P-R方程为

p = RT
v + c - b -

a
( v + c )2 + 2 ( v + c )b - b2 （1）

按照文献［10-11］中的针对烃类化合物的处理

方法得到 GN-1煤油在 0.1~60MPa下液相密度随温度

的变化，如图 2所示，可见相同压力条件下 GN-1煤油

密度随温度升高而降低，常压条件下，当温度高于

150℃时，GN-1煤油逐渐发生相态变化，从液相变为

气相。相同温度条件下，GN-1煤油密度随压力升高

而增加。在温度较低时，GN-1煤油的密度随压力的

变化较小，温度越高，GN-1煤油的密度随压力的变化

越显著。

图3列出了-38~200℃（0.1MPa），20~350℃（60MPa）
下的 GN-1煤油与火箭煤油密度对比。由图可见 GN-

1煤油和火箭煤油在液相时 GN-1煤油的密度始终大

于火箭煤油的密度。且 60MPa下，GN-1煤油与火箭

煤油的密度差大于 0.1MPa下两者的密度差。这主要

是由于两种煤油的结构差异，GN-1煤油为张力环结

构的单一碳氢化合物，而火箭煤油为上百种碳氢化

合物组分的混合物，包括烷烃、单环环烷烃、双环环

烷烃、三环环烷烃、烯烃和芳烃等［12］。

3.1.2 黏 度

黏度可表示为以下四种独立分量贡献值的叠加

η ( ρ,T ) = η 0 (T ) + η 1 (T ) ρ + Δη ( ρ,T ) + Δη c ( ρ,T )（2）
式中 η0（T）表示稀薄气体对于黏度的贡献值，

η1（T）ρ表示初始密度线性依存项，可由 Rainwater-
Friend理论确定，Δηc（ρ，T）表示近临界区域贡献值，

Δη（ρ，T）表示黏度剩余值，代表了流体所有其他效应

对于黏度的作用结果。本文将第二项和第三项合并

考虑，忽略第四项即临界区域贡献值。参照文献进

行黏度计算［13-14］。

GN-1煤油黏度在 0.1~60MPa下随温度的变化如

图 4所示。可见相同压力条件下，GN-1煤油黏度随

温度升高而降低，相同温度条件下，GN-1煤油黏度随

压力升高而增加。在高温区，不同压力下的 GN-1煤
油黏度趋于一致，符合碳氢燃料的黏度变化规律［15］。

-15~200℃（0.1MPa），20~350℃（60MPa）下 GN-1
煤油与火箭煤油黏度对比如图 5所示。在该温度范

Fig. 3 Comparison of liquid density data of GN-1 kerosene

and rocket kerosene at 0.1MPa and 60MPa

Fig. 2 Density variation of GN-1 kerosene with

temperature under different pres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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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相同温度和压力下，GN-1煤油的黏度始终小于

火箭煤油的黏度值。

3.1.3 导热系数

导热系数的计算采用了广义对应态原理，选择

丙烷作为参考物质，并由实验数据拟合了形状因子

等 关 键 参 数［16］。 得 到 GN-1 煤 油 导 热 系 数 在 0.1~
60MPa压力下随温度的变化关系，如图 6所示，相同

压力条件下，GN-1煤油导热系数随温度升高先降低，

之后趋于平稳。相同温度条件下，压力越高，GN-1煤
油导热系数越大。

-40~200℃（0.1MPa），20~250℃（60MPa）下的导

热系数进行了对比，如图 7所示，相同温度和压力条

件下，GN-1煤油的导热系数大于火箭煤油的导热系

数。导热系数大，有利于传热边界层内的热传导。

可以看出，压力在 10MPa以上时，导热系数随着

温度的升高先减小，后变平缓并趋于缓慢增大。实

际上该区域处于超临界态，在超临界区域范围内，导

热系数的变化规律类似于气体，是随着温度的升高

而增大的。因此，导热系数在超临界压力下随着温

度的升高先减小后缓慢增大是符合一般规律的。

3.1.4 定压热容

GN-1煤油高温高压比热容的计算采用余函数

法。三参数法 Lee-Kesler 方程（L-K方程）的余比热

容形式为

cp - c*p
R

= ( cp - c*pR )
(0 )
+ ω ( cp - c*pR )

(1)
（3）

式中等式右边的两项可分别由 pr，Tr查 L-K表格

得到［17］。采用文献中的 Joback基团贡献法［18］计算

GN-1煤油的 cp需要计算出理想气体的 cp*。因此得

到 -40~120℃（0.1MPa），-17.2~350℃（22.0MPa）下

GN-1煤油的定压热容数据对比，如图 8所示，可见，

GN-1煤油的定压热容随温度升高而增加，并且始终

略大于火箭煤油。相同温度条件下，两种煤油的定

压热容随压力升高而减小。

3.1.5 表面张力

根据参考文献［19］，烃类燃料的表面张力随温

度的变化有下列关系式

Δσ t = 27.90th ( 4Δρ t ) （4）
Δρ t = ρ20 - ρ t （5）

式中 ρ t 为给定温度下的密度，g/cm3；th ( 4Δρ t )为
双曲线函数，σ t = σ 20 - Δσ t。

Fig. 4 Viscosity variation of GN-1 kerosene with

temperature under different pressures

Fig. 5 Comparison of liquid viscosity data of GN-1

kerosene and rocket kerosene at 0.1MPa and 60MPa

Fig. 6 Thermal conductivity variation of GN-1 kerosene

with temperature under different pressures

Fig. 7 Comparison of thermal conductivity data of GN-1

kerosene and rocket kerosene at 0.1MPa and 60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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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为-38~105℃下 GN-1煤油和火箭煤油表面

张力对比结果，可见随着温度升高，煤油的表面张力

近似线性下降。当温度低于 60℃时，GN-1煤油表面

张力略高于火箭煤油，温度高于 60℃时，火箭煤油略

高于 GN-1煤油。因此，可认为火箭煤油与 GN-1煤油

的表面张力性质相当。

3.2 安全性能研究

推进剂的安全特性数据对发动机的试车和使

用，制定安全操作规程和防护准则也是非常重要的

性能参数。安全性能是推进剂制备、贮存、运输、加

注和应用等过程的基础数据［20-21］，本文主要对 GN-1
煤油的闪点、自燃温度、燃点、爆炸极限和毒性等性

能进行研究。

GN-1煤油的闪点温度为 40℃，低于火箭煤油

（74℃），GN-1煤油的发生闪火的温度阈值更低，使用

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自燃温度是燃料在没有火花

和火焰的条件下能够在空气中自燃的最低温度。燃

点是燃料在火焰点燃后至少燃烧 5s 时的最低温

度［22］。自燃温度和燃点参数对于使用过程尤其是贮

存过程至关重要。GN-1煤油和火箭煤油的自燃温度

分析对比结果如表 2所示。GN-1煤油的自燃温度为

305℃，高于火箭煤油（225℃）。对于碳氢燃料而言，

平均分子量越大，自燃温度越低［23］。GN-1煤油的分

子量为 136，低于火箭煤油（>150）［24］。因此，GN-1煤
油的自燃温度相对较高。贮存过程中热自燃风险较

低。GN-1煤油的燃点为 47℃，低于火箭煤油（82℃），

可见相比较于火箭煤油，GN-1煤油更容易点火和燃

烧。这是由于相对于火箭煤油而言，相同条件下 GN-

1煤油饱和蒸汽压更高。

GN-1煤油的爆炸极限为 0.44%~2.9%（40℃）；发

生燃爆的最低温度为 40℃，低于火箭煤油（75℃），在

应用过程中需要采用合适的安全防护手段。GN-1煤
油和火箭煤油发生燃爆的高速摄影照片如图 10所
示。可见，当两种煤油蒸气浓度为 0.5%时，40℃下

GN-1煤油发生燃爆火焰的明亮明显高于 75℃下火箭

煤油发生燃爆的火焰明亮程度，这是由于 GN-1煤油

的燃烧产生气体的温度更高。

经过急性经口毒性试验，GN-1煤油和火箭煤油

的大鼠急性经口 LD50均大于 5000mg/kg，根据《全球化

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lobally Harmonized Sys⁃

Table 2 Safety performance of GN-1 kerosene and rocket kerosene

Flash point/℃
Spontaneous combustion temperature/℃

Ignition point/℃
Explosive limits/%

Acute oral toxicity LD50/（mg/kg）

Rocket kerosene
74（±2.7%）
225（±1.3%）
82（±2.7%）

0.50-5.9（±10%）（75℃）

>5000

GN-1 kerosene
40（±2.7%）
305（±1.3%）
47（±2.7%）

0.44-2.9（±10%）（40℃）

>5000

Fig 10 Explosion phenomenon of rocket kerosene at 75℃

(the vapor concentration is 0.5% )

Fig. 9 Comparison of surface tension between GN-1

kerosene and rocket kerosene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

（atmospheric pressure）

Fig. 8 Comparison of constant pressure heat capacity of

GN-1 kerosene and rocket kerosene at 0.1MPa and 22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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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 of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ing of Chemicals，
GHS）［25］，GN-1煤油和火箭煤油均属于第五级，根据

GB 15193.3-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剂量分级，属

于“实际无毒”级［26］，由此可见，在使用 GN-1煤油过程

中的个体防护可参考或借鉴火箭煤油。

3.3 传热与结焦性能研究

推进剂在试验管中流速 v通过下式进行计算

v = 4M
ρπd2 （6）

式中 M为质量流量，ρ为进口温度压力下对应的

密度，d为试验段内径。

热流密度是通过试验段电功率间接获得

q = W
A
= UIη
πdL （7）

式中W为试验段加热电功率，A为加热段有效加

热面积，L为有效加热长度，η为加热热效率，需考虑

热损失 qloss，这里由于试验段采用了保温措施，经过前

期热量校验，热损失低于 1%，这里忽略不计，因此认

为 qloss=0。
试验时所测的试验段壁温为外壁温度，为了得

到内壁温度，需要对实际过程做一假设求解。对于

电加热圆管，忽略轴向的导热后，可简化为一个有内

热源的一维稳态导热问题。其控制方程为

1
r
d
dr ( r dTdr ) + Φλ = 0 （8）

式中 r为管半径变量，内热源Φ为单位体积所产

生 的 热 量 ，λ 为 管 材 的 导 热 系 数 ，T 的 变 化 为 0~
1000℃。

控制方程的边界条件为

-λ |
|
||

dT
dr

T = Two, r = ro
= q loss = 0 （9）

求解方程得到管内壁温度

Twi = Two + 14
Φ
λ
( r2o - r2i ) +

1
2
Φ
λ
r2o ln r iro +

q loss
λ
ro ln ror i

（10）

式中 Two为管外壁温度，ro为管外径，ri为管内径。

在管内沿流动方向的温度可按照实验测得煤油

温度与煤油焓值的关系来确定。一般情况，可认为

煤油温度沿管长方向线性增加，从而得到不同管程

处的煤油温度。

煤油的局部换热系数可由下式求得

hx = q
Twi,x - Tb,x （11）

式中 x表示距离加热段起始点出的距离，Tb，x为 x

横截面处煤油的平均温度。

由于煤油传热规律复杂，传热系数沿轴向存在

非线性及非单调性，本文中的传热系数一般指整个

试验段的平均传热系数。首先将所有热电偶所测的

外壁温计算出对应的内壁温，然后得到平均内壁温，

煤油温度取进出口铠装热电偶所测温度的平均值，

最后得到平均传热系数。

结合煤油在火箭发动机中的工况条件，开展了

GN-1煤油和火箭煤油在入口压力 10MPa，流速 10m/s
下的传热试验。该工况下 GN-1煤油与火箭煤油传热

平均对流传热系数随热流密度和内壁温的变化，如

图 11所示。可见，在热流密度（0~13MW/m2）、内壁温

（室温~480℃），GN-1煤油的对流传热系数比火箭煤

油高 7.4%~53.0%。在最高工况（流体温度 270℃，内

壁温 480℃）条件下，GN-1煤油的传热系数比火箭煤

油提高了 14.4%，同时，通过色谱检测表明，传热试验

前后的 GN-1煤油未发生裂解反应。可以判断，在火

箭发动机典型工况条件下，GN-1煤油的传热性能优

于火箭煤油。

Fig. 11 Comparison of heat transfer test results of GN-1 kerosene and rocket kerosene at an inlet pressure of 10MPa and a

flow velocity of 1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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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1煤油的传热性能优于火箭煤油主要与 GN-

1煤油的导热系数、定压热容等物性参数有关。根据

管内湍流换热实验关联式是迪贝斯-贝尔特公式 Nu=

CRenPrm，对于加热煤油类烃类流体，C较为接近，n≈
0.8~0.9，m≈0.3~0.5［27-29］。展开各参数后得到传热系

数公式为 h=C（ru）ndn-1hm-ncpml1-m，式中 r为密度，u为流

速，d为管径，h为黏度，cp为定压热容，l为导热系数。

根据以上公式，并参考文中数据，由于传热条件下

GN-1煤油的密度、定压热容、导热系数均大于火箭煤

油，因此 GN-1煤油的传热系数大于火箭煤油，GN-1
煤油的传热性能更优。

针对 GN-1煤油在各工况下的结焦量进行定量分

析。GN-1煤油不同条件下结焦分布见图 12。结焦时

间为 1h时，高温合金管条件下，GN-1煤油出口油温

220℃时，试验段最大结焦速率为 0.137µg/（cm2·s），平

均结焦速率是 0.5970µg/（cm2·s），150℃时，试验段最

大 结 焦 速 率 为 0.04µg/（cm2·s），平 均 结 焦 速 率

0.1347µg/（cm2·s）。煤油主体油温越高，平均结焦速

率越大，出口油温 220℃时最大结焦速率、试验段平

均结焦速率分别是出口油温 150℃时的 3.4倍、4.43
倍。316L不锈钢材质管路中的 GN-1煤油平均结焦

速率低于 GH3128高温合金管，316L不锈钢材质管

路 中 最 大 结 焦 速 率 、试 验 段 平 均 结 焦 分 别 仅 为

GH3128 高温合金管材质管路中的 15.6%，22.3%。

相比较于 316L不锈钢材质管路，GH3128高温合金

管中含有较高含量的 Ni元素。Ni或 Ni合金在高温

下对碳氢燃料具有明显的催化结焦的作用。因此不

锈钢材质管路中的 GN-1煤油平均结焦速率低于高温

合金管［30-33］。

烃类燃料的结焦分为热氧化结焦和热裂解结

焦，GN-1煤油的结焦量峰值出现在管中间，主要是由

于常温流入的 GN-1煤油流动过程中被逐渐加热，在

管中间达到了热氧化结焦的温度便在 GN-1煤油内的

溶解氧作用下发生了热氧化结焦，在后续的流动过

程中溶解氧被消耗殆尽，但是还尚未达到 GN-1煤油

的热裂解温度，在试验管后半段结焦速率显著下

降［34］。因此 GN-1煤油的结焦量峰值通常出现在管中

间部位。

3.4 点火延迟性能研究

对液体火箭来说，发动机主要采用点火剂点火

方式，推进剂进入燃烧室都必须立刻点火。若液体

推进剂进入燃烧室后点火延迟数毫秒时间，都会导

致过量液体推进剂进入，点燃后产生的高温气体会

超过燃烧室设计最大压力，从而引起灾难性后果。

煤油的点火延迟特性对发动机点火时序下是否发生

硬启动至关重要。同时对于研究点火性能、建立反

应动力学模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激波管可以实

现的反应压力和温度范围较广，是研究燃料点火延

迟性能的常用手段。在激波管反射激波后 5区，以点

火过程中 OH自由基在 306.5nm处特征发射光谱强度

的急剧变化作为燃料点火延迟的判断依据，从而可

以获得燃料的点火延迟时间［35-36］。

由图 13可见，在 970~1105K内，GN-1煤油的点

火延迟时间为 320~471µs，火箭煤油的点火延迟时间

为 462~841µs。GN-1煤油的着火延迟期是火箭煤油

的 55.6%~69.3%，且随着温度的升高，点火延迟期也

逐渐缩短。点火延迟期越短，发动机发生推进剂累

积的概率就越低。

4 结 论

本文研究 GN-1煤油在高温高压环境下的密度、

黏度、导热系数、定压热容、表面张力等热物性、安全

性能、毒性，并与现役火箭煤油进行了对比分析，主

要结论如下：

Fig. 13 Ignition delay time of GN-1 kerosene and rocket

kerosene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

Fig. 12 GN-1 kerosene coking distribution graph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flow velocity=1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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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测量了 GN-1煤油的密度、黏度、定压比

热容、导热系数、表面张力基本物性参数，实验的最

高压力 25MPa，最高温度 200℃。在实验数据的基础

上建立了 GN-1煤油热物性推算方法，获得了密度、黏

度、定压比热容、导热系数、表面张力等热物性变化

规律。

（2）针对安全使用特性，对比研究了两种煤油的

自燃温度、燃点、爆炸极限、急性经口毒性等安全性

质。GN-1煤油的闪点为 40℃，自燃温度为 305℃，燃

点为 47℃，爆炸极限为 0.44%~2.9%（40℃），急性经口

毒性 LD50值均大于 5000mg/kg，属于第五级化合物。

（3）入口压力 10MPa，流速 10m/s，最高内壁温

480℃下，GN-1的传热系数比火箭煤油提高了 14.4%。

GN-1煤油出口油温 220℃时最大结焦速率、试验段平

均结焦速率分别是出口油温 150℃时的 3.4倍、4.43
倍；GN-1煤油 316L不锈钢材质管路中最大结焦速

率、试验段平均结焦分别为 GH3128高温合金管材质

管路中的 15.6%，22.3%。

（4）在 970~1105K内，GN-1煤油的点火延迟时间

为 320~471µs，是火箭煤油的 55.6%~69.3%，且随着

温度的升高，点火延迟期也逐渐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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