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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传热、传质

超声速条件下亚毫米液滴的变形破碎模态

施红辉，师　顺，刘　晨，刘金宏，董若凌，俞强强 （２０１７）!!!!!!!!!!!!!!!

高温高速气流总焓接触测试法对比分析

隆永胜，朱新新，袁　竭，石友安，赵顺洪，杨　斌 （２０２８）!!!!!!!!!!!!!!!

正十四烷层流燃烧特性的实验 刘　宇，王金铎，谷　午，马洪安，曾　文 （２０３６）!!!!!!!!

贫燃预混旋流火焰ＰＩＶ和ＯＨＰＬＩＦ瞬态同步测量

张　俊，涂晓波，陈　爽，李玉栋，王林森，齐新华 （２０４６）!!!!!!!!!!!!!!!

发动机唇口电热防冰系统性能仿真 吴佩佩，晏　涛，马赛强，何　泳，任　杰 （２０５６）!!!!!!

非定常来流压力下基于ＤＭＤ方法的预冷器换热特性

姚李超，付　超，张俊强，李泽鹏，邹正平 （２０６４）!!!!!!!!!!!!!!!!!!!

全遮挡导流支板对排气系统红外特性的影响 王　浩，吉洪湖，桑学仪，王宇恒 （２０７８）!!!!!!

飞机燃油温度仿真及应用 张瑞华，刘卫华 （２０８９）!!!!!!!!!!!!!!!!!!!!!!

动力传输

套圈材料对自润滑关节轴承热力学性能的影响 邱　明，张亚涛，卢团良，庞晓旭 （２０９７）!!!!!

两次载荷分流齿轮传动构型的静力学均载特性 靳广虎，高　鹏，周镇宇，朱如鹏 （２１０４）!!!!!

高ＤＮ值滚子轴承保持架断裂分析 刘　鲁，霍　帅，郑　凯，王黎钦 （２１１５）!!!!!!!!!!

厚顶箔的箔片动压轴承性能的数值研究 王　锐，侯安平，李　忠，李路力 （２１２３）!!!!!!!!

非正交弧线齿面齿轮齿宽设计 陈　勇，冯占荣，王利霞，盛　伟，王文轩，赵玉龙 （２１３６）!!!!

气动热力学与总体设计

高速自旋飞行体的气动加热特性 张　俊，许　哲，贾广臣，刘荣忠，郭　锐 （２１４４）!!!!!!!

舰载高级教练机动力发展途径与未来趋势 彭云龙，吴　雄，丁　婷，卜振鹏 （２１５２）!!!!!!!

不同环境因素对引压管腔动态特性影响 李　博，张鹤宇，杨　军 （２１５９）!!!!!!!!!!!!

基于嵌套网格的舰载直升机流场仿真及风限图计算 谭文渊，曹义华 （２１６６）!!!!!!!!!!!



半球头体多孔逆向射流的减阻性能 樊伟杰，周　进，李世斌 （２１７６）!!!!!!!!!!!!!!

结构、强度、振动

带冠预扭涡轮叶片模态分析及动应力测试验证

袁　巍，陈国智，张红晓，张　弓，何　歆 （２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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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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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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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Ｈａｏ，ＪＩＨｏｎｇｈｕ，ＳＡＮＧＸｕｅｙｉ，ＷＡＮＧＹｕｈｅｎｇ （２０７８）!!!!!!!!!!!!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ｆｕｅ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ＺＨＡＮＧＲｕｉｈｕａ，ＬＩＵ Ｗｅｉｈｕａ（２０８９）!!

犘狅狑犲狉犜狉犪狀狊犻犿犻狊狊犻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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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ａｒｉｎｇ ＱＩＵ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ａｔａｏ，ＬＵＴｕａｎｌｉａｎｇ，ＰＡＮＧＸｉａｏｘｕ （２０９７）!!!!!!!!

Ｓｔａｔｉｃｌｏａｄｓｈａｒ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ｔｗｉｃｅｌｏａｄｓｐｌｉｔｇｅａｒ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ＪＩＮＧｕａｎｇｈｕ，ＧＡＯＰｅｎｇ，ＺＨＯＵＺｈｅｎｙｕ，ＺＨＵＲｕｐｅｎｇ （２１０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ｏｌｌｅｒ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ａｇｅｂｒｏｋｅｎｕｎｄｅｒｈｉｇｈＤＮｖａｌｕｅ

ＬＩＵＬｕ，ＨＵＯＳｈｕａｉ，ＺＨＥＮＧＫａｉ，ＷＡＮＧＬｉｑｉｎ （２１１５）!!!!!!!!!!!!!!!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ａ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ｉｌｂｅａｒ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ｉｃｋｔｏｐｆｏｉｌ

ＷＡＮＧＲｕｉ，ＨＯＵＡｎｐｉｎｇ，ＬＩＺｈｏｎｇ，ＬＩＬｕｌｉ（２１２３）!!!!!!!!!!!!!!!!

Ｔｏｏｔｈｗｉｄｔｈ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ｎｏｎ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ａｒｃｔｏｏｔｈｆａｃｅｇｅａｒ

ＣＨＥＮＹｏｎｇ，ＦＥＮＧＺｈａｎｒｏｎｇ，ＷＡＮＧＬｉｘｉａ，　　　!!!!!!!!!!!!!!!!!

ＳＨＥＮＧＷｅｉ，ＷＡＮＧＷｅｎｘｕａｎ，ＺＨＡＯＹｕｌｏｎｇ （２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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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ＸＵＺｈｅ，ＪＩＡＧｕａｎｇｃｈｅｎ，ＬＩＵＲｏｎｇｚｈｏｎｇ，ＧＵＯＲｕｉ（２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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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ＮＧＹｕｎｌｏｎｇ，ＷＵＸｉｏｎｇ，ＤＩＮＧＴｉｎｇ，ＢＵＺｈｅｎｐｅｎｇ （２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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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ＮＷｅｉｊｉｅ，ＺＨＯＵＪｉｎ，ＬＩＳｈｉｂｉｎ （２１７６）!!!!!!!!!!!!!!!!!!!!!!

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犛狋狉犲狀犵狋犺犪狀犱犞犻犫狉犪狋犻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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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ＵＡＮＷｅｉ，ＣＨＥＮＧｕｏｚｈｉ，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ｘｉａｏ，ＺＨＡＮＧＧｏｎｇ，ＨＥＸｉｎ （２１８６）!!!!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ｓｉｇｎ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ｒＴＣ１１ｔｉｔａｎｉｕｍｂａｒａｎｄｆｏｒｇｉｎｇａｔｒｏｏ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ＺＨＯＮＧＢｉｎ，ＭＡＳｈａｏ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Ｓｈｉｃｈａｏ，ＪＩＡＯＺｅｈｕｉ，　　　!!!!!!!!!!!

ＨＵＡＮＧＺｉｌｉｎ，ＨＥＹｕｈｕａｉ（２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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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狅犮犽犲狋犈狀犵犻狀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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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Ｋａｉ，ＬＥＩＦａｎｐｅｉ，ＹＡＮＧＡｎｌｏｎｇ，ＹＡＮＧＢａｏｅ，ＺＨＯＵＬｉｘｉｎ （２２２３）!!!!!!

犃狌狋狅犮狅狀狋狉狅犾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ｔｕｒｎｉｎｇｓｑｕａｒｅｉｎｔｏｃｉｒｃｌｅ”ｆｏｒｖａｌｖｅｈｏｌｅ ＳＵＺｈｉｓｈａｎ，ＬＩＨｕａｃｏｎｇ （２２３５）!!!!



书书书

第３５卷 第１０期

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

航空动力学报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犲狉狅狊狆犪犮犲犘狅狑犲狉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１０


Ｏｃｔ．２０２０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０５５（２０２０）１０２０１７１１　　　　　　　　犱狅犻：１０．１３２２４／ｊ．ｃｎｋｉ．ｊａｓｐ．２０２０．１０．００１

超声速条件下亚毫米液滴的变形破碎模态

施红辉１，师　顺１，刘　晨１，刘金宏２，董若凌１，俞强强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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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超声速气流中液滴变形破碎行为为研究内容，对水平激波管中承受激波冲击的亚毫米水液滴

（０．４４～１．０９ｍｍ）变形破碎过程进行了观测，实验激波马赫数范围为１．０７～２．１１。利用纹影法，结合高分辨

率高速相机对不同破碎模态下液滴的变形破碎特征进行了记录，得到了袋状、多模态、剪切和爆炸式等破碎模

式下的液滴纹影图像，分析了液滴运动参数的时空关系。得出了液滴变形阶段，液滴无量纲横向变形宽度以

及液滴无量纲迎风面位移随无量纲时间的变化发展规律，并且得出在液滴初始直径相同时，不同液滴破碎模

式的无量纲最大横向变形宽度的变化，其中袋状、多模态、剪切破碎模式的无量纲横向最大变形宽度均在

１．１５～１．６１范围内变化，爆炸式破碎模式的无量纲横向最大变形宽度均在０．２１～０．６８范围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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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器、水下推进及减阻技术研究。

通信作者：董若凌（１９７４－），男，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湍流及两相流的传热、传质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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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ｎｇｈｕｉ，ＳＨＩＳｈｕｎ，ＬＩＵ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ｓｕｂ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ｅｒ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ｕｎｄｅｒｓｕｐｅｒｓｏｎｉｃｃｏｎ

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０，３５（１０）：２０１７２０２７．

犇犲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犳狉犪犮狋狌狉犲狆犪狋狋犲狉狀狊狅犳狊狌犫犿犻犾犾犻犿犲狋犲狉犱狉狅狆犾犲狋狊

狌狀犱犲狉狊狌狆犲狉狊狅狀犻犮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

ＳＨＩＨｏｎｇｈｕｉ
１，ＳＨＩＳｈｕｎ１，ＬＩＵＣｈｅｎ１，ＬＩＵＪｉｎｈｏｎｇ２，

ＤＯＮＧＲｕｏｌｉｎｇ
１，ＹＵＱｉａｎｇｑｉａｎｇ１

（１．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ＳｃｉＴｅｃ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３１００１８，Ｃｈｉｎａ；

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Ｆｌｕｉ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Ｃｈｉｎａ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ｈｙｓｉｃｓ，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Ｓｉｃｈｕａｎ６２１９００，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ｕｎ

ｄｅｒｓｕｐｅｒｓｏｎｉｃ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ｕｂ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ｅｒｗａｔｅｒ

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０．４４－１．０９ｍｍ）ｕｎｄｅｒｓｈｏｃｋｗａ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ｉｎａ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ｓｈｏｃｋｔｕｂｅ．Ｔｈｅｓｈｏｃｋ

Ｍａｃｈｎｕｍｂｅｒｒａｎｇｅｗａｓ１．０７－２．１１．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ｃｈｌｉｅｒｅ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

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ｃａｍｅｒａｔｏｒｅｃｏｒｄｔｈ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ｒｕｓｈｍｏｄｅｓ，ｔｈｅ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ｔｒｅａｋ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ｂａｇｓｈａｐｅｄｃｒｕｓｈ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ｃｒｕｓｈｉｎｇ，ｓｈｅａｒ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ｃｒｕｓ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ｓｗｅ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Ｔｈｅｄｒｏｐｌｅ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ｉｍａｇｅ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ｔｈｅｍｏ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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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ｔｈｅｄｒｏｐｌｅｔ．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ｄｒｏｐｌｅｔ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ｇ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ａｍｅ

ｔｅｒｓ，ｔｈ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ｌａｔｅｒ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ｔｈｏｆｔｈｅｄｒｏｐｌｅｔ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ｗｉｎｄ

ｗａｒ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ｄｒｏｐｌｅ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ｔｉｍｅｗｅ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Ａｎｄ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ｌａｔｅｒ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ｒｏｐｌｅｔ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ｍｏｄｅｓｗｈｅｎ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ｄｒｏｐｌｅｔｗａ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ｆｏｒｔｈｅｗｉｄｔｈ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ｔｈｓ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ｒ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ｂａｇｓｈａｐｅｄ，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ａｎｄｓｈｅａｒｃｒｕｓ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ｓｗａｓ１．１５－１．６１，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ｍａｘｉｍｕｍｔｒａｎｓ

ｖｅｒｓ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ｔｈｓ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ｒ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ｃｒｕｓ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ｗａｓ０．２１－０．６８．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ｓｈｏｃｋｔｕｂｅ；ｓｕｂ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ｅｒｄｒｏｐ；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ｃｈｌｉｅｒｅｎｍｅｔｈｏｄ；ｂｒｏｋｅｎｍｏｄｅ

　　液滴突然暴露在超声速气流环境中的变形和

破碎是经典的多相流体力学问题，涉及可压缩气

体动力学、界面稳定性、界面动力学演化等多个研

究领域。此类现象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和工程应

用中，如雨滴与高速飞行器相遇后的破碎模式对

飞行器表面涂层的侵蚀作用过程［１］；高效发动机

燃烧室内激波作用下液滴破碎雾化对燃烧过程乃

至发动机性能的影响［２］；消防领域内惰性液体介

质在激波作用下对火灾发生的预防和压制，等等。

由此可见，超声速条件下液滴的变形破碎问题具

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工程应用背景。

Ｈｉｎｚｅ
［３］经过系统性的实验确定了韦伯数

（Ｗｅｂｅｒｎｕｍｂｅｒ）为液滴破碎的决定性参数，其定

义韦伯数犠犲为惯性力和表面张力的比值，当液

滴周围流动环境的韦伯数大于临界韦伯数时，则

表明周围气流提供的气动力足够克服液滴气液界

面的表面张力，液滴将发生破碎行为。Ｌａｎｅ
［４］对

稳态和瞬态气流作用下的液滴变形破碎特征进行

了实验研究，认为液滴的破碎是由于其表面在气

流剪切作用下形成的边界层所致。Ｇｏｒｄｏｎ
［５］通

过理论分析了气动力、液滴自身表面张力和液滴

黏性力等对液滴变形破碎的影响，给出了液滴破

碎时间的预测公式。Ｒａｎｇｅｒ和Ｎｉｃｈｏｌｌｓ
［６］实验研

究了激波管内马赫数为１．５～３．５范围内液滴的

变形破碎过程，确证了液滴周围气流剪切作用与

液滴表面边界层形成因果关系，并据此建立了边

界层剥离模型。Ｒｅｉｎｅｃｋｅ和 Ｍｃｋａｙ
［７］将液滴破

碎实验中的马赫数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通过纹影

法得到了水液滴在马赫数为３～６条件下的变形

破碎图像，分析得到了液滴破碎的无量纲时间随

激波马赫数变化的趋势，即：在其他初始条件相同

或相近时，液滴破碎的无量纲时间随激波马赫数

的增大而减小。Ｔｅｍｋｉｎ等
［８］对就激波管中的液

滴运动学问题进行了实验研究，通过对液滴位移

数据的拟合计算得到了液滴速度、加速度以及阻

力系数等相关运动参数。Ｔｈｅｏｆａｎｏｕｓ等
［９１３］开创

性地将激光诱导荧光技术（ｌａｓｅｒｉｎｄｕｃｅｄｆｌｕｏｒｅｓ

ｃｅｎｃｅ，ＬＩＦ）运用到高速气流条件下液滴变形破碎

的实验观测中，发现了更多的液滴变形破碎细节，

避免了传统纹影／阴影法对液滴变形破碎过程观

测时液雾的遮蔽影响，他们发现：在高犠犲情况

下，液滴的破碎以剪切诱导界面的剥离为主，而不

是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Ｔａｙｌｏｒ不稳定性诱导的破碎；液滴的

破碎时间受黏性效应影响。Ｍｅｎｇ和Ｃｏｌｏｎｉｕｓ
［１４］

通过数值研究了液滴在高速气流中的破碎全过

程，定性的检验了液滴破碎特征。Ｍｅｎｇ和Ｃｏｌｏ

ｎｉｕｓ
［１５］则对高速气流条件下液滴变形破碎的早

期阶段进行了数值模拟，获得液滴的扁平化和液

滴边缘尖端的产生过程。

耿继辉等［１６］通过实验和数值方法先详细分

析了激波与液滴相互作用以及液滴加速、变形和

破碎过程，又进一步研究了激波诱导的液滴内流

场性质及气液相间相互作用对液滴变形和破碎的

影响机制。金仁瀚等［１７１８］利用高速摄影对液滴变

形破碎过程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通过改变液

滴初始直径研究不同初始直径对液滴变形破碎过

程的影响，结果表明液滴发生破碎行为的临界韦

伯数随着液滴初始直径的增加而增大；研究了热

气流中单液滴剪切破碎特性，结果表明液滴初始

直径减小、气流温度增加，降低了液滴发生剪切破

碎所需最小气动力。

从以上学者的研究工作中可以发现，随着实

验技术和诊断手段的不断提升，高速气流条件下

液滴变形破碎的实验流场诊断方法已从最开始的

背景光直接拍摄发展为高速纹影／纹影法和激光

诊断法等，但受限于拍摄设备分辨率等问题，对液

滴破碎研究初始直径的范围仍以毫米级别（１．５～

３ｍｍ）为主，对亚毫米液滴的变形破碎特征研究

８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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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系统，而在众多工程应用中，亚毫米液滴均有

存在甚至占大多数，如在航空发动机的燃烧室中，

燃油二次雾化后的液滴尺寸均小于一个毫米，为

此，开展激波作用下亚毫米液滴变形破碎行为和

机理研究极具价值。

１　实验装置及方法

本文实验在横截面为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的水

平激波管中进行，激波管由驱动段、被驱动段、测

试段组成，各段之间通过螺丝紧固件进行固定，驱

动段和被驱动段总长度为１１ｍ，设计大尺度的激

波管是因为足够大的横截面可以降低壁面效应对

实验的影响，而较长的驱动端和被驱动端可有效

地保证反射激波和稀疏波不对液滴的变形破碎产

生干扰。整个实验系统结构如图１所示，分为激

波管、高速纹影测试系统、破膜系统、液滴发生器

和时序控制系统等，其中ＤＧ５３５为延时同步机。

高速相机为Ｐｈａｎｔｏｍ 高速摄像机，拍摄频率为

１００ｋＨｚ，即幅间隔为１０μｓ，分辨率为１２８０像素×

８００像素。各装置间通过电触发线连接，利用时

序控制系统对不同系统间的时序进行设置。实验

时，根据实验工况需求在驱动端通过高压气瓶充

入不同压力的氮气，通过控制充气压力来调节激

波马赫数。驱动段和被驱动段通过装有电阻丝的

破膜圆盘和塑料薄膜隔离，圆盘与破膜机连接，通

过高压电流的热效应瞬间加热电阻丝实现塑料薄

膜破裂。破膜后形成的激波沿犡 轴正方向传播，

在测试段开有光学玻璃窗口处与液滴发生器产生

的亚毫米液滴相遇，发生相互作用。亚毫米的液

滴通过如图２简单的气动式液滴发生装置产生，

图１　实验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ｖｉｃｅ

图２　液滴发生器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主要装置包括储液柱、气腔和电磁阀，储液柱下部

开有圆锥形小孔可插入毛细管，毛细管直径有

１００μｍ和１５０μｍ。储液柱上部开有气腔，外接气

管与气瓶连接，通过截止阀调控压力控制流量动

量，从而控制液滴产生的直径和间距，选取稳定的

液滴进行实验，本文实验中液滴初始直径在

０．４４～１．０９ｍｍ范围内。通过纹影法对激波作用

下液滴的变形破碎过程进行观测并利用高速摄影

系统记录所得到高分辨率的实验图像。激波速度

是通过实验段上的压力传感器测得。

实验工况参数如表 １ 所示，液滴直径在

０．４４～１．０９ｍｍ之间。表１中，犠犲
［３］采用惯性力

与表面张力之比

９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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犠犲＝
ρｇ犱０狌

２
ｇ

σ
（１）

犕犪＝
犞
犪

（２）

式中ρｇ 为波后气体密度，犱０ 是初始液滴直径，狌ｇ

是波后气流速度，犪为当地声速，σ为液体的表面

张力，下同。表１中，犞 表示来流气流速度，犕犪

表示马赫数，犠犲表示韦伯数。实际值与测量值

之间的存在一定的误差，经计算分析，其误差为

１．７５％～３．５％，在实验允许的误差范围内。熊红

平等［１９］已给出了实验误差约为３．２％。

表１　实验参数及工况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犪狀犱狑狅狉犽犻狀犵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狋犪犫犾犲

工况 犱０／ｍｍ 犞／（ｍ／ｓ） 犕犪 ρｇ／（ｋｇ／ｍ
３） 狌ｇ／（ｍ／ｓ） 犠犲

Ｂ１ ０．６７ ３７２．８０ １．０７ １．３２ ４１．５２ ２１

Ｍ１ ０．７２ ３８０．４８ １．１０ １．３７ ５３．１２ ３８

Ｍ２ ０．８８ ３８０．４８ １．１０ １．３７ ５３．１２ ４６

Ｍ４ ０．７４ ３８０．４８ １．１０ １．３７ ５３．１２ ３９

Ｍ５ ０．８１ ３８０．４８ １．１０ １．３７ ５３．１２ ４３

Ｓ１ １．０９ ４０６．８０ １．１７ １．５２ ９１．００ １８８

Ｓ２ ０．６８ ４０３．５１ １．１６ １．５０ ８７．６３ １０８

Ｃ１ ０．８４ ４７２．５９ １．３６ １．９１ １８０．７３ ７２０

Ｃ２ １．０９ ４４０．７９ １．２７ １．７２ １３９．６２ ５０１

Ｃ３ ０．６８ ５０７．６８ １．４６ ２．１１ ２２４．２４ ９９６

Ｃ４ ０．７０ ５０７．６８ １．４６ ２．１１ ２２４．２４ １０２２

Ｃ５ ０．６７ ５０７．６８ １．４６ ２．１１ ２２４．２４ ９７１

Ｃ６ ０．８８ ５０７．６８ １．４６ ２．１１ ２２４．２４ １２７７

Ｃ７ ０．８９ ５０７．６８ １．４６ ２．１１ ２２４．２４ １３０３

Ｃ８ ０．７２ ４６４．９１ １．３４ １．８６ １７１．６８ ５４３

Ｃ９ ０．９３ ４６４．９１ １．３４ １．８６ １７１．６８ ７０２

Ｃ１０ ０．７０ ５７２．３７ １．６５ ２．４９ ３０１．８２ ２１８２

Ｃ１１ ０．９６ ５７２．３７ １．６５ ２．４９ ３０１．８２ ３０００

２　实验结果

以表１中工况Ｂ１为例，对水液滴的袋状变

形破碎现象进行描述，整个液滴的变形破碎特征

如图３所示。气流方向，从右到左，初始时刻狋＝０

μｓ为激波刚扫过液滴的时刻，由于液滴变形需响

应时间，在图形中并未观测到液滴形貌的变化，液

滴仍呈球形；狋＝１６μｓ时，在激波的作用下，液滴

表面波开始生成；１７６～７５２μｓ期间，由于迎风面

和背风面之间的压差存在，液滴沿气流方向压缩

变形，在垂直气流方向上拉伸，最终形成圆盘形

状；从狋＝９４４μｓ时刻开始，液滴中心向气流的下

游方向凹陷，袋开始发展；狋＝１２８０μｓ时刻可以看

到明显的袋已经生成，此时袋内仍处于高压状态，

袋状结构并不稳定，并且在狋＝１５０４μｓ时刻呈现

出了一个锚状环，在气流作用下最终破碎成许多

小水滴。

当犠犲进一步增加，液滴变形破碎模态转化

为多模态破碎，以工况 Ｍ１为例，如图４所示。气

流方向，从右到左，０～３６８μｓ期间依旧为液滴的

扁平化过程，狋＝７６８μｓ时刻，液滴主体部分变形

演化为中间凸起边缘平坦的帽状结构，明显不同

于袋状破碎中液滴中心凹陷的结构；狋＝８６４μｓ时

刻，帽状结构两侧不稳定区域（韧带）逐渐演化出

花蕊状；当时间达到狋＝８６４μｓ时刻，花蕊状结构

发展出数个袋状结构，这些袋通过液丝连接并不

独立存在；狋＝１０４０μｓ时刻，花蕊状结构中的袋开

始破裂，而液核部分继续向气流的下游方向运动

并不发生破碎现象。

随着犠犲的进一步增加，液滴变形转化为剪

０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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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液滴袋状破碎特征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ｂａｇｓｈａｐｅｄｃｒｕｓｈｉｎｇ

图４　液滴多模态破碎特征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ｅｌｃｒｕｓｈｉｎｇ

切破碎。以Ｓ１工况为例，变形破碎过程如图５所

示。气流方向，从右到左，初始时刻狋＝０μｓ为激

波即将扫过液滴的时刻；０～１４０μｓ时液滴向下游

运动并压缩变形，在狋＝１４０μｓ时刻时液滴中间位

置在气流剪切作用下出现液体薄片，而迎风面呈

现扁平化；从作用时间达到２４０μｓ开始，液滴基本

完成扁平化的变形阶段，赤道区域的液体薄片开

始以比液滴基体更快的运动速度向下游运动，逐

渐有小液滴从基体和液体薄片上剥离；狋＝４４０μｓ

时刻，在气流的剪切作用下，液滴背风面开始有液

１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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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薄片产生，同时赤道附近的液体薄片不断剥离

成小液滴，严格意义上液滴的剥离并不是从液滴

基体两侧向中心剥离；从作用时间到达５２０μｓ时，

背风面液体薄片开始剥离成小液滴，持续的剥离

图５　液滴剪切破碎特征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ｈｅａｒｉｎｇｃｒｕｓｈｉｎｇ

图６　液滴爆炸式破碎特征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ｅｘｐｌａｓｉｖｅｃｒｕｓｈｉｎｇ

会形成液雾，这一现象在爆炸式破碎中更为明显。

随着犠犲的进一步增加，液滴破碎模态转化

为最终的爆炸式破碎。以Ｃ１工况为例，变形破

碎过程如图６所示。气流方向，从右到左，初始时

２２０２



　第１０期 施红辉等：超声速条件下亚毫米液滴的变形破碎模态

刻狋＝０μｓ，液滴未受到激波的作用，在液滴自身

表面张力的作用下呈球状；０～３２μｓ期间，球形液

滴激波的作用下出现了明显的变形，液滴在沿气

流运动方向尺度变小，在垂直激波运动方向上拉

伸，整体变形趋势呈现出扁平化；从激波与液滴作

用时间狋＝３２μｓ开始，液滴的背风面发展演变出

明显的环状凸起，而液滴此时的迎风面仍呈光滑

的球形液面；从约狋＝４８μｓ开始，液滴赤道附近衍

变出Ｋｅｌｖｉｎ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ＫＨ）不稳定性（ＫＨ不稳

定性是发生在存在较高切向相对速度差的流体界

面处，这种切向的相对速度差造成界面的扰动）区

域，该区域的液体在气流的剪切夹带作用下不断

向下游剥离；从６４μｓ开始，背风面的环状凸起直

径已发展到和液滴基体部分相当，凸起的顶端和

外部气流的作用下不断有小液滴从液滴基体背风

面剥离脱落，整个剥离过程持续到液滴主体部分

的破碎结束。从狋＝８０μｓ开始，液滴破碎的程度

明显加快，液滴赤道两侧的ＫＨ不稳定区域在气

流的剪切夹带作用下不断向下游区域剥离出小液

滴，可观察到此过程一直发展到约狋＝１１２μｓ，此

后液滴基体部分分解，大量的液雾形成对观察视

场内液滴的破碎行为起遮蔽的影响。在液滴破碎

的末期如图７所示，液滴的迎风面早已不再光滑，

出现一系列的尖钉结构，这是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Ｔａｙｌｏｒ

（ＲＴ）不稳定作用的结构，表明爆炸式破碎是剪切

诱导夹带机制为主的，但ＲＴ波对液滴迎风面的

作用一直存在，只是未能穿透过迎风面，这也与

Ｔｈｅｏｆａｎｏｕｓ等
［９１３］得到的结论相同。

图７　尖钉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７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ｐｉｋ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３　实验数据分析

本文通过对液滴运动参数分析，给出液滴无

量纲位移和无量纲横向宽度随无量纲时间的变化

曲线，分析液滴在沿气流方向和垂直气流方向运

动参数与犠犲、液滴初始直径等参数的关系。

无量纲尺寸以及无量纲时间如下：

狓＝
犛
犱０

（３）

犱ｃ＝
犇ｃ
犱０

（４）

τ＝
狋

狋
（５）

狋 ＝
犱０

狌ｇ ρｇ／ρ槡 ｌ

（６）

式中狓代表无量纲位移，犱ｃ代表无量纲横向变形

宽度，τ代表无量纲时间，狋 液滴的特征破碎时

间，犛代表液滴迎风面位移，狋代表变形破碎时间，

ρｌ为液体密度，犇ｃ表示液滴变形后的测量宽度犇

减去初始液滴直径犱０。

液滴加速度是通过无量纲迎风面位移随时间

变化的拟合曲线二次系数给出。

３１　袋状破碎

袋状破碎由于其低韦伯数的条件，液滴在气

流中的运动速度较慢，液滴整个变形破碎过程的

时间尺度是液滴破碎模态中最长的。通过对时间

和迎风面位移的无量纲化，得到如图８所示的液

滴的无量纲迎风面位移随无量纲时间变化的示意

图，由图中可以看出，液滴迎风面位移随时间变化

的无量纲曲线近似呈抛物线状，抛物线方程式见

式（７）；因为当液滴突然暴露在高速气流中时，气

图８　袋状破碎无量纲迎风面位移随无量纲时间变化

示意图

Ｆｉｇ．８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ｗｉｎｄｗａｒ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ｂａｇｓｈａｐｅｄｃｒｕｓｈｉｎｇ

ｗｉｔｈ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ｔｉｍｅ

流所提供的气动能主要转换为液滴变形所需的能

量，很少一部分转化为液滴运动所需的能量，导致

了液滴初始阶段的运动发展并不明显。

３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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狓＝０．８３２τ
２
－０．９５τ＋０．２５ （７）

　　在袋状破碎中，液滴在气动力作用下变形

后会演化出袋状结构，对液滴沿垂直于气流方

向的运动分析主要集中在对液滴变形阶段基

体部分横向宽度的发展和袋状结构横向增长

宽度的发展。如图９所示为液滴基体部分无

量纲横向变形宽度随无量纲时间变化的示意

图。由图中可以看出，无量纲横向宽度随无量

纲时间的变化主要分为两个线性阶段，在τ＝０

到τ＝２．６３时，无量纲横向宽度以较低的横向

增长速率增长，此阶段主要是液滴的变形阶

段；在τ＝２．６３后以较快的横向增长速率增

长，此阶段液滴完成变形阶段逐渐生长出袋状

结构，而液滴基体部分呈液环状，液环在气流

的作用下继续向下游运动并在垂直气流方向

上拉伸。值得注意的是，τ＝２．６３也是有明显

袋状结构产生的时刻，这也表明袋状结构对液

滴基体在垂直于气流方向的展开是有显著影

响的。

图９　袋状破碎无量纲横向变形宽度随无量纲时间

变化示意图

Ｆｉｇ．９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ｔｈｏｆｂａｇｓｈａｐｅｄｃｒｕｓｈｉｎｇｗｉｔｈ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ｔｉｍｅ

３２　多模态破碎

得到无量纲迎风面位移随无量纲时间变化的

示意图，如图１０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４组的

无量纲迎风面位移随无量纲时间变化趋势基本相

近，在同一时刻，犠犲越高，液滴无量纲迎风面位

移越小，表明液滴沿气流方向的运动速度随犠犲

的增大而减小。再根据犠犲的定义，由于多模态４

组工况中气流密度、波后气流速度和液滴的表面

张力系数均相同，而液滴直径分别为０．７２、０．８８、

图１０　多模态破碎无量纲迎风面位移随无量纲时间

变化示意图

Ｆｉｇ．１０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ｗｉｎｄｗａｒ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ｅｌｃｒｕｓｈｉｎｇ

ｗｉｔｈ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ｔｉｍｅ

０．７４、０．８１ｍｍ，可以得出在同一破碎模态下相同

气动力作用的条件时，液滴沿气流方向的运动速

度是随着液滴直径的增大而减小的结论。

如图１１所示为多模态破碎无量纲横向变形

宽度随无量纲时间变化的示意图。从图中可以看

出，在液滴变形的初期约τ＝０到τ＝０．１３时，液

滴无量纲横向变形宽度的变化并不明显，可认为

近似为０，结合液滴无量纲位移随无量纲时间的

变化曲线，可得知在此阶段为液滴在激波作用下

处于表面波生成阶段，并无明显的横向变形和沿

气流方向的运动。在约τ＝０．１３后，由于液滴表

面压力分布的不平衡，液滴开始变形趋于扁平化，

横向变形宽度开始随时间线性变化，此阶段一直

持续到液滴完成变形过程开始生长出袋状或羽状

结构之前。

图１１　多模态破碎无量纲横向变形宽度随无量纲时间

变化示意图

Ｆｉｇ．１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ｔｈｏｆ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ｅｌｃｒｕｓｈｉｎｇ

ｗｉｔｈ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ｔｉｍｅ

４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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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剪切破碎

剪切破碎中液滴无量纲横向变形宽度随无量

纲时间的变化主要在τ＝０至τ＝１．２，如图１２所

示，此阶段液滴为液滴的变形阶段，液滴逐渐完成

迎风面的扁平化，但赤道区域的液体薄片并未产

生。由图可以看出，在液滴早期生长阶段和末期

破碎，其横向展开速率相对较慢；而在稳定生长阶

段，其横向展开速率相对较快且近似为常数。所

以说在液滴变形阶段，无量纲横向变形宽度随无

量纲时间基本呈现线性变化。

图１２　剪切破碎无量纲横向变形宽度随无量纲时间

变化示意图

Ｆｉｇ．１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ｔｈｏｆｓｈｅａｒｉｎｇｃｒｕｓｈｉｎｇｗｉｔｈ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ｔｉｍｅ

３４　爆炸式破碎

随着韦伯数的进一步增大，液滴的破碎模态

转化为爆炸式破碎，液滴的运动更加复杂且时间

尺度上也更小，然而可以从如图１３所示的爆炸式

破碎无量纲迎风面位移随无量纲破碎时间的变化

图中看到，各工况下的变化曲线仍呈现出类似于

抛物线形状的图形，所以各工况下表面其加速度

近乎是一个定值，符合袋状破碎、多模态破碎和剪

切破碎的结论。

各工况中，Ｃ３和Ｃ５工况、Ｃ４和Ｃ１０工况的

液滴初始直径相同，犠犲分别为９９６和９７１、１０２２

和２１８２，可近似认为Ｃ３和Ｃ５工况处于同一气动

条件下，由于其相近的液滴初始直径，它们的无量

纲迎风面位移随无量纲时间的变化曲线近似相

同；Ｃ４和Ｃ１０工况的液滴初始直径相同，犠犲却

相差很大，表现在无量纲迎风面位移随无量纲时

间的变化曲线的曲线斜率，即在两者的沿气流方

向运动的加速度有很大差别，实验结果表面：在相

同液滴初始直径的条件下，犠犲越大，液滴沿气流

方向的加速度越大。为验证这一结论，选取液滴

初始直径相近的Ｃ１和Ｃ７、Ｃ９和Ｃ１１、Ｃ４和Ｃ８

工况对比，对比结果与结论相符。

图１３　爆炸式破碎无量纲迎风面位移随无量纲时间

变化示意图

Ｆｉｇ．１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

ｗｉｎｄｗａｒ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ｃｒｕｓｈｉｎｇ

ｗｉｔｈ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ｔｉｍｅ

在爆炸式破碎中，液滴在气动力作用下快速

完成变形过程，从如图１４所示的爆炸式破碎无量

纲横向变形宽度随无量纲时间变化示意图可以看

出，除Ｃ２工况外，其余工况在τ＝０．５内完成了液

滴的初期变形过程，基体部分横向宽度不再增长，

之后是在 ＫＨ 不稳定性作用机理下的赤道两侧

液滴剥离破碎过程。所有工况变形过程无量纲横

向宽度的变化基本符合线性，表明液滴在超声速

图１４　爆炸式破碎无量纲横向变形宽度随无量纲时间

变化示意图

Ｆｉｇ．１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ｔｈｏｆ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ｃｒｕｓｈｉｎｇｗｉｔｈ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ｔｉｍｅ

气流条件下的变形破碎过程中，尽管其破碎机理

５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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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破碎模态，但液滴在变形过程

（未发生破碎前）的运动趋势近似一致，并未表现

出较大差异。

４　结　论

本文以超声速条件下液滴变形破碎行为和机

理为基础，在水平激波管中实验研究了激波冲击

下亚毫米水液滴的变形破碎过程，通过高分辨率

高速相机结合纹影法对不同破碎模态下亚毫米液

滴的变形破碎特征进行拍摄记录，得到了袋状破

碎、多模态破碎、剪切破碎和爆炸式破碎模式下的

液滴纹影图像。在高韦伯数条件下，液滴破碎的

时间尺度小于低韦伯数的，而空间尺度却远大于

低韦伯数。在破碎机理方面，袋状破碎、多模态破

碎、剪切破碎中流体界面不稳定性以ＲＴ不稳定

性为主，而爆炸式破碎的机理为ＫＨ不稳定性起

主要作用的剪切诱导夹带机制，边界层的剪切剥

离现象仅存在于激波和液滴相互作用的早期，随

后液滴迎风面的光滑区域随着气流压力的增加而

减小，但始终不会被不稳定的ＲＴ波穿透，由此表

明光滑区域的产生是由于外围的剪切作用导致变

形的流体向液滴前驻点运动。

对亚毫米液滴在超声速条件下的破碎行为进

行了描述，液滴与激波相互作用作用后都会经历

变形和破碎雾化两个主要阶段。通过对垂直气流

方向运动参数的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１）在液滴变形阶段，无量纲横向宽度随无量

纲时间基本呈现线性变化；

２）在同一破碎模态下相同气动条件下，液滴

无量纲横向最大变形宽度随直径的增加而减小；

３）在液滴初始直径相同时，爆炸式破碎中液

滴的无量纲横向最大变形宽度相比于其他破碎模

态显著减小，袋状破碎、多模态破碎、剪切破碎的

无量纲横向最大变形宽度均在１．１５～１．６１范围

内变化，爆炸式破碎的无量纲横向最大变形宽度

均在０．２１～０．６８范围内变化。

对液滴沿气流方向运动参数的分析，得到了

如下的结论：

１）液滴无量纲迎风面位移随无量纲时间变

化的曲线呈抛物线状，表明整个破碎过程中液滴

加速度的大小是常数；

２）在相同气动力作用下，液滴初始直径在液

滴沿气流方向运动速度中的决定性作用，液滴沿

气流方向的运动速度随着液滴初始直径的增大而

减小；

３）在液滴初始直径相同的前提条件下，液滴

的加速度随犠犲增加而增加，从袋状破碎到多模

态破碎再到剪切破碎最后到爆炸式破碎，液滴的

加速度依次增加，其中爆炸式破碎的液滴加速度

相比于前三者破碎模态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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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１０期 施红辉等：超声速条件下亚毫米液滴的变形破碎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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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金仁瀚，刘勇，王锁芳．单液滴羽状／液膜稀释破碎特性研

究［Ｊ］．推进技术，２０１７，３８（４）：８８５８９５．

ＪＩＮＲｅｎｈａｎ，ＬＩＵＹｏｎｇ，ＷＡＮＧＳｕｏｆａ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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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３８（４）：８８５８９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熊红平，刘金宏，施红辉，等．高速氩气流中水滴和电子氟

化液滴变形破碎的实验研究［Ｊ］．浙江理工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２０１７，３７（３）：４０９４１６．

ＸＩＯＮＧＨｏｎｇｐｉｎｇ，ＬＩＵＪｉｎｈｏｎｇ，ＳＨＩＨｏｎｇｈｕｉ，ｅｔａｌ．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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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高速气流总焓接触测试法对比分析

隆永胜１，朱新新１，袁　竭１，石友安２，赵顺洪１，杨　斌１

（１．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超高速空气动力研究所，四川 绵阳６２１０００；

２．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计算空气动力研究所，四川 绵阳６２１０００）

摘　　　要：发动机尾焰、燃烧加热、电弧加热器等高温高速气流总焓测量存在较大误差，采用结构优化的质

量吸入水冷焓探针，标定后的驻点热流和驻点压力探针（ＦａｙＲｉｄｄｅｌｌ公式法）对高温高速气流总焓进行了对

比测试。结果表明：焓值为２．５～５ＭＪ／ｋｇ时，焓探针的测试误差约为３．３８％，采用ＦａｙＲｉｄｄｅｌｌ公式法获得焓

值的误差约为３％。焓探针与ＦａｙＲｉｄｄｅｌｌ公式法平均偏差约为４．６５％。在地面模拟试验时采用两种测焓方

法确定测试精度，对减小高温高速气流测焓误差，提高试验模拟精度具有积极的作用。

关　键　词：高温高速气流；总焓；探针；电弧加热器；气动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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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隆永胜（１９７２－），男，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高超声速气动热及热防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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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１０期 隆永胜等：高温高速气流总焓接触测试法对比分析

　　高超飞行器向更高马赫数发展，高温风洞流

场、发动机尾焰等高速气流温度越来越高，而高温

高速气流总焓的测量一直是测试领域的难题，到

目前为止，虽然国内外开展了多年的研究，但是不

同测试方法偏差通常达１５％以上
［１］，这对于高温

风洞试验焓值的准确模拟，发动机燃烧性能评估

均带来不利影响。对于气流单点位置焓值测量，

非接触测量不干扰被测流场［１４］，通过测量气流静

温、速度、组分，计算气体动能、化学能和热能分项

之和获得焓值线平均值，点位测量需通过多路测

量解析获得，存在非平衡流动、速度误差不易控

制，测试不直观和光路复杂等缺点。探针接触法

可直接测试特定点位置的焓值，但对气流造成干

扰，有总温探针［５８］，ＦａｙＲｉｄｄｅｌｌ公式热流／压力

探针［９］，瞬态热阻焓探针［１０］、双声速喉道焓探

针［１１］、质量注入焓探针［１２１３］和质量吸入焓探

针［１４１７］等。接触法测量时，高速气流与探针作用

产生的激波将空气加热至高温，使气体组分发生

离解和电离，激波后的松弛长度短，在驻点区域未

必能达到热化学平衡。由于附面层的黏性阻力使

气流速度降低并发生复合反应，复合反应伴随着

能量的释放，化学能转换为热能，向探针的传热受

表面催化系数影响造成测试误差。另一方面，测

试探针本身的热损耗和测试敏感元件特性，并不

能完全精确反应该能量的大小，因此也很难获得

高精度的测试值。特定探针具有一定的使用局

限，如总温探针测试精度高，但是测试温度通常在

２２００Ｋ以下。ＦａｙＲｉｄｄｅｌｌ公式热流／压力探针适

用于探针的绕流是层流、完全催化壁面，马赫数大

于２，总焓范围为２～１５ＭＪ／ｋｇ。瞬态热阻焓探针

测试时间极短，适合于快速测试高温流场焓值分

布，对单点测试误差较大。双声速喉道焓探针由

于在不同的温度和流动下喉道面积无法准确确

定，对测试误差难以控制。质量注入型焓探针和

质量吸入焓探针结构相似，但原理不同，前者将气

体注入测试探头前以降低热流，根据气体流量、热

流降低量来推导焓值，质量吸入焓探针将高焓气

流吸入采样管，经冷却后测量温度和流量，根据能

量守恒原理计算焓值，前者需要高于流场驻点压

力注入气体介质，后者为被动吸入，更便于测试。

随着马赫数为７～１０的高马赫数飞行热环境

地面模拟试验需求的增强，以及航空涡轮发动机

和超燃发动机尾焰温度测试分析评估研究的需

要，对２．５～５ＭＪ／ｋｇ范围的高速气流焓值高精度

测量更为迫切。但该范围焓值测试技术难度大，

总温探针因气流温度太高已无法测试，采用非接

触法也由于高速气流静温较低存在较大困难，测

试误差较大。经综合比较，适合采用探针接触法

测试。目前，不同接触测焓方法测试精度及对比

研究的公开报道文献很少，本文针对水冷结构的

质量吸入焓探针进行优化，同时采用基于Ｆａｙ

Ｒｉｄｄｅｌｌ公式法一体式热流／压力探针，在焓值

２．５～５ＭＪ／ｋｇ的范围进行对比测试，以研究不同

焓值条件下两种测试方法的测量偏差，提高焓值

的测试精度，对于高温风洞流场精确模拟、提高发

动机尾焰测试评估分析精度具有重要意义。

１　探针测焓方法

１１　质量吸入水冷焓探针

质量吸入水冷焓探针由 Ｇｒｅｙ等
［１７］研制，该

焓探针可同时测得气体焓值、皮托压力、采样气体

便于分析其组分浓度。Ｓｗａｎｋ等
［１８］结合质谱仪

测量等离子体温度和喷速，其测量的温度最高值

可达到１３４３４Ｋ，可在高焓下使用。Ｒａｈｍａｎｅ

等［１４］结合辐射光谱系统对应用焓探头测量高温

等离子体特性时的精确度及探头置入时的影响做

了研究。Ｇｒｅｙ、Ｒａｈｍａｎｅ等研制的水冷焓探针只

有水冷采样管，采样管外面没有冷却保护外套，导

致灵敏度系数不高，不利于对测试误差的控制。

本文的质量吸入水冷焓探针（以下简称焓探

针）结构见图１，焓探针采用双层水冷结构，中间

设置隔热组件，防止采样管的热能散失，减少测试

误差，提高了探针的灵敏度系数。由带球头或平

头的水冷保护外套１（图示直径为１６ｍｍ），水冷

采样管内套２，隔热组件４、１２，气体流量计７（北

京七星华创ＳＣ２００Ｄ，精度０．３５％ＦＳ，ＦＳ表示满

量程）和 水 流 量 计 ８（ａｓｅａｂｒｏｗｎｂｏｖｅｒｉ的

ＦＥＨ３１１，精度０．１％ＦＳ）组成。冷却水均从探针

尾部进入，在头部折回尾部出口。

在采样管的冷却水进、出口、气体出口布置热

电偶和阀门、流量计。水冷外夹套与采样管前端

密封良好，防止高温气流进入中间夹层，造成测试

值偏高。

该焓探针基于能量平衡原理采用两步进行测

量：第一步探针置于高温流场，不进行气体的采

样，获得流场对探针采样管端部加热导致冷却水

的温升Δ犜ｗ１；第二步将采样管截止阀打开，高温

气流吸入采样管，发生充分的复合反应并与外壁

测试冷却水换热，测试采样管内气体流量犿
·

ｇ，采

９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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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水冷焓探针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ｏｌｉｎｇｅｎｔｈａｌｐｙｐｒｏｂｅ

样管外冷却水流量犿
·

ｗ 及温升Δ犜ｗ２，由气体出口

温度犜ｇ换算气流进入焓探针前的焓值

犺ｇ＝犮狆ｇ犜ｇ （１）

式中犮狆ｇ为气体的比定压热容，可以通过查询空气

参数表。

再利用式（２）计算可获得气流进入焓探针后

被冷却的焓值犺０，式中犿
·

ｗ 第一步和第二步操作

均保持不变，犮狆ｍ为冷却水比定压热容。

犿
·

ｇ（犺０－犺ｇ）＝犿
·

ｗ犮狆ｍ（Δ犜ｗ２－Δ犜ｗ１） （２）

图２　焓探针温度场分布

Ｆｉｇ．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ｎｔｈａｌｐｙｐｒｏｂｅ

　　焓探针的灵敏度系数犽１ 可由以下公式

确定［１４］：

犽１ ＝ （Δ犜ｗ２－Δ犜ｗ１）％／Δ犜ｗ２ （３）

　　焓探针研制时，为了便于测试和提高灵敏度，

Δ犜ｗ２应大于５Ｋ，犜ｇ 应小于４００Ｋ，需要对采样管

的几何尺度及传热性能进行优化。由于采样管头

部存在脱体激波，采样管入口处的流动状态受驻

点附近流动的影响，管内的传热难以估算，另外采

样管内径小，其直径与管壁厚度同等量级，在换热

分析中，管壁的热传导不能忽略。采用工程估算

方法将引入较大误差，通过气、液、固耦合计算分

析，对焓探针采样管内径犇＝０．６，１．２，２．０ｍｍ、

壁厚δ＝０．３，０．６ｍｍ、长度犔＝１００，１５０ｍ，冷却

水流量犿
·

ｇ＝１，２，３，４ｇ／ｓ和相对气流流向（逆向，

顺向）４个变量９种组合进行计算分析。图２为

温度场分布图，狆ｅ 为流场静压，狆０ 为总压，犜ｗ，ｏｕｔ

为出水温度，犜ｗ，ｉｎ为进水温度。

０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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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表明壁厚减小，固、液换热效率略有

增加；气管长度增加，热交换面积增大，气／固／液

的对流换热总量提高，当气管长度增加至一定长

度时，犜ｇ达到优化目标。水的顺流和逆流将改变

拐角区域内的换热效率，逆流时的传热系数高于

顺流，其他区域内几乎不受影响。综上分析在低

焓的状态，经过数值优化可得管内径为０．６ｍｍ，

管壁厚度０．６ｍｍ，管长为１５０ｍｍ，冷却水流动方

向为逆流。针对其他不同来流状态，可以根据该

方法进行优化并更换采样管。

１２　犉犪狔犚犻犱犱犲犾犾公式法

高焓气流的驻点压力和驻点热流相对容易获

得，再采用ＦａｙＲｉｄｄｅｌｌ公式计算获得焓值
［１９］。

犎０ ＝
狇
犽

狉

狆槡ｓ

＋犎ｗ （４）

式中狇和狆ｓ分别为驻点热流和驻点压力；狉为测试

球头探针曲率半径；犎ｗ 为壁面焓，由量热计测试的

背面温度计算表面温度再换算为焓值；犽取常数值

３．９０５×１０－４。适用于马赫数大于２，探针的绕流是

层流、完全催化壁面，无辐射效应。当总焓范围在

２～１５ＭＪ／ｋｇ时，该方法测试值较为准确。本文中

试验喷管马赫数犕犪＝２．５，量热塞为紫铜，催化壁

面，测点处为层流，表面温度很低（小于３７０Ｋ），辐

射效应可以忽略，因此，满足公式的测试条件。

影响ＦａｙＲｉｄｄｅｌｌ公式法测试精度的关键是

热流的测试精度，热流测试传感器通常有水卡热

流计、戈登计、薄壁量热计、零点量热计等，适合于

驻点压力较高的驻点热流测试传感器必须足够结

实，一般选择零点和塞式量热计［２０２２］，本文选择了

应用广泛的塞式量热计，通过测量铜塞后端温升

率计算热流

狇＝ρ犮狆ｍδ
ｄ犜
ｄ狋

（５）

其中狇为前表面热流，犜为塞块量热计测得温度，

狋为时间，ｄ犜／ｄ狋为后表面的温升率，ρ、犮狆ｍ和δ为

量热计基体材料的密度、比定压热容和长度。塞

式量热计设计参照了美国标准［２３］和 Ｍａｒｋ
［２４］以

及其隔热结构改进的设计方法［２５］。为了防止驻

点压力和驻点热流分开测试带来的误差，将热流

和压力设计为一体式探头结构，具体结构如图

３（ａ）所示。测试热流的同时测得驻点压力，驻点

压力测点虽然偏离球头中心，图３（ｂ）中狆１ 为采

用测压点在中心位置处的皮托压力测试曲线，狆２

为一体化探针上测孔偏离中心位置时皮托压力测

试曲线，可见狆２ 略低于狆１，可以采用球头压力分

图３　热流／压力探针结构及测试曲线

Ｆｉｇ．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ｒｏｂｅａｎｄ

ｔｅｓｔｅｄｃｕｒｖｅｓ

布公式进行修正，压力修正系数为１．０４８。

量热计探头安装完成后，将整个测试球头置

于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的弧光灯热流标

定系统标定［２６］，可得其修正系数为１．０４，即计算

热流时在式（５）的基础上再乘以该修正系数就是

对应塞式量热计的实际测试热流。

２　试验及结果分析

２１　试验结果

试验在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的１０

ＭＷ 管式电弧加热器上进行，电弧加热器的出口

连接冷气混合室以降低和调节气流焓值，喷管喉

道半径为２０ｍｍ，出口半径为２８ｍｍ，气流直排大

气。在一个运行车次，水冷焓探针连续三次测试

获得的数据曲线见图４，对２．５～５ＭＪ／ｋｇ范围５

个状态测试结果见表１所示。

本文研制的焓探针测试重复性偏差小于３％，

灵敏度系数犽１ 在０．２～０．４之间，高于 Ｒａｈｍａｎｅ

等［１４］研制的水冷焓探针的０．０３～０．１８，验证了双

１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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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焓探针测试数据曲线

Ｆｉｇ．４　Ｃｕｒｖｅｓｔｅｓ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ｅｎｔｈａｌｐｙｐｒｏｂｅ

层水冷套对提高灵敏度具有较好的作用。

焓探针与ＦａｙＲｉｄｄｅｌｌ公式法的对比测试均

分别在一次试验中顺序测得，探针、驻点热流／压

力一体式探针均安装在横向快速送进机构上，依

次送入流场进行测试，焓探针具有水冷结构，可以

进行长时间的测试，一体式探针没有水冷结构，只

能进行瞬态快速测试，测试时间为１ｓ。表２为对

比测试结果，在同状态下焓探针测试值犺０ 相对

ＦａｙＲｉｄｄｅｌｌ公式法计算值犎０ 最大偏差为９．５％，

最小偏差为０．７３％，平均偏差约为４．６５％，但是

偏差存在较大的波动，具有不稳定的特性。

表１　焓探针测试数据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犪狋犪狋犲狊狋犲犱犫狔狋犺犲犲狀狋犺犪犾狆狔狆狉狅犫犲

状态 序号 Δ犜ｗ１／Ｋ Δ犜ｗ２／Ｋ 犜ｇ２／Ｋ
犿
·

ｇ／

（ｇ／ｓ）

犿
·

ｗ／

（ｇ／ｓ）

犺０／

（ＭＪ／ｋｇ）

平均焓／

（ＭＪ／ｋｇ）
偏差／％ 犽１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２８５．７ ２８９．８ ３１２．０ ０．０３８７ ５．０４２ ２．５８３

２８５．８ ２８９．９ ３１２．０ ０．０３８３ ５．０４２ ２．５４２

２８５．６ ２８９．８ ３１２．０ ０．０３８７ ５．０４２ ２．５８３

２８４．９ ２８９．４ ３１０．０ ０．０３８４ ５ ２．７７５

２８４．９ ２８９．４ ３１０．０ ０．０３８３ ５ ２．７６１

２８４．８ ２８９．２ ３１０．０ ０．０３８３ ５ ２．６９８

２８６．２ ２９１．５ ３１８．０ ０．０３８２ ４．７５ ３．１０４

２８６．１ ２９１．３ ３１８．０ ０．０３８ ４．７５ ３．０７６

２８６．１ ２９１．５ ３１８．０ ０．０３８７ ４．７５ ３．１４１

２８６．５ ２９３．０ ３３８．０ ０．０３８７ ５．０４２ ３．９１３

２８６．８ ２９３．１ ３３８．０ ０．０３８４ ５．０４２ ３．８４２

２８７．０ ２９３．３ ３３８．０ ０．０３８７ ５．０４２ ３．７９２

２８６．３ ２９５．１ ３４６．０ ０．０３８９ ４．６２５ ４．７６２

２８７．０ ２９５．７ ３４６．０ ０．０３８９ ４．６２５ ４．６７８

２８７．６ ２９６．０ ３４６．０ ０．０３９０ ４．６２５ ４．５３９

２．５７

２．７４

３．１１

３．８５

４．６６

０．５１

－１．１

０．４９

１．３

０．８

－１．５

－０．２

－１

１

１．６

－０．２

－１．５

２．２

０．４

－２．６

０．２５

０．２４

０．２５

０．２８

０．２７

０．２７

０．２９

０．２８

０．２９

０．３３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４０

０．３８

０．３７

表２　犉犪狔犚犻犱犱犲犾犾公式法与焓探针测得焓值

犜犪犫犾犲２　犈狀狋犺犪犾狆狔犿犲犪狊狌狉犲犱犫狔狋犺犲犺犲犪狋犉犪狔犚犻犱犱犲犾犾犳狅狉犿狌犾犪犪狀犱狋犺犲犲狀狋犺犪犾狆狔狆狉狅犫犲

状态 狇／（ＭＷ／ｍ
２） 狆ｓ／ＭＰａ 犎０／（ＭＪ／ｋｇ） 犺０／（ＭＪ／ｋｇ） 偏差／％

１ ７．１９ ０．９２ ２．５８９ ２．５７ ０．７３

２ ５．９８ ０．７１２ ２．５０２ ２．７４ ９．５

３ ７．１１ ０．７１３ ３．２８５ ３．１１ ５．３

４ ７．７９ ０．６９６ ３．６０４ ３．８５ ６．８

５ ９．１８ ０．５４ ４．７ ４．６６ ０．９

２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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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测试误差分析

焓探针的测试误差的主要来源有以下三个方

面：①电弧加热器设备不同车次运行参数偏差；

②探针热沉及隔热结构存在热损耗，导致测试值

偏低的系统误差；③采样管冷却水、尾气流量，温

度测试误差。在一次试验中，管式电弧加热器电

弧弧根受旁路击穿效应影响，参数周期性最大波

动约为５％，但其平均波动小于１％，这对焓探针

稳态长时间测试影响较小，对ＦａｙＲｉｄｄｅｌｌ公式法

瞬态测量影响较大，表２的偏差一定程度上显示

了这种不稳定特性。

焓探针有高温气流吸入时，前隔热件热损失

增量为Δ犙１，后隔热件热损失增量为Δ犙３，管的沿

程辐射、对流热损失增量为Δ犙２，考虑热损失后能

量守恒方程为

犿
·

ｇ（犺０－犺ｇ）＝

犿
·

ｗ犮狆（Δ犜ｗ２－Δ犜ｗ１）＋Δ犙１＋Δ犙２＋Δ犙３（６）

　　采样管外壁有绝热套管，在密闭空间内，对流

热损失增量可忽略。采样管温度较低，面积小，其

辐射热损失增量也可忽略。主要热损失为接触热

传导，设前后隔热件为酚醛玻璃钢与采样管外壁

的接触热阻犚１ 和犚２ 的值均为犚（接触面材料与

接触力相同），接触总面积为犛。采样管为铜管，

假设为等温分布，有气流吸入时外壁温升增量为

Δ犜ｃ２，采样管外壁面热损耗增量比率为

ξ＝
Δ犙１＋Δ犙２

犿
·

ｇ犺０
＝
Δ犜ｃ２犛

犚犿
·

ｇ犺０
（７）

　　采样管在流场中无气流吸入时输入热流为

狇，采样管、冷却水平均温度为犜ｃ１、犜ｗ１，有气流吸

入时热流增量为Δ狇，这时采样管、冷却水平均温

度为犜ｃ２，犜ｗ２，可得如下关系：

狇＝犺ｆ（犜ｃ１－犜ｗ１） （８）

（狇＋Δ狇）＝犺ｆ（犜ｃ２－犜ｗ２） （９）

Δ狇＝犺ｆ（Δ犜ｃ２－Δ犜ｗ２）＝犿
·

ｇ（犺０－犺ｇ）／犃

（１０）

　　管内对流换热努塞尔数犖狌ｆ数采用Ｄｉｔｔｕｓ

Ｂｏｅｌｔｅｒ公式
［２７］计算

犺ｆ＝犖狌ｆλ／犱 （１１）

犖狌ｆ＝０．０２３犚犲
０．８犘狉０．３ （１２）

犚ｅ＝狌犱／ν （１３）

　　犺ｆ为水与铜管的传热系数；狌为冷却水流速；

犱为管径；犘狉为普朗特数；λ为水导热系数；ν为

水的运动黏度；犃为水的等效换热面积。根据文

献［２５］接触热阻犚值约为１×１０－３（ｍ２·Ｋ）／Ｗ，

经式（１０）～式（１３）计算获得的Δ犜ｃ２。

随机对其中３个车次的进行热损耗数值计

算，从气流进入开始计算，为了方便计算和充分考

虑热损耗带来的误差，设通气前隔热套温度为

３００＋Δ犜ｗ１，通气平衡后采样管内壁温度为３００＋

Δ犜ｗ２＋Δ犜ｃ２。３个车次的热损耗结果见表３。由

图５中车次１０的采样管外壁与隔热套之间的热

流变化可知，采样管与隔热套经过一段时间传热

达到动态平衡，进一步分析可知温差Δ犜ｃ２和接触

面积犛越大、热阻犚越小，热损耗越多，对误差影

响越大。

表３　焓探针采样管热损耗率

犜犪犫犾犲３　犎犲犪狋犾狅狊狊狅犳狋犺犲犲狀狋犺犪犾狆狔狆狉狅犫犲犳狉狅犿狋犺犲狋犲狊狋狆犻狆犲

序号 犺０／（ＭＪ／ｋｇ）Δ犜ｗ２／Ｋ Δ犜ｃ２／Ｋ 热损耗／Ｗ ξ／％

１ ２．５８３ １６．８３ ２０．４４ １．１４ １．１３

５ ２．７６１ １６．４ ２０．３０ １．１５ １．０７

１０ ３．９１３ １９．９６ ２５．６７ １．５ ０．９８

图５　车次１０的热损耗计算

Ｆｉｇ．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ｔｌｏｓｓａｔＮｏ．１０ｔｅｓｔ

　　在传感器测试误差方面，气体流量计的测量

精度为０．３５％ＦＳ，气体流量与满量程的比值为犲１

（０．３＜犲１＜１），液体流量计的测量精度为０．１％

ＦＳ，测试水流量与满量程的比值为犲２（０．３＜犲２＜

１），水温Ｔ型热电偶，其测量误差为犲３（０．５％＜

犲３＜１％），采样管的热损耗误差为犲４（１％＜犲４＜

３％），数采设备采集信号精度误差为０．０１％可忽

略。则焓探针综合测试误差犲由下式计算：

犲＝ （０．３５％／犲１）
２
＋（０．１％／犲２）

２
＋犲

２
３＋犲槡

２
４

（１４）

　　根据上述计算分析，水冷焓探针由传感器带

３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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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测试最大误差约为１．５７％，考虑热损失误差

总误差约为３．３８％，具体的测试误差与测试状态

和焓探针结构相关。因此，焓探针的主要误差来

源于热损失带来的系统误差，可通过提高热阻，减

少接触面，降低热损耗提高测试精度。

采用ＦａｙＲｉｄｄｅｌｌ公式法通过驻点压力和驻

点热流测试计算获得焓值，其中驻点压力测试属

于常规测试，精度较高。驻点热流采用塞式量热

计，试验前经过辐射加热方式与标准戈登计进行

比对校准修正，但测试时高温气流对量热塞高动

压冲击，隔热间隙对流换热，隔热件热传导造成的

传热损失，铜塞的热物性参数、表面催化系数随高

温加热会发生改变。根据以往研究表明［２５］，塞式

量热计的测试重复性误差约为３％，不同测试方

法之间也约为３％，这对采用ＦａｙＲｉｄｄｅｌｌ公式法

计算焓值带来了传导误差。式（４）中的系数犽是

在特定自由流条件下，基于修正牛顿流体理论集

成适当的黏度、速度梯度和探针壁温计算出的无

量纲参数（犘狉和犔犲）的综合系数，取定值对不同

的测试状态会带来一定的误差。式中犎ｗ 值通过

量热塞表面温度犜ｗ 换算获得，犜ｗ 可通过热流狇

和可直接测量的背面温度犜ｂ，但犜ｗ、犜ｂ 都是瞬

态变化量。在计算时，根据不同焓值段可将 犎ｗ

用不同的定值代替，由此带来的误差不足０．５％。

因此，采用ＦａｙＲｉｄｄｅｌｌ公式法主要的误差来源在

于热流测量的准确性，犽、犎ｗ 取值的实用性，该方

法测焓的误差的确定比热流测试误差确定更为复

杂，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综上所述，在当前焓值测试真值极其难以确

定的情况下，采用一种方法通常存在测试误差没

有参照而难以判断，如采用两种及以上不同的测

试方法则可以进行相互验证，以提高测试的可

信度。

３　结　论

采用本文提供的方法研制的质量吸入水冷焓

探针测焓时，在２．５～５ＭＪ／ｋｇ范围，焓探针的测

试误差约为３．３８％，焓探针的主要误差来源于热

损失带来的系统误差，可通过提高热阻，减少接触

面，降低热损耗提高测试精度，并通过文中的方法

进行修正。通过驻点压力和驻点热流一体化探针

设计，采用ＦａｙＲｉｄｄｅｌｌ公式法获得焓值的误差主

要来源于热流的测试误差，重复性约为３％。焓

探针与驻点热流ＦａｙＲｉｄｄｅｌｌ公式法比较，最大偏

差为９．５％，最小偏差为０．７３％，平均偏差约为

４．６５％。

焓探针、ＦａｙＲｉｄｄｅｌｌ公式法测试焓值的方法

可以作为当前主要的测试手段应用到高温高速气

总焓接触测试中。在焓值测试误差不易分析控

制，误差较大的现状下，采用焓探针长时间稳态测

量和ＦａｙＲｉｄｄｅｌｌ公式法测量值相互比较对照，避

免采用单一方法测试流场焓值而无法进行验证，

甚至出现较大偏差的现象，这对风洞试验焓值的

准确模拟，发动机燃烧性能评估具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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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定容燃烧实验平台获得初始压力为０．１ＭＰａ、初始温度为４２０、４５０Ｋ和４８０Ｋ，当量比为

０．８～１．４工况下正十四烷／空气预混气层流燃烧速度和马克斯坦长度，并分析了初始温度、当量比等因素的

影响。研究发现：初始温度和当量比的增加对预混气球形火焰稳定性影响较小，在初始温度为４８０Ｋ、当量比

为１．３工况下，火焰内部无裂纹或胞状结构；初始温度的增加能够加快火焰传播速度，促进火焰锋面形成，其

影响在稀混合气中更为显著；随着当量比的增加，正十四烷预混燃烧火焰马克斯坦长度减小，火焰稳定性变

差；随着初始温度的增加，正十四烷马克斯坦长度减小，无拉伸火焰传播速度和层流燃烧速度增加，另外，与

ＲＰ３航空煤油层流燃烧速度对比发现，正十四烷层流燃烧速度整体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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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１１０１３６，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ｌａｍｉｎａｒｂｕｒｎｉｎｇ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Ｍａｒｋｓｔｅｉｎｌｅｎｇｔｈｏｆ狀ｔｅｔｒａｄｅｃａｎｅ／ａｉｒｍｉｘ

ｔｕｒｅｗｅ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ｕｎｄｅｒ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０．１ＭＰａ，ｉｎｉ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４２０，４５０Ｋａｎｄ

４８０Ｋｗｉｔｈｉｎａｗｉｄｅ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ｉｏｒａｎｇｅｆｒｏｍ０．８ｔｏ１．４ｉｎａ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ｖｏｌｕｍｅｃｈａｍｂｅｒ，

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ｉｏ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ｉｏｈａｄｌｉｔｔ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ｆｌａｍ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４８０Ｋａｎｄｅｑｕｉｖａ

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１．３，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ｃｒａｃｋｏｒ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ｆｌａｍ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ｔｈａｔ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ｆｌａｍ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ａｍｅｆｒｏｎｔｗａ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ｍｏ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ｔｈｅｌｅａｎｍｉｘｔｕｒｅ．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ｉｏ，ｔｈｅＭａｒｋｓｔｅｉｎｌｅｎｇｔｈｏｆ狀ｔｅｔｒａｄｅｃａｎｅ／ａｉｒｍｉｘｔｕｒ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ｎｄｔｈｅｆｌａｍ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ｅｃａｍｅｗｏｒｓ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Ｍａｒｋｓｔｅｉｎ

ｌｅｎｇｔｈ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ｓｔｒｅｔｃｈｅｄｆｌａｍｅ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ｌａｍｉｎａｒｂｕｒｎｉｎｇ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ａｍｉｎａｒｂｕｒｎｉｎｇ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ＲＰ３ｋｅｒｏｓｅｎｅ，ｔｈｅｌａｍｉｎａｒｂｕｒ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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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狀ｔｅｔｒａｄｅｃａｎｅ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ｕｎｄｅｒｍｏｓ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ｌａｍｉｎａｒｂｕｒｎｉｎｇ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ａｒｋｓｔｅｉｎｌｅｎｇｔｈ；狀ｔｅｔｒａｄｅｃａｎｅ／ａｉｒｍｉｘｔｕｒ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ｉｏ

　　燃烧室是航空发动机的核心部件，在设计航

空发动机燃烧室时，为满足推质比、排放等要求，

有必要对其燃烧特性以及污染物生成规律进行研

究。然而，通过实验直接测量燃烧室内实际燃烧

情况极其困难，需要对燃烧室内油气混合物进行

气液两相流动传热与燃烧过程数值计算。

在航空发动机中，航空燃料雾化蒸发，再与空

气混合、点火及燃烧是一个复杂的湍流燃烧过程，

强烈受控于化学反应动力学，进行数值计算时有

必要采用燃烧反应机理［１２］。航空煤油成分非常

复杂，包括正构烷烃、异构烷烃和芳香烃等多种成

分，如果针对其中每种成分构建其燃烧反应机理，

所构建航空煤油机理将十分庞大，当与多尺度流

动耦合时，计算会变得极为困难。一种行之有效

的方法是遴选出航空煤油数值模拟替代燃料，优

化其组成和比例，使其具有同航空煤油相似的物

理、化学特性，构建出该替代燃料的燃烧反应机理

并进行必要简化［３５］。

正十四烷（狀Ｃ１４Ｈ３０）是航空燃料的重要组成

成分，同时也是航空燃料和柴油的主要数值模拟

替代燃料，对其燃烧反应机理的构建具有重要意

义。目前，已有学者构建出了正十四烷的燃烧反

应机理［６７］，但从现有报道来看，用于验证机理的

实验数据还相对较少。Ｓｈｅｎ等
［８］采用激波管实

验测量了着火压力为０．９～５．８ＭＰａ，着火温度为

７８６～１３９６Ｋ，当量比为０．２５、０．５和１．０工况下

正十四烷的着火延迟时间；Ｃａｖａｌｉｅｒｅ等
［９］采用实

验方法研究了将液态正十四烷喷射到高温高压环

境下的自燃特性；Ｚｅｎｇ等
［１０］采用实验方法获得

正十四烷在温度为８３２～１２８１Ｋ，压力为０．００４～

０．１ＭＰａ工况下正十四烷气相裂解数据；Ｌｉ等
［１１］

采用对冲火焰实验台测量了初始温度为４２３Ｋ和

４４３Ｋ，当量比为０．７、１．０和１．４工况下正十四

烷／空气预混气火焰的层流 燃 烧 速 度；Ｍｚé

Ａｈｍｅｄ等
［１２］采用射流搅拌反应器（ＪＳＲ）对正十

四烷在压力为１ＭＰａ，温度为５６０～１０３０Ｋ，滞留

时间为１ｓ，当量比为０．５、１．０和２．０工况下的氧

化过程进行了研究。

针对正十四烷层流燃烧特性实验数据相对匮

乏的现状，本文拟采用定容燃烧实验装置获得初

始压力为０．１ＭＰａ，初始温度为４２０、４５０Ｋ 和

４８０Ｋ，当量比为０．８～１．４工况下正十四烷层流

燃烧速度和马克斯坦长度，该项研究不仅可以了

解正十四烷层流燃烧特性，同时也能为验证正十

四烷燃烧反应机理提供可靠实验数据。

１　实验装置

本文通过定容燃烧实验平台获得正十四烷层

流燃烧速度，如图１所示，该实验平台主要包括定

容燃烧弹本体、灯源及平行光路、进油进气装置、

加热装置、高速摄像机和数据处理系统等［１３］。图

２为定容燃烧弹横截面示意图，弹体为３０４不锈

钢材质，采用圆柱形结构，经计算内腔容积约为

４．３Ｌ。弹体内部装有中心点火电极，外部装有

Ｒｏｓｅｍｏｕｎｔ压力变送器、Ｋ型温度传感器、进排

气阀及液体燃料注入阀等，弹体两侧装有高透光

石英玻璃视窗（直径为１３０ｍｍ），用以观察火焰发

展过程。实验中，采用阴影法获得火焰发展图片，

所使用高速摄像机型号为Ｐｈａｎｔｏｍｖ６１１，拍摄速

率为１００００帧／ｓ。

实验前，根据初始工况条件、当量比、燃料分

子式（Ｃ１４Ｈ３０）以及分压定律得到正十四烷、Ｏ２ 和

Ｎ２ 各组分分压，并根据实验当日真空度和大气压

制定配气表。实验中，需将正十四烷气态分压换

算成其液态体积，通过液体燃料注入阀注入到定

容燃烧弹中，然后依次充入相应分压的Ｏ２ 和Ｎ２。

配气结束后，将容弹静置一段时间，以确保各组分

气体混合均匀。最后，启动点火系统，使中心电极

产生微小火花点燃预混气，并同步触发高速摄像

机，获得火焰发展的连续图片。为了减小实验误

差，对同一工况重复完成３次实验，取平均值获得

层流燃烧速度。考虑到仪表误差以及充入容弹的

混合气当量比偏离理论值所引起的误差，本文获

得的层流燃烧速度误差在１～４．５ｃｍ／ｓ之间
［１４］。

２　实验原理

考虑到点火能量、容积限制以及压力升高等

因素对火焰传播速度的影响，本文对火焰半径８～

１８ｍｍ之间的火焰发展图片进行数据处理
［１５１６］。

通过球形扩散火焰半径随时间的变化关系，得到

拉伸火焰传播速度犛ｎ
［１７］。

７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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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定容燃烧反应实验装置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ｔｕｐｆｏｒ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ｖｏｌｕｍ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图２　定容燃烧弹横截面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ｖｏｌｕｍｅｃｈａｍｂｅｒ

犛ｎ＝
ｄ狉
ｄ狋

（１）

式中狉为火焰半径，狋为从点火到火焰发展到该位

置所经历的时间。

为消除球形火焰在传播中所受拉伸作用的影

响，定义了火焰拉伸率κ，其大小为火焰前锋面无

穷小面积的对数值对时间的变化率。对于球形扩

散火焰，可将κ与犛ｎ的关系表示成

κ＝
ｄｌｎ犃
ｄ狋

＝
２ｄ狉
ｄ狋
·１
狉
＝
２犛ｎ
狉

（２）

式中犃为球形火焰前锋面表面积。

为获得无拉伸火焰传播速度犛ｌ和马克斯坦

长度犔ｂ等参数，Ｆｒａｎｋｅｌ等
［１８］和Ｃｈｅｎ等

［１９］提出

了一种拟合犛ｎκ之间关系的非线性方法，对具有

正马克斯坦长度的燃烧火焰，能够得到较为准确

的犛ｌ和犔ｂ。

犛ｎ＝犛ｌ－犛ｌ犔ｂ
κ
犛ｎ

（３）

　　令κ＝０，得到无拉伸火焰传播速度犛ｌ，式中

８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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犔ｂ用于表征燃烧稳定性。

图３　火焰发展特性图片（狆＝０．１ＭＰａ）

Ｆｉｇ．３　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ｆｌａｍ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狆＝０．１ＭＰａ）

根据火焰锋面处质量守恒定律，可以得到燃

料的层流燃烧速度犝ｌ

犝ｌ＝
ρｂ犛ｌ

ρｕ
（４）

式中ρｂ为已燃区混合气密度，ρｕ为未燃区混合气

密度。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　火焰发展图片

图３为初始压力狆为０．１ＭＰａ，初始温度分

别为４２０、４５０Ｋ和４８０Ｋ，当量比为０．９、１．１和

１．３工况下正十四烷／空气预混气火焰发展特性

图片，图中狋表示时间。如图所示，初始球形火焰

９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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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面形成于容弹中心，随后快速向壁面扩散。随

着初始温度和当量比增加，球形火焰边缘仍清晰

可见，火焰锋面未出现明显褶皱，内部无裂纹或胞

状结构，说明火焰仍保持稳定。

图３中图片下面标注的时间代表从电极点火

到该火焰位置所经历的时间。对比相同初始温

度、不同当量比工况下同一火焰半径对应的时间

发现，当量比为１．１时火焰传播速度最快。这与

大多数燃料最大层流燃烧速度所对应的当量比

一致。

３２　火焰传播速度

图４为火焰半径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如图

所示，在８～１８ｍｍ范围内，火焰半径与时间基

本呈线性关系。进一步观察发现，不同工况曲

线的区别在于其斜率和形成８ｍｍ稳定火焰锋

面所需的时间不同。在当量比为０．９时，随着

初始温度的增加，曲线斜率明显增大，说明火焰

传播速度变快，同时，形成８ｍｍ稳定火焰锋面

的时间提前，说明初始温度的增加有利于更快

形成稳定火焰锋面；在当量比为１．１时，观察发

现３条曲线斜率基本一致，且曲线间距离很近，

说明此时初始温度增加对火焰传播速度和火焰

图４　火焰半径随时间的变化趋势（狆＝０．１ＭＰａ）

Ｆｉｇ．４　Ｔｒｅｎｄｏｆｆｌａｍｅｒａｄｉｕｓｖｅｒｓｕｓｔｉｍｅ（狆＝０．１ＭＰａ）

锋面形成影响不大；在当量比为１．３时，初始温

度对火焰传播速度和火焰锋面形成的影响与当量

比为０．９时相似，只是此时初始温度的影响没有

当量比为０．９时明显。

为直观解释初始温度、当量比对正十四烷／空

气预混气火焰传播速度的影响，图５给出火焰传

播速度随火焰半径的变化趋势。如图所示，火焰

半径在８～１８ｍｍ范围内，定容弹中火焰传播速

度不为定值，随着球形火焰向外扩散，火焰传播速

度增加。分析原因可知，随着火焰锋面外推，已燃

区积聚的热量越来越多，相比于燃烧反应区内的

化学反应的影响，已燃区膨胀推动火焰锋面对火

焰传播速度的贡献更大，而此时未燃区温度和压

力受容弹壁面影响较小，因此综合来看，火焰传播

速度增加。

另外，如图５所示，相同火焰半径对应的火焰

传播速度（也称为当地火焰锋面传播速度）也受初

始温度影响。随着初始温度增加，当地火焰锋面

传播速度增加，这进一步表明初始温度增加会促

进火焰锋面的传播。

０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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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拉伸火焰传播速度随火焰半径的变化趋势

（狆＝０．１ＭＰａ）

Ｆｉｇ．５　Ｔｒｅｎｄｏｆｓｔｒｅｔｃｈｅｄｆｌａｍｅｓｐｅｅｄｖｅｒｓｕｓｆｌａｍｅ

ｒａｄｉｕｓ（狆＝０．１ＭＰａ）

　　由燃烧理论可知，火焰传播速度正比于

（α犔犲）
１／２ｅｘｐ（－犜ａ／２犜ａｄ）。其中α为热扩散系数，

犔犲为路易斯数，犜ａ为活化温度，犜ａｄ为绝热火焰温

度。式中（α犔犲）
１／２代表扩散作用对火焰传播速度

的影响，犜ａ和犜ａｄ分别代表动力学、热力学因素的

影响，ｅｘｐ（－犜ａ／２犜ａｄ）被称为阿累尼乌斯因子，用

以表示热力学和动力学的综合影响。

表１计算得到影响火焰传播速度的主要特性

参数。如表所示，在３种当量比工况下，随着初始

温度增加，（α犔犲）
１／２、犜ａｄ和阿累尼乌斯因子均呈增

加趋势。可知，随着初始温度的增加，扩散作用以

及热力学、动力学因素都在促进火焰传播速度的

增大。同时，相比于当量比为１．１时，当量比为

０．９和１．３工况的（α犔犲）
１／２和阿累尼乌斯因子随

初始温度增加变化较为明显，说明初始温度对当

量比为０．９和１．３工况火焰传播速度影响更为显

著，这与图４、图５分析结果一致。

由于球形火焰在传播过程中会受到火焰表面

拉伸作用的影响，因此，图５中的火焰传播速度也

称作拉伸火焰传播速度。拉伸作用的大小由火焰

拉伸率κ来度量，由式（２）可知，在火焰发展初期，

拉伸率值较大，随着火焰的传播，拉伸率逐渐减

小，当火焰传播至无穷远处时，火焰拉伸率近似为

０，此时的拉伸火焰传播速度与无拉伸火焰传播速

度为同一值。本文采用非线性拟合方法，通过式

（３）拟合犛ｎκ关系曲线，获得无拉伸火焰传播速

度，同时获得马克斯坦长度。图６给出了正十四

烷拉伸火焰传播速度与火焰拉伸率的非线性拟合

曲线。如图所示，在不同当量比工况下，拉伸火焰

传播速度随火焰拉伸率变化趋势略有不同。当当

量比为０．９时，随着火焰拉伸率增加，拉伸火焰传

播速度急剧减小，而当量比为１．１和１．３时，拉伸

火焰传播速度随火焰拉伸率变化相对平缓。说明

火焰拉伸率变化对稀混合气拉伸火焰传播速度的

影响较为显著。

表１　火焰传播速度影响因素的特性参数（狆＝０１犕犘犪）

犜犪犫犾犲１　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犻狀犵狋犺犲犳犾犪犿犲狊狆犲犲犱（狆＝０１犕犘犪）

当量比 初始温度／Ｋ （α犔犲）１
／２ 犜ａ／Ｋ 犜ａｄ／Ｋ ｅｘｐ（－犜ａ／２犜ａｄ）

０．９

４２０ ０．９７１ ２３９２８ ２２６４ ０．００５０７

４５０ １．０２３ ２３２４７ ２２８０ ０．００６１１

４８０ １．０７５ ２２８３０ ２２９６ ０．００６９３

１．１

４２０ ０．５１２ ２２４３２ ２３４９ ０．００８４４

４５０ ０．５３９ ２２４９６ ２３６４ ０．００８５９

４８０ ０．５６６ ２２５９７ ２３８０ ０．００８６７

１．３

４２０ ０．５０１ ２２１６６ ２２２３ ０．００６８４

４５０ ０．５２７ ２２０６８ ２２４４ ０．００７３２

４８０ ０．５５２ ２１９８９ ２２６５ ０．００７７９

１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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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拉伸火焰传播速度随火焰拉伸率的变化趋势

（狆＝０．１ＭＰａ）

Ｆｉｇ．６　Ｔｒｅｎｄｏｆｓｔｒｅｔｃｈｅｄｆｌａｍｅｓｐｅｅｄｖｅｒｓｕｓｆｌａｍｅ

ｓｔｒｅｔｃｈｒａｔｅ（狆＝０．１ＭＰａ）

３３　马克斯坦长度

马克斯坦长度是判断燃烧稳定性的重要参

数。由式（３）可知，当火焰锋面出现微小扰动时，

若马克斯坦长度为正，拉伸火焰传播速度将比未

受扰动时降低，从而抑制了扰动，火焰趋于稳定，

且马克斯坦长度值越大，抗扰能力越强，火焰越稳

定；反之，若马克斯坦长度为负，则受扰动处的拉

伸火焰传播速度比未扰动时加快，从而加速了扰

动，火焰趋于不稳定，且马克斯坦长度绝对值越

大，火焰越不稳定。

图７给出初始压力为０．１ＭＰａ，初始温度为

４２０、４５０Ｋ和４８０Ｋ，当量比为０．８～１．４工况下

正十四烷／空气预混气燃烧火焰马克斯坦长度随

当量比的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所有工况

下马克斯坦长度均为正值，且随着当量比增加，马

克斯坦长度减小，说明正十四烷／空气预混气由稀

到浓变化时，火焰稳定性变差。另外，分析初始温

度对马克斯坦长度影响发现，随着初始温度增加，

马克斯坦长度减小，说明初始温度增加会导致火

焰稳定性变差。

图７　马克斯坦长度随当量比的变化趋势

Ｆｉｇ．７　ＴｒｅｎｄｏｆＭａｒｋｓｔｅｉｎｌｅｎｇｔｈｖｅｒｓｕｓ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ｒａｔｉｏ

相关研究指出，火焰稳定性受体积力、流体动

力学和热扩散等多因素影响。由于正十四烷热值

高、火焰传播速度快，由图３可知，所有工况下，球

形火焰均未出现明显上浮，因此，可排除体积力

影响。

由燃烧理论可知，马克斯坦长度犔ｂ 正比于

犣犲（犔犲－１）σδ，其中犣犲为泽尔多维奇数，σ为热膨

胀系数，δ为火焰厚度。

燃烧反应区边界的密度变化以及燃烧反应区

的厚度是影响流体动力学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可

用热膨胀系数σ和火焰厚度δ这两个参数来度

量。路易斯数犔犲用来表征热质扩散作用对燃烧

稳定性的影响。如表２所示，随着初始温度增加，

影响马克斯坦长度的４个参数犣犲、犔犲－１、σ和δ

均呈减小趋势，说明随着初始温度增加，马克斯坦

长度犔ｂ减小，火焰趋于不稳定。

３４　层流燃烧速度

图８给出初始温度为４２０、４５０Ｋ和４８０Ｋ工

２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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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马克斯坦长度影响因素的特性参数（狆＝０１犕犘犪）

犜犪犫犾犲２　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犻狀犵狋犺犲犕犪狉犽狊狋犲犻狀犾犲狀犵狋犺（狆＝０１犕犘犪）

当量比 初始温度／Ｋ 犣犲 犔犲－１ σ δ／ｍｍ

０．９

４２０ ８．６０９ １．９２１７ ５．７７９ ０．０５２８０

４５０ ８．４２２ １．８９９２ ５．３９４ ０．０５２２３

４８０ ８．２８３ １．８７９３ ５．０５７ ０．０５１６０

１．１

４２０ ７．７９７ －０．１６９３ ６．１７３ ０．０４４７２

４５０ ７．７２３ －０．１７６６ ５．７６２ ０．０４４７０

４８０ ７．６２３ －０．１８３１ ５．４０１ ０．０４４６５

１．３

４２０ ６．８３１ －０．１８７１ ６．１５０ ０．０５２９９

４５０ ６．６２３ －０．１９５０ ５．７４０ ０．０５２６４

４８０ ６．３９２ －０．２０３２ ５．３８２ ０．０５２０８

图８　无拉伸火焰传播速度随当量比的变化趋势

Ｆｉｇ．８　Ｔｒｅｎｄｏｆｕｎｓｔｒｅｔｃｈｅｄｆｌａｍｅｓｐｅｅｄｖｅｒｓｕ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ｒａｔｉｏ

况下正十四烷／空气预混气无拉伸火焰传播速度

随当量比的变化趋势。如图所示，随着当量比增

加，无拉伸火焰传播速度先增大后减小，在当量比

为１．１时达到峰值。无拉伸火焰传播速度以当量

比为１．１时为中心呈左右非对称结构，在当量比

小于１．１时，其对当量比变化较为敏感，随当量比

增加快速上升，而在当量比大于１．１时，随当量比

增加下降较慢。另外，比较初始温度的影响发现，

随着初始温度增加，无拉伸火焰传播速度增加。这

主要是因为随着初始温度增加，绝热火焰温度增

加，而绝热火焰温度是影响火焰传播速度的主要因

素，其增加将导致无拉伸火焰传播速度增加。

图９给出正十四烷／空气预混气层流燃烧速

度犝ｌ随当量比的变化趋势，同时对比文献中的实

验数据及机理计算值，另外，也将ＲＰ３航空煤油

的层流燃烧速度放入其中进行对比。如图所示，

正十四烷层流燃烧速度变化趋势与其无拉伸火焰

图９　层流燃烧速度随当量比的变化趋势

Ｆｉｇ．９　Ｔｒｅｎｄｏｆｌａｍｉｎａｒｂｕｒｎｉｎｇ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ｗｉｔｈ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ｒａｔｉｏ

传播速度一致。随着初始温度增加，层流燃烧速

度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初始温度对层流燃烧

速度的影响在稀混合气下较为显著。

与Ｌｉ等
［１１］实验数据对比发现，本文获得的

正十四烷层流燃烧速度偏大，这可能和采用的实

验装置有关。与相同工况ＲＰ３航空煤油层流燃

烧速度对比发现［２０］，正十四烷层流燃烧速度整体

偏高。在当量比为１．１处，初始温度为４２０、４５０Ｋ

和４８０Ｋ的正十四烷层流燃烧速度分别高于ＲＰ

３航空煤油１３．０７、１９．１９、２１．３ｃｍ／ｓ。分析原因

可知，标准航油的组成中包含着正构烷烃、异构烷

烃、环烷烃和芳香烃等多种成分。而其中的环烷

烃和芳香烃受 ＣＣ双键影响，层流燃烧速度较

低，导致标准航油的层流燃烧速度比正十四烷低

很多。

正十四烷是航空煤油的重要组成，同时也是

航空煤油数值模拟替代燃料的主要遴选组分之

３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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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文获得实验工况正十四烷层流燃烧速度，

所获实验数据能够用于验证正十四烷燃烧反应机

理，并为进一步构建航空煤油燃烧反应机理，耦合

机理对航空发动机燃烧过程进行ＣＦＤ仿真计算

提供前提。

４　结　论

本文在定容燃烧实验装置中完成正十四烷／

空气预混气层流燃烧特性实验，分析初始温度和

当量比对其层流燃烧速度和马克斯坦长度的影

响，得出如下结论：

１）随着初始温度和当量比增加，火焰发展图

片仍保持清晰光滑边缘，说明初始温度和当量比

增加对正十四烷燃烧稳定性影响不大，没有导致

火焰内部出现裂纹或胞状结构。

２）初始温度增加能够加快火焰传播速度，促

进火焰锋面形成。对比初始温度在当量比为

０．９、１．１和１．３工况下作用效果发现，其影响在

稀混合气时更为明显。

３）正十四烷／空气预混气由稀到浓变化时，

马克斯坦长度减小，火焰稳定性变差。另外，随着

初始温度增加，马克斯坦长度减小，说明初始温度

增加会导致火焰稳定性变差。

４）正十四烷／空气预混气层流燃烧速度在当

量比为１．１时出现峰值，且随着初始温度增加而

增加。与 ＲＰ３航空煤油层流燃烧速度对比发

现，正十四烷层流燃烧速度整体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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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燃预混旋流火焰犘犐犞和犗犎犘犔犐犉
瞬态同步测量

张　俊，涂晓波，陈　爽，李玉栋，王林森，齐新华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设备设计及测试技术研究所，四川 绵阳６２１０００）

摘　　　要：为了研究贫燃预混旋流火焰流场与火焰结构特性，设计了强受限预混旋流燃烧器，搭建了ＰＩＶ

（粒子图像测速）和ＯＨＰＬＩＦ（平面激光诱导荧光）瞬态同步测量系统。针对典型贫燃工况开展了瞬态同步测

量研究，获得了多个截面的瞬态和时均流场速度和ＯＨ分布信息。研究表明：低当量比不稳定燃烧工况下，

伴随着角涡回火现象，燃烧室底部角落存在明显火焰反应区；由于旋流拉扯效应导致ＯＨ分布结构边缘产生

褶皱，并出现多个ＯＨ“孤岛”；旋流火焰外沿位于喷嘴射流的内侧剪切层；增加当量比，火焰流场结构与反应

区分布与低当量比类似，但燃烧更稳定，火焰高度有所增加；内部回流区的经典双涡结构分裂为多个旋涡，存

在旋涡进动、破碎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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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激光诱导荧光 （ＰＬＩＦ）

中图分类号：Ｖ２３５．１１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２３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９１６４１１１８）

作者简介：张俊（１９８２－），男，工程师，硕士，主要从事光学流场显示及测量研究。

通信作者：陈爽（１９７９－），男，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燃烧流场激光光谱诊断、湍流燃烧实验研究。

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ｓｈｕａｎｇ８２７＠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引用格式：张俊，涂晓波，陈爽，等．贫燃预混旋流火焰ＰＩＶ和ＯＨＰＬＩＦ瞬态同步测量［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２０，３５（１０）：２０４６２０５５．

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ＴＵＸｉａｏｂｏ，ＣＨＥＮＳ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ＰＩＶａｎｄＯＨＰＬＩ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ｌｅａｎ

ｐｒｅｍｉｘｅｄｓｗｉｒｌｆｌａｍ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０，３５（１０）：２０４６２０５５．

犐狀狊狋犪狀狋犪狀犲狅狌狊犪狀犱狊犻犿狌犾狋犪狀犲狅狌狊犘犐犞犪狀犱犗犎犘犔犐犉犿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

犳狅狉犾犲犪狀狆狉犲犿犻狓犲犱狊狑犻狉犾犳犾犪犿犲

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ＴＵＸｉａｏｂｏ，ＣＨＥＮＳｈｕａｎｇ，ＬＩＹｕｄｏｎｇ，

ＷＡＮＧＬｉｎｓｅｎ，ＱＩＸｉｎｈｕａ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ｈｉｎａ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ｅｎｔｅｒ，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Ｓｉｃｈｕａｎ６２１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ｏｂｅｔｔｅｒ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ｆｌａｍｅ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ｌｅａｎａｎｄｐｒｅｍｉｘｅｄｓｗｉｒ

ｌｉｎｇｆｌａｍｅｓ，ａｐｒｅｍｉｘｅｄｓｗｉｒｌｉｎｇｂｕｒｎｅｒｗｉｔｈｓｔｒｏｎｇ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ｗａｓ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ＰＩＶ（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ｍａｇｅｖｅｌｏｃｉ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ＯＨＰＬＩＦ（ｐｌａｎａｒｌａｓｅｒｉｎｄｕｃｅｄ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ｗａｓｂｕｉｌｔ．Ｗｉｔｈｔｈｉｓ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ｍｅａｓ

ｕｒ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ａ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ｉｎｓｗｉｒｌｉｎｇｆｌａｍｅｕｎｄｅｒｔｙｐｉｃ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ｍｅ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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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１０期 张　俊等：贫燃预混旋流火焰ＰＩＶ和ＯＨＰＬＩＦ瞬态同步测量

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ａｎｙ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ＯＨｂｌｏｃｋｓ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Ｔｈｅｒｏｏｔｏｆｓｗｉｒｌｉｎｇｆｌａｍｅｌｉｅｄａｔｉｎｎｅｒ

ｓｉｄｅｏｆｓｈｅａｒｌａｙｅｒｏｆｔｈｅｊｅｔｆｌｏｗ．Ａｓ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ｉ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ｉｎｇｆｌａｍ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ｆｌｏｗｆｉｅｄａｎｄＯＨ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ｗｅｒ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ｌｏｗ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ｉｏ．Ｂｕｔｔｈｅｃｏｍ

ｂｕｓｔｉｏｎｗａｓｍｏｒｅｓ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ｌａｍｅｈｅｉｇｈ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ｏｍｅｈｏｗ．Ｉｔ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ｔｗｏｖｏｒｔｉｃｅｓｗｅｒｅｓｐｌｉｔｉｎｔｏ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ｖｏｒｔｉｃｅｓ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ｗｉｔｈ

ｖｏｒｔｅｘｍｏｖｉｎｇａｎｄ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ｄｏｗ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ｆｌａｍｅ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ｌａｍ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ｌｅａｎｐｒｅｍｉｘｅｄ；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ｍａｇｅｖｅｌｏｃｉｍｅｔｒｙ （ＰＩＶ）；

ｐｌａｎａｒｌａｓｅｒｉｎｄｕｃｅｄ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ＰＬＩＦ）

　　贫燃预混技术能够有效提高燃烧效率、控制

燃烧温度，是先进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清洁高

效燃烧极具潜力的研究方向［１４］。而旋流燃烧具

有大尺度中心回流区、角涡区、强剪切区等流动特

性，对于燃烧室油气掺混、稳焰有着明显的优

势［５６］。因此，贫燃预混旋流燃烧成为现代先进航

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燃烧室优先采用的燃烧组织

形式之一。但是燃烧不稳定性限制了贫燃预混技

术的进一步发展，包括火焰吹熄、回火、热声振荡

等问题［７１０］。同时，旋流突扩燃烧室流动呈现强

湍流状态，表现出强旋流、强剪切、非定常等特征，

从而导致在贫燃预混旋流燃烧中，湍流流动、燃烧

释热、传热传质之间的耦合作用进一步加剧，极大

地增加了对旋流燃烧机理数值模拟和实验研究的

难度。因此，为了解析湍流燃烧多机制强相互作

用，有必要开展火焰流场多场多物理量瞬态同步

测量研究，从而同时获取高时空分辨的多物理场

信息。

ＰＩＶ（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ｍａｇｅｖｅｌｏｃｉｍｅｔｒｙ）和 ＰＬＩＦ

（ｐｌａｎａｒｌａｓｅｒｉｎｄｕｃｅｄ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同步测量技

术具有流场光学测量的许多优异特点，如非干扰、

面测量、高时空分辨等；之外，该技术能够同时获

得燃烧流场某个截面的速度和组分浓度分布结

构，为优化旋流燃烧组织形式和数据同化算法提

供基础实验数据，在深入理解分析燃烧与流动耦

合相互作用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目前，国外多

个机构采用ＰＩＶ和ＰＬＩＦ同步测量技术在湍流燃

烧领域获得了有意义的实验结果，走在了湍流燃

烧多场多物理量光学测量的前列。Ｍｅｙｅｒ等利用

ＯＨＰＬＩＦ和ＰＩＶ技术研究了火焰与涡结构之间

相互作用［１１］，Ｄｏｎｂａｒ和Ｄｒｉｓｃｏｌｌ应用ＯＨ和ＣＨ

的ＰＬＩＦ联合ＰＩＶ对非预混射流火焰熄火特性进

行了研究［１２］。Ｓｔｏｈｒ等采用ＰＩＶ／ＯＨＰＬＩＦ同步测

量技术获得了旋流火焰多个截面流场速度和ＯＨ

分布信息，并采用本征正交分解方法进行数据分

析，解释了涡核进动的对流增强混合效应［１３］。

Ｇｕｉｂｅｒｔｉ针对受限旋流火焰开展了 ＰＩＶ／ＯＨ

ＰＬＩＦ同步测量研究，对Ｖ形火焰与 Ｍ 形火焰之

间相互转化现象进行了阐述［１４］。Ｂｏｘｘ等利用帧

频为５ｋＨｚ的ＰＬＩＦ和ＰＩＶ研究了ＧＴ（ｇａｓｔｕｒ

ｂｉｎｅ）燃烧器中旋流火焰流场和进动涡核对火焰

锋面结构和混合过程的影响［１５］。国内相关研究

相对较少，近年上海交通大学王国庆等采用高频

脉冲串激光，针对声学激励旋流火焰同步测量了

流场速度和ＣＨ２Ｏ分布，获得了不同条件下的时

均速度场、涡量场和火焰分布信息［１６］。可见，ＰＩＶ

和ＰＬＩＦ同步测量技术在燃烧诊断领域的应用逐

渐增多，为湍流燃烧机理研究提供了有力手段。

随着我国先进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的发展

加速，具有典型工业应用背景的强受限旋流火焰

成为行业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实验研究的精细化

和系统化程度还难以满足数值仿真验证的需求，

亟需提升实验数据的有效性和丰富程度。为了研

究受限旋流火焰流场与火焰结构的复杂特性，设

计了强受限旋流燃烧器，发展了 ＰＩＶ 和 ＯＨ

ＰＬＩＦ瞬态同步测量技术，针对不同工况下的贫燃

预混旋流火焰获得了多个截面的瞬态和时均流场

速度和ＯＨ分布图，研究分析了旋流火焰流场与

火焰锋面的分布特性。

１　实验装置

图１为设计的强受限预混旋流燃烧器结构示

意图及实物图，自下而上包括进气口、预混段、整

流段、收缩段、旋流器、燃烧室等部段，炉体采用不

锈钢材质，燃烧器总高度为４４９ｍｍ。旋流器及喷

嘴结构如图２所示，采用旋流叶片配置中心钝体

方式产生规则稳定旋流；旋流叶片角度为３５°，采

用直叶片，共１２个叶片，计算旋流数犛为０．８８４，

计算公式如下［１７］：

７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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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
１

１－ψ
· ｔａｎα

１＋ｔａｎαｔａｎ
π（ ）狀

（１）

ψ＝
狀σ

２π犚ｃｏｓα
（２）

式中ψ为阻塞度系数，α为旋流叶片角度，狀为旋

流叶片数，σ为旋流叶片厚度，犚为喷嘴内径。燃

烧室横截面尺寸为５０ｍｍ×５０ｍｍ，高为１００ｍｍ，

四面采用高质量石英玻璃，耐高温，便于光学实验

开展。燃烧实验时，空气与甲烷分别进气，而后在

预混室内经碰撞板作用之后混合，甲烷进气管路

设置单向阀；喷嘴结构采用单向流动自来水进行

冷却，确保炉体温度不会升高；燃烧室出口尾气及

粒子气流经过收集和管路传导，再经雾化液滴对

图１　预混旋流燃烧器结构及实物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ａｎｄｒｅ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

ｐｒｅｍｉｘｅｄｓｗｉｒｌｉｎｇｂｕｒｎｅｒ

图２　旋流器及喷嘴结构示意图（单位：ｍｍ）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ｗｉｒｌｅｒａｎｄｎｏｚｚｌｅ

（ｕｎｉｔ：ｍｍ）

粒子进行沉降处理，避免人员不适以及环境污染。

２　实验方法

与单独 ＰＩＶ 测量和 ＯＨＰＬＩＦ 测量相比，

ＰＩＶ和ＯＨＰＬＩＦ瞬态同步测量实验方法更为复

杂，在系统调试、光路调节、时序匹配、系统抗干扰

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２１　实验系统及测量方法

测量系统示意图如图３所示。ＰＩＶ系统采用

２Ｄ２Ｃ（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ｔｗｏ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测量方

式，系统组成包括跨帧ＣＣＤ（ｃｈａｒｇｅｃｏｕｐｌｅｄｄｅ

ｖｉｃｅ）相机、双脉冲激光器、时序控制器、片光光学

组件、图像采集和数据处理计算机。跨帧ＣＣＤ相

机分辨率为２０４８像素×２０４８像素，像元尺寸为

７．４μｍ，最小跨帧时间为２００ｎｓ；激光器采用北京

镭宝 Ｖｉｌｉｔｅ５００双脉冲激光器，输出波长为５３２

ｎｍ，最大单脉冲能量为５００ｍＪ，脉宽为６～８ｎｓ，

频率为１～１５Ｈｚ。激光器系统提供双脉冲激光

光源，并经由片光组件产生厚度约为１．５ｍｍ的

激光片光。片光照亮旋流火焰流场中的示踪粒

子，通过跨帧相机获取间隔时间Δ狋的两帧粒子图

像，而后由数据处理系统完成互相关分析及后续

数据处理，得出流场速度。

图３　测量系统示意图和典型 Ｍ火焰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ｔｙｐｉｃａｌＭｓｈａｐｅｆｌａｍｅ

ＰＬＩＦ系统组成包括激发光源系统、光路系

统、ＩＣＣ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ｃｈａｒｇｅｃｏｕｐｌｅｄｄｅｖｉｃｅ）相

机、时序控制器和图像采集计算机５个部分。ＩＣ

ＣＤ相机分辨率为１０２４像素×１０２４像素，像元尺

寸为１３μｍ；激发光源由Ｎｄ：ＹＡＧ（掺钕钇铝石榴

石）固体激光器、Ｄｙｅ（染料）激光器、ＵＶＴ（紫外倍

频）设备组成。Ｎｄ：ＹＡＧ激光器输出５３２ｎｍ脉

冲激光，作为泵浦激光进入染料激光器，之后输出

的可调谐激光经ＵＶＴ倍频之后获得紫外激发谱

８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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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激发谱线选择ＡＸ（１，０）跃迁的Ｑ１（４）线（波

长为２８２．５２２ｎｍ），能量为１０ｍＪ。激发荧光主要

位于３０５～３２０ｎｍ波段，因此ＩＣＣＤ相机紫外镜

头前配置３１０ｎｍ滤波片，以提高信噪比。

实验中，采用体式分离的紫外全反射棱镜、凸

透镜、柱透镜组合，实现光路布置和光束整形，形

成宽度约为５０ｍｍ、厚度约为０．５ｍｍ的紫外激光

片光。而后照射旋流燃烧室内的待测火焰截面，

激发火焰中的 ＯＨ 基团，通过时序匹配的ＩＣＣＤ

采集ＯＨ荧光图像，获得ＯＨ分布信息。实验中

典型 Ｍ形旋流火焰如图３所示。

为了实现旋流火焰ＰＩＶ测量与ＯＨＰＬＩＦ测

量的瞬态同步开展，必须使得ＰＩＶ系统照明片

光、ＰＬＩＦ激发片光与待测截面空间位置重合。鉴

于ＰＬＩＦ系统光路体式分布、调试复杂的特点，首

先根据实验布局调试好ＰＬＩＦ系统光路，确保片

光能量、宽度、厚度满足要求；而后采用三维可调

节平台，调整燃烧器位置，确保ＰＬＩＦ片光与燃烧

室待测截面重合；之后，调节高集成度的ＰＩＶ导

光臂和片光组件，使得ＰＩＶ系统片光、ＰＬＩＦ系统

片光与待测截面空间位置重合，确保测量截面的

空间一致。

２２　时序匹配

时序一致是ＰＩＶ／ＯＨＰＬＩＦ瞬态同步测量的

重要环节。实验中，时序控制如图４所示。以

ＰＩＶ系统的时序控制器初始信号作为信标，通过

ＴＴＬ（ｔｒａｎｓｉｓｔｏｒｔｒａｎｓｉｓｔｏｒｌｏｇｉｃ）信号控制脉冲延

迟控制器，并设置适当的延迟时间，再进一步触发

ＰＬＩＦ系统时序控制器，从而确保 ＰＩＶ 系统与

ＰＬＩＦ系统协同工作。

图４　时序控制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ｉｍ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

脉冲延迟控制器延迟时间设置的准则是：在

充分考虑ＰＩＶ系统工作频率及出光时刻和ＰＬＩＦ

系统工作频率及出光时刻的基础上，确保ＰＬＩＦ

系统的脉冲激光位于ＰＩＶ系统跨帧时间Δ狋的中

间位置，即Ａ路与Ｂ路脉冲激光之间，如图５所

示，图中犳ＰＬＩＦ和犳ＰＩＶ分别表示 ＰＬＩＦ激光器和

ＰＩＶ激光器的工作频率。基于ＩＣＣＤ与激励光源

的ＰＬＩＦ系统实际采集周期为１．２ｓ，ＰＩＶ实际采

集周期为０．２ｓ，因此调试后瞬态 ＰＩＶ 和 ＯＨ

ＰＬＩＦ同步测量有效周期为１．２ｓ，频率为０．８３

Ｈｚ。为了考核ＰＩＶ与ＰＬＩＦ测量的瞬态同步的

可靠性和稳定性，在整个系统调试完成时和进入

实验状态时，均采用光电探测器对双系统三脉冲

激光的散射光进行光电转换，而后利用示波器进

行脉冲时序观察。结果表明，实际三脉冲激光时

序与初始设计一致。

图５　时序匹配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ｉｍｉｎｇ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３　测量结果及分析

由于燃烧流场具有高温特点，根据ＰＩＶ实验

粒子选取原则［１８］，示踪粒子使用ＴｉＯ２ 固体微颗

粒，标称粒径为０．５μｍ，密度为４．２６ｇ／ｃｍ
３，熔点

为２１１３Ｋ，物理化学性质稳定。为了确保播撒粒

子气流不影响燃烧时总的空气体积流量（文中简

称流量）以及避免对流量控制器造成破坏，在空气

流量控制器下游接入粒子罐，采用流化床方式将

粒子带出，最后通过管路进入燃烧器。２Ｄ２Ｃ

ＰＩＶ和ＯＨＰＬＩＦ同步测量实验研究针对２个工

况开展，空气流量均保持为４０Ｌ／ｍｉｎ，燃烧室进

口压力为０．１０２ＭＰａ，进口温度为２９８Ｋ，具体如

表１所示。实验中观察发现，Ｃａｓｅ１工况为该空

表１　实验工况

犜犪犫犾犲１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

工况
空气流量／

（Ｌ／ｍｉｎ）

甲烷流量／

（Ｌ／ｍｉｎ）

体积

当量比

Ｃａｓｅ１ ４０ ２．８ ０．６７

Ｃａｓｅ２ ４０ ３．５ ０．８３

９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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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量条件下接近吹熄状态，火焰上下抖动十分

剧烈；Ｃａｓｅ２工况火焰燃烧比较稳定。因此，选取

的工况具有一定代表性。

为了确保测得的流场速度及火焰 ＯＨ 基的

时均场分布结果的有效性，对不同采样图片数量

的时均速度场及 ＯＨ 基分布结果进行了比对。

结果表明，图片数量超过３０张时，时均结果具有

很好的一致性，能够表征所测的时均场。因此，测

得结果中的时均ＰＩＶ数据采用６０对瞬态图像平

均获得，时均 ＯＨＰＬＩＦ数据采用１００张瞬态图

像平均获得，确保了所得时均场的有效性。在测

量系统空间分辨率方面，ＰＩＶ单点矢量分辨率为

１．６ｍｍ，ＰＬＩＦ成像分辨率为４９μｍ／像素。根据

旋流燃烧室对称特点，设定燃烧室测量坐标系如

图６所示，选择中心钝体上端面圆心为坐标原点，

犡轴水平指向右侧，犢 轴垂直指向上方，犣轴指向

跨帧ＣＣＤ，满足右手法则。

图６　测量坐标系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３１　犆犪狊犲１工况的测量结果

图７为Ｃａｓｅ１工况下不同截面速度流线和

ＯＨ时均分布，图８为Ｃａｓｅ１工况下不同截面速

度矢量和 ＯＨ 时均分布，图中色谱犐／犐ｍａｘ代表

ＯＨ基荧光信号的归一化强度，狏表示流场速度

（文中下同）。由于ＰＬＩＦ激光能量及ＩＣＣＤ视场

分辨率的限制，测得的ＯＨ分布信息的有效尺寸

约为４５ｍｍ×５０ｍｍ，速度分布信息的有效尺寸

约为４５ｍｍ×９０ｍｍ。因此，每一张图下半部分

（犢＜５０ｍｍ）为速度信息与ＯＨ分布信息的叠加，

每一张图上半部分（犢＞５０ｍｍ）为速度信息，其间

有明显的颜色差异。由于受限空间内激光反射干

扰，犡 方向有效测量宽度约为４５ｍｍ。多次不同

实验时，均对ＰＬＩＦ激光能量进行调节，确保其激

发的ＯＨ荧光分布能够清晰完整地表征火焰反

应区的位置和空间结构。

图７　Ｃａｓｅ１工况下不同截面的时均速度流线和

ＯＨ基分布图

Ｆｉｇ．７　Ｔｉｍ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ＯＨ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ｎｅｓｉｎＣａｓｅ１

图７和图８中图（ａ）～图（ｄ）分别为犣值等于

０、５、１０、１５ｍｍ时截面的测量结果。图７（ａ）和图

８（ａ）为旋流燃烧室中心纵截面测量结果，可见，旋

流流场喷嘴射流和内外剪切层特征明显，并保持

基本对称；具备典型双旋涡大尺寸回流区结构，旋

涡左右边缘贴近燃烧室侧壁面，高度从喷嘴出口

延展至犢＝７０ｍｍ；喷嘴出口射流速度量级最大，

约为１０ｍ／ｓ；驻于中心钝体上方的火焰外沿形成

锥形杯结构，且火焰反应区位于喷嘴射流的内剪

切层，同时由于角涡回流结构与火焰相互作用，火

０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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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Ｃａｓｅ１工况下不同截面的时均速度矢量和

ＯＨ基分布图

Ｆｉｇ．８　Ｔｉｍ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ｅ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ＯＨ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ｅｓｉｎＣａｓｅ１

焰反应区触壁之后倒卷，呈 Ｍ形结构。

对比图７（ａ）～图７（ｄ）和图８（ａ）～图７（ｄ），

可以发现，随着犣值增加，图中下半部分的双涡

结构逐渐消失，但仍留有双涡的痕迹，流线方向逐

渐统一为由右向左向上。这是由于犣值增加，所

测截面逐渐沿着圆形喷嘴的径向而外移，此处喷

嘴突扩气流受侧壁面限制减弱，测得的截面内的

喷嘴顺时针（从燃烧室上方观察）旋流受中心钝体

影响变小，因而逐渐呈现出较完整的向左上升气

流形态。同样，随着犣值增加，图中上半部分流

线逐渐由两侧汇聚向中线而后流出燃烧室，变成

单一的从右向左向上。可见，从燃烧室上方观察，

流场呈顺时针螺旋上升，不同截面速度分布清晰

显示出了流场的大致整体结构；而从图７（ｃ）和图

７（ｄ）中发现，燃烧室底部角落处存在明显的火焰

反应区，显示了角涡回火的大量存在。

图９为Ｃａｓｅ１工况下中心纵截面速度流线

和ＯＨ瞬态分布，图中狋表示时间。图１０为Ｃａｓｅ

１工况下中心纵截面速度矢量和 ＯＨ 瞬态分布，

各子图顺序间隔为１．２ｓ。从图９（ａ）、图９（ｄ）、图

９（ｇ）和图１０（ａ）、图１０（ｄ）、图１０（ｇ）可以观察到

喷嘴右侧剪切层内多个小旋涡存在，显示出涡核

进动的迹象，同侧内部回流区被挤压变形，不规

则，存在涡破碎现象；图９（ｆ）中，喷嘴两侧内部回

流区出现上下共４个旋涡，分别位于内剪切层和

内部回流区，结合图９（ｂ）、图９（ｈ）和图１０（ｂ）、图

１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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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Ｃａｓｅ１工况下中心截面的瞬态速度流线和

ＯＨ基分布图

Ｆｉｇ．９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ｓａｎｄ

ＯＨ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ｅ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ｅｓｉｎＣａｓｅ１

１０（ｈ），发现普遍存在上下多旋涡结构，且位置从

上游剪切层向下游回流区的进动。从图１０可发

现，由于火焰旋转燃烧，ＯＨ荧光激发信号呈“八”

字形分布，遇见燃烧室内壁之后倒卷，产生 Ｍ 形

火焰，同时旋流拉扯造成ＯＨ分布结构的边缘出

现褶皱，且由于当量比较低，火焰不稳定，产生局

部熄火，出现多个ＯＨ“孤岛”，显示了受限旋流火

焰流场的极端不稳定性；喷流速度极值与ＯＨ分

布并不重合，火焰分布于喷流内侧剪切层，主要是

由于喷流速度过大，火焰难以在其中稳燃，而通过

下游旋涡回流作用，将热量回传，将旋流火焰稳定

在内剪切层附近。

２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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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Ｃａｓｅ１工况下中心截面的瞬态速度矢量和

ＯＨ基分布图

Ｆｉｇ．１０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ｅｃｔｏｒｓａｎｄ

ＯＨ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ｅ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ｅｓｉｎＣａｓｅ１

图１１　Ｃａｓｅ２工况下中心截面的时均速度和

ＯＨ基分布图

Ｆｉｇ．１１　Ｔｉｍ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ＯＨ

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ｅ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ｅｉｎＣａｓｅ２

３２　犆犪狊犲２工况的测量结果

图１１和图１２分别为Ｃａｓｅ２工况下中心截

面的时均和瞬态测量结果。对比图７（ａ）与图

１１（ａ）中的红线，以及参考图９和图１２，发现随着

当量比增加，火焰高度增加约２．５ｍｍ。对比图９

发现，由于当量比增加，火焰燃烧脱离吹熄边界，

燃烧更加稳定，瞬态ＯＨ分布中基本没有ＯＨ“孤

岛”；比较有意思的是，在多个瞬态图中更明显地

观察到喷嘴射流下游的双涡分裂为多个旋涡结

构，比较对称的如图１２（ｃ）、图１２（ｄ）所示；结合其

他多个瞬态图像，发现不同时刻的旋涡数量、位置

及形状都存在一定差异，可以推测位于燃烧室内

部回流区的双涡结构并不稳定。这是由于在喷嘴

射流与中心回流区之间形成的剪切层内，较高的

速度梯度诱发多个旋涡生成，而这些小尺度旋涡

在随主流流动中，因黏性耗散作用发生膨胀，并最

终脱落、破碎；同时，燃烧时产生的热膨胀效应会

加速气体流动，增强与壁面作用，结合旋涡进动引

发大涡低频震荡，导致回流区长度变化，因而双涡

３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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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Ｃａｓｅ２工况下中心截面的瞬态速度流线和

ＯＨ基分布图

Ｆｉｇ．１２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ＯＨ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ｅ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ｅｓｉｎＣａｓｅ２

结构变得不稳定。

４　结　论

为了研究受限贫燃预混旋流火焰流场结构与

火焰反应区的分布特性，设计了一种强受限预混

旋流燃烧器，搭建了ＰＩＶ／ＯＨＰＬＩＦ瞬态同步测

量系统；通过复杂的系统调试、时序设定及验证，

确保了瞬态同步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针对不同工

况下的贫燃预混旋流火焰，测量获得了多个截面

的瞬态和时均流场速度矢量、流线和ＯＨ同步分

布信息。测量结果表明：

１）低当量比不稳定燃烧工况下，火焰中心截

面呈 Ｍ形状，燃烧室底部角落存在明显火焰反应

区，伴随着角涡回火现象；由于旋流拉扯效应导致

ＯＨ 分布结构边缘产生褶皱，并出现多个 ＯＨ

“孤岛”。

２）时均条件下，旋流火焰外沿位于喷流内侧

剪切层位置；燃烧室内双涡结构清晰，喷嘴射流和

内外剪切层特征明显，并保持基本对称；气流呈螺

旋上升状流动。

３）增加预混气体当量比，火焰流场结构与反

应区分布与低当量比类似，但是燃烧更加稳定，火

焰高度有所增加；同时，瞬态条件下观察到内部回

流区的经典双涡结构分裂为多个旋涡，存在旋涡

进动、破碎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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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唇口电热防冰系统性能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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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三维耦合传热方法对发动机唇口电热防冰系统进行了多状态下的性能仿真，获得了唇口表

面平衡温度及动态温升响应时间，以此评估防冰系统性能，并通过与冰风洞试验结果对比，对仿真过程进行了

修正。研究表明：唇口表面加热区平衡温度均高于２７３．１５Ｋ，温升响应时间小于６０ｓ，满足防冰需要，较为严

酷的防冰状态点主要为飞行速度较大、环境温度较低的状态点；修正唇口材料导热系数后，仿真与试验结果吻

合良好。研究结果能有效指导工程研制，对提高防除冰仿真分析结果的准确性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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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在结冰气象条件下飞行时，各部件的迎风

表面可能会发生结冰现象。部件表面结冰会使飞

机的飞行性能恶化，并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发动

机进气道结冰现象是非常显著的，主要是在其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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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内表面［１］。唇口结冰会影响进气道流场，使发动

机的推力下降、功率降低；另外，脱落的冰块可能会

被卷入发动机内部，造成发动机的损坏［２］。唇口防

冰系统的设计目标是满足飞机在所有可能发生结

冰的环境条件下飞行，进气道唇口表面不会形成结

冰，或者形成的冰层厚度和大小不超过发动机允许

的范围［３］。某型无人机发动机进气道唇口为复材

部件，针对其特性设计了电热防冰系统。由于无人

机能量余量的限制，需要分析、考核各种飞行状态

与环境下防冰的性能，以指导设计优化。

国内外在电加热防冰的研究中，大多集中于

飞机机翼的电热防冰计算或者试验研究［４８］，对于

发动机进气部件的电热防冰研究较少。近些年，

国外方面，Ｒｅｉｄ等
［９］使用耦合传热方法研究了电

热防冰的非稳态传热过程，并且把耦合传热方法

应用到计算多块电加热片周期性防冰的复杂传热

现象中；Ｆａｋｏｒｅｄｅ等
［１０］在冰风洞中对风力发电机

叶片电加热防冰系统的能量消耗进行了试验研

究；Ｂｕｓｃｈｈｏｒｎ等
［１１］使用导电聚合物纳米复合材

料制作了一种电加热防冰系统，并在冰风洞中进

行了防冰试验，试验结果表明这种防冰系统的防

冰效果良好。国内方面，杨诗雨等［１２］开发了旋转

帽罩电加热防冰计算程序，对旋转帽罩瞬态防冰过

程进行了数值模拟；董威等［１３］对小型航空发动机

进气支板进行了滑油防冰试验研究；朱光亚［１４］对

飞机电加热部件加热功率的分布特性进行了数值

和试验研究；马辉等［１５］通过冰风洞试验对复合材

料部件电加热防冰系统的性能进行了研究，研究了

不同来流条件下复合材料部件的温度分布情况；雷

桂林等［１６］，开展了小型航空发动机进气支板的电

加热防冰试验，研究了热源总功率、热源布置方式、

液态水含量以及来流温度对支板防冰性能的影响。

发动机进气道的电热防冰非常复杂，涉及到

复杂的流动和传热机理。本文结合某型无人机的

飞行特点，进行了多状态下发动机唇口防冰系统

的动态防冰性能分析，并与冰风洞试验进行了对

比分析，有效指导了工程研制，对提高防除冰仿真

分析结果的准确性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１　计算方法

１１　流场计算

流场计算通过求解非定常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

程，湍流模型采用犽ε两方程模型。水滴体积分

数一般在１０－６量级，因而忽略水滴对空气流场的

影响，空气流场与水滴运动场采用单向耦合。

１２　水滴轨迹计算

水滴运动场计算采用欧拉法，欧拉法中水滴

的控制方程如下［１７］：



狋
犝ｗ＋!·犉ｗ ＝

犆ｄ犚犲ｗ
２４犓

犉ｉｎｔ （１）

其中

犝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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狑

烅

烄

烆

烍

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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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犉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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狌ｗ，犻狏ｗ

狌ｗ，犻狑

烅

烄

烆

烍

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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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ｉｎｔ＝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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狏ａ－狏ｗ

狑ａ－狑

烅

烄

烆

烍

烌

烎ｗ

（３）

式中φｗ 为微元体中水滴体积分数，犞ａ 为空气速

度矢量，犞ｗ 为水滴速度矢量。

犆ｄ为阻力系数
［１８］

犆ｄ＝
２４（１＋０．１５犚犲

０．６８７）／犚犲ｗ 　犚犲ｗ ≤１０００

０．４４ 　犚犲ｗ ＞
烅
烄

烆 １０００

（４）

　　犚犲ｗ 是与微粒直径有关的相关雷诺数

犚犲ｗ ＝
ρａ犞ａ－犞ｗ 犱ｗ

μａ
（５）

式中μａ 为空气动力黏度，犱ｗ 为水滴容积平均

直径。

犓 为惯性系数

犓 ＝
ρａ犱

２
ｗ 犞ａ

１８μａ
（６）

　　通过求解以上水滴流场控制方程，可以得到

流场中各个微元体中的水滴体积分数φｗ 等参数，

进而可以得到水滴撞击特性。

１３　内外耦合计算

这部分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典型的非稳态含内

热源的多层结构导热问题，其外表面还要与外界

含过冷水滴的空气进行热质交换。

在流固耦合界面上进行着复杂的热质交换，

但其本质其实就是内部加热热流与外界各项热流

之间的平衡过程。表面温度场是这些热流相互影

响的结果。唇口外表面微元的质量平衡和热量平

衡关系［１９２０］如图１和图２所示。

根据质量及能量守恒定律，可得

犿ｆｒｚ＝犿ｉｎ＋犿ｉｍｐ－犿ｅｖａｐ－犿ｏｕｔ （７）

狇ｃｏｎｖ＋狇ｅｖａｐ＋狇ｏｕｔ－狇ｖｉｓｃ－狇ｉｍｐ－狇ｆｒｚ－狇ｉｎ＝狇ｈｅａｔ

（８）

７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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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唇口表面微元质量平衡

Ｆｉｇ．１　Ｑｕａｌｉｔｙ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ｌｉｐ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ｉｎｕ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图２　唇口表面微元能量平衡

Ｆｉｇ．２　Ｅｎｅｒｇｙ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ｌｉｐ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ｉｎｕ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其中犿ｆｒｚ为微元控制体内液态水的结冰质量流

量，狇ｆｒｚ为冻结而释放的潜热。犿ｉｎ为前一个微元体

未冻结的液态水从前一个微元体流入当前微元体

的质量流量，狇ｉｎ为对应带入的热流量；犿ｉｍｐ为单位

时间内随气流撞击到唇口表面的过冷水滴质量流

量，狇ｉｍｐ为收集水带入的热流量；犿ｅｖａｐ为微元控制

体内液态水表面蒸发的质量流量，狇ｅｖａｐ为蒸发带

走的热流量。犿ｏｕｔ为当前微元体未冻结的液态水

流入下一个微元体的质量流量，狇ｏｕｔ为对应流出的

热流量；狇ｖｉｓｃ为气动加热热流量；狇ｃｏｎｖ为与外界气

流的对流换热热流量。狇ｈｅａｔ为防冰系统带入的热

流量。

图３　计算流程

Ｆｉｇ．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上述各项热流的计算公式如下［２］：

狇ｃｏｎｖ＝犺·（犜ｓ－犜ｌ） （９）

狇ｅｖａｐ＝犿ｅｖａｐ·犔ｅｖａｐ＝

０．６２２犺
犮狆，ａ

狆ｓ，ｓ

狆ｌ
－
狆ｓ，０

狆（ ）
０

·ｄ犛·犔ｅｖａｐ （１０）

狇ｉｎ／ｏｕｔ＝犿ｉｎ／ｏｕｔ·犮狆，ｗ·犜ｗ，ｉｎ／ｗ （１１）

狇ｖｉｓｃ＝犺·狉
·犞

２
∞

２犮狆，ａ
（１２）

狇ｉｍｐ＝犿ｉｍｐ
熿

燀
· 犞

２
ｄ

２
－犮狆，ｗ·（犜ｓ－犜∞

燄

燅

） ＝

犆ｌｗ·犞∞·β·ｄ犛
熿

燀
· 犞

２
ｄ

２
－犮狆，ｗ·（犜ｓ－犜∞

燄

燅

）

（１３）

狇ｆｒｚ＝犿ｆｒｚ·（犔ｆｒｚ－犮犻犜ｓ） （１４）

其中犺为表面与环境的表面传热系数（Ｗ／（ｍ２·Ｋ）），

犜ｓ为表面温度（Ｋ），犜ｌ为附面层外边界上的局部

温度（Ｋ）；犔ｅｖａｐ为水的汽化蒸发潜热（Ｊ／ｋｇ），狆ｓ，ｓ、

狆ｓ，０分别为表面温度和环境温度对应的饱和水蒸

气压（Ｐａ），狆０ 为环境压力（Ｐａ），狆ｌ为附面层边界

压力（Ｐａ）；犜ｗ，ｉｎ、犜ｗ 分别为前一微元控制体及当

前控制体的液态水的温度（Ｋ）；狉为附面层恢复

系数（无量纲），与气体的普朗特数有关；犮狆，ｗ为水

的比定压热容（Ｊ／（ｋｇ·Ｋ））；犔ｆｒｚ为水冻结成冰的

相变潜热（Ｊ／ｋｇ），犮犻为冰的比热容（Ｊ／（ｋｇ·Ｋ））。

在唇口固体材料内部，防冰过程为一个非稳

态的热传导过程，热量输运方程如下：

ρ·犮·
（Δ犜）

狋
＝ !

［κ（犜）·!

（Δ犜）］－ρ·
Δ犎

Δ犜

（１５）

式中ρ为固体材料密度（ｋｇ／ｍ
３），犮为比热容

（Ｊ／（ｋｇ·Ｋ）），Δ犜为两次迭代温差（Ｋ），狋为时间

（ｓ），κ为导热系数（Ｗ／（ｍ·Ｋ）），犎 为焓（Ｊ／ｋｇ）。

根据式（８）与式（１５）相互耦合迭代，得到某时

刻唇口表面温度分布。

本文采用ＦＥＮＳＡＰＩＣＥ软件的ＦＥＮＳＡＰ模

块、ＤＲＯＰ３Ｄ、ＩＣＥ３Ｄ、Ｃ３Ｄ模块进行流场、水滴撞

击特性以及内外耦合传热计算，计算流程如图３

所示。

８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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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唇口电热防冰系统性能仿真

２１　计算模型及网格划分

唇口模型如图４所示，白色线框为加热片位

置。唇口内部多层结构模型如图５所示，从外到

内依次为唇口外表面，唇口内表面，胶层外表面。

其中，唇口外表面即为与流场结果的数据交界面。

图４　唇口模型

Ｆｉｇ．４　Ｌｉｐｍｏｄｅｌ

图５　唇口内部模型

Ｆｉｇ．５　Ｌｉｐ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ｏｄｅｌ

采用结构化网格建立外流场网格如图６所

示。固体网格划分同样采用结构化网格，固体网

格在两层材料的交界面处，唇口外表面和胶层外

表面附近进行加密处理，以便于在后续的计算中

获得准确的温度和热流梯度。固体域生成的与流

场域耦合面壳网格如图７所示，图８为材料层交

界面处网格加密区。

图６　计算网格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ｉｄｓ

图７　面网格

Ｆｉｇ．７　Ｗａｌｌｇｒｉｄｓ

图８　交界面处网格加密区

Ｆｉｇ．８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ｇｒｉｄｓ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

２２　计算条件

根据飞机的飞行包线，选取了高度、速度以及

攻角等飞行条件，模拟爬升、平飞、下降３种状态

下的飞行。环境温度根据大气环境中不同高度所

对应的温度范围，从中选择结冰几率较大的温度

点。水滴直径（ＭＶＤ）取２０μｍ。液态水含量

（ＬＷＣ）根据其与温度和水滴直径的关系从中国

民航规章（ＣＣＡＲ）２５部附录Ｃ中确定。计算条

件如表１所示。

表１　计算条件

犜犪犫犾犲１　犆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

序号 温度／Ｋ 高度／ｋｍ 攻角／（°） 马赫数

１ ２６８．１５ １ ３ ０．４２

２ ２６３．１５ ３ ３ ０．４２

３ ２５８．１５ ５ ３ ０．４２

４ ２５３．１５ ７ ３ ０．４４

５ ２４８．１５ ９ ３ ０．４４

６ ２６５．１５ １．５ －３ ０．４０

７ ２６０．６５ ３．５ －３ ０．４４

８ ２５３．１５ ５．５ －３ ０．５０

９ ２５１．１５ ７．５ －３ ０．５７

１０ ２４８．１５ ９ －３ ０．４４

１１ ２６８．１５ ０．５ １ ０．３８

１２ ２６３．１５ ２．５ １ ０．４８

１３ ２５８．１５ ４．５ １ ０．５４

１４ ２５３．１５ ６．５ １ ０．５８

１５ ２４８．１５ ９ １ ０．６２

９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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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唇口为复合材料，耐受的高温有限，电防

冰系统控制加热片在一定温度区间内３４３．１５～

３９３．１５Ｋ通断。在仿真计算时，为模拟防冰系统

的间断加热，首先开展与加热片温度范围对应的

加热及断电时间的确定工作，以加热及断电时间

作为控制规律模拟电防冰系统防冰性能。

计算中，假定在整个瞬态热传导过程中，

唇口和胶层材料参数不随温度变化。唇口导

热系数为０．５Ｗ／（ｍ·Ｋ），胶层导热系数为

１．５Ｗ／（ｍ·Ｋ）。

２３　表面温度场结果

唇口表面温度的高低以及分布情况是判断防

冰性能的重要依据，防冰表面温度场是外部换热

与内部导热共同作用的结果。以下从三维整体和

二维截面两个角度对温度场进行分析。

计算结果显示经过４个加热断电周期后表面

温度基本平衡，相应的三维温度分布与二维截面

温度数据如图９、图１０所示。本文以状态１为

例，结合计算结果进行了分析，其他状态只给出结

论，具体结果和分析不再赘述。

由于唇口内部空腔中有肋板，因此加热片为

间隔布置。如图９所示，防冰装置的结构布局对

唇口表面整体温度分布有很大影响。加热片直接

加热的区域温度较高，加热区之间的间隔区温度

较低。复合材料的低导热系数是其重要的影响因

素。加热片对未贴覆加热片区域的影响范围在不

同的位置有所差别，这与局部的换热环境有关，一

般在５～１０ｍｍ之间。

图９　状态１表面温度分布

Ｆｉｇ．９　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ｃａｓｅ１

如图１１所示截面狓＝０．０４１ｍ与唇口表面有

两条相交曲线，取上部的曲线为研究对象，得到温

度曲线如图１０所示。图１１截面结构示意图如图

１２所示。图１０中纵坐标为唇口表面温度，横坐

标为表面距离。表面距离为０ｍ处为几何驻点，

负距离表示上表面，正距离表示下表面。防护区

域为－０．０３～０．０５９ｍ。

由图１２可以看出，在加热区内部，温度分布

也有一定规律。驻点附近温度略高于上下两侧一

定区域，这主要因为上下两侧的空气绕流换热作

用明显，且该区域也有一定质量的水滴撞击。上

下两侧的平板位置也出现了较高的温度，这是因

图１０　截面温度曲线（状态１）

Ｆｉｇ．１０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１）

图１１　截面狓＝０．０４１ｍ示意图

Ｆｉｇ．１１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狓＝０．０４１ｍ

图１２　图１１截面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２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Ｆｉｇ．１１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０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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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区域水滴撞击少，但平板区域下游温度逐渐

下降，这是受未加热冷结构的导热影响。

从整个加热区内的温度范围及驻点温度出

发，综合分析所有状态。状态１～５速度相同，最

大的区别在于环境温度。随着环境温度从

２６８．１５Ｋ下降到２４８．１５Ｋ，驻点平衡温度从状态

１的２８７．５Ｋ下降到状态５的２８１．５Ｋ，加热表面

整体平均温度也随之减小。状态１～５加热范围

内最低温度为状态４的２７５Ｋ，出现在下表面，在

同样的位置，状态５的温度为２７５．５Ｋ。状态５与

状态１５温度一样，均为较低的２４８．１５Ｋ，状态１５

的速度（犕犪＝０．６２）大于状态５的速度（犕犪＝

０．４４）。状态１５驻点处温度（２８３．５Ｋ）略高于状

态５（２８１．５Ｋ），原因是其气流速度大，对应的驻

点处的气动加热高。但状态１５在驻点两侧的上

下表面温度下降更快，最低温度低于状态５，原因

是其上下表面的绕流换热作用更强。这说明对流

换热作用对上下表面温度影响很大。

综上分析，所有计算状态中较严酷的防冰状

态点为４、５、９、１０、１４和１５，其中驻点附近温度较

低的为状态５和状态１０，加热区内最低温度较低

的为状态１４和状态１５。这表明对表面温度大小

影响较大的是环境温度与速度。

２４　温升响应时间

对于一个合格的防冰系统，不仅应考虑其有

无防冰能力，同时应考虑其防冰的经济性和防冰

效率。开启防冰装置后在整个瞬态热传导过程

中，防冰表面在何时达到一定理想的温度也是系

统关心的问题。

图１３　状态１～５的表面温度变化曲线

Ｆｉｇ．１３　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ａｓｅ１～５

防冰系统启动后７７．５ｓ内状态１～５表面温

度的变化如图１３所示。纵坐标为监测点的温度，

横坐标为时间步，每１步代表０．５ｓ。０ｓ时刻为防

冰系统开启的时刻。监测点为狓＝０．１６４ｍ截面

的几何驻点。

所有工况表面温度达到２７８．１５Ｋ所需时间，

即温升响应时间如表２所示。

表２　状态１～１５温升响应时间

犜犪犫犾犲２　犚犲狊狆狅狀狊犲狋犻犿犲狅犳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狉犻狊犲狅犳犮犪狊犲１～１５

状态点 时刻／ｓ 状态点 时刻／ｓ

１ １５

２ ２３

３ ３０

４ ３８

５ ４８

６ ２２

７ ２８

９ ４２

１０ ５１

１１ １６

１２ ２３

１３ ３０

１４ ３５

１５ ４８

　　分析得出，状态５、状态９、状态１０和状态１５

需要的时间较长。其中状态１温升响应时间最

短，为１５ｓ；状态１０温升响应时间最长，为５１ｓ。

这是因为它速度大，温升起点低，同时外表面散热

作用较强。通过对各状态的温升响应时间分析可

以得出，与表面温度分布类似，对温升响应时间影

响较大的因素是环境温度和飞行速度。

３　仿真与试验结果对比

３１　试验说明

试验在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低速空

气动力研究所冰风洞内进行。风洞尺寸为３ｍ×

２ｍ×６．５ｍ（宽×高×长）。唇口模型为１：１模

型，如图１４所示。对表１所示的状态２、状态３、

状态４进行了试验，并监测表面温度。

图１４　冰风洞试验

Ｆｉｇ．１４　Ｉｃｉｎｇｔｕｎｎｅ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１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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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试验结果与仿真对比

检取如图１５所示唇口表面的６个监测点进

行试验与仿真结果的对比，对比结果如图１６～图

１８所示。

图１５　监测点位置

Ｆｉｇ．１５　Ｍｏｎｉｔｏｒｐｏｉｎｔ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图１６　状态２对比

Ｆｉｇ．１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ａｓｅ２

图１７　状态３对比

Ｆｉｇ．１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ａｓｅ３

从图１６～图１８可以看出，唇口外壁温度试

验值与仿真结果存在一定误差，仿真结果温度高

于试验结果。分析可能产生误差的因素发现，仿真

图１８　状态４对比

Ｆｉｇ．１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ａｓｅ４

未考虑加热片与唇口贴合之间的胶层和绝缘层的

热阻，仿真使用的热阻偏小。因此对仿真时采用的

材料导热系数进行修正（初始为０．５Ｗ／（ｍ·Ｋ），

修正为０．３１Ｗ／（ｍ·Ｋ）、０．２５Ｗ／（ｍ·Ｋ）），重新

进行仿真，修正后状态４仿真结果与试验结果对

比如图１９所示。

图１９　修正后状态４对比

Ｆｉｇ．１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ａｓｅ４ａｆｔｅ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修正后发现当唇口导热系数为０．２５Ｗ／（ｍ·Ｋ）

时，唇口外壁温度试验值与仿真结果误差在３Ｋ

以内，仿真结果与试验结果符合性较好。

４　结　论

本文根据某飞机发动机唇口电热防冰系统的

工作条件，采用表面平衡温度及温升响应时间作

为考核防冰系统性能的双重因素，计算了多个状

态下的防冰系统性能，结果验证了防冰系统满足

要求。进行了仿真与试验结果的对比，根据对比

结果进行了仿真修正，研究表明为保证仿真结果

的准确性，仿真时应充分纳入影响换热的实际因

素。本文的研究方法可为发动机唇口防冰系统性

能评估提供参考。

２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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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定常来流压力下基于犇犕犇方法的

预冷器换热特性

姚李超１，付　超２，张俊强１，李泽鹏１，邹正平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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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大涡模拟方法对非定常来流压力条件下叉排管束预冷器换热特性进行了研究，同时运用动

力学模态分解方法对流场主控流动结构进行了识别，探讨了来流压力周期性变化频率对预冷器内部流动、换

热性能和熵产的影响。结果表明：来流压力变化频率对预冷器时均和瞬态换热性能影响均不显著，但当来流

压力变化频率增大至流场固有频率９５０Ｈｚ时，流场发生共振，换热性能发生剧烈振荡；管束壁面剪切层运动

和绕流脱落涡结构为主控流动结构，其时空演化过程对瞬时换热性能起决定作用；当流场发生共振时，剪切层

的生长和演化与来流速度的脉动密切相关，前排管束的绕流涡脱落周期与来流压力／速度变化周期一致，而壁

面剪切层的生长周期则为来流压力／速度变化周期的两倍。此外，叉排管束流场的换热熵产决定于主控流动

结构，其时空演化特征与主控流动结构演化规律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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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ｔｒｏｐｙ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ｃｏｏｌｅｒ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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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ｎｇｖｏｒｔｅｘｅｓｗａ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ｌｏｗ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

ｔｈｅｓｈｅａｒｌａｙ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ａｓｔｗ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ｌｏｗ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ｅｎ

ｔｒｏｐｙ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ｉ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ｎｇｆｌｏｗ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ａｓｉｎ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ｎｇｆｌｏｗ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ｓｔａｇｇｅｒｅｄｔｕｂｅｂｕｎｄｌｅｐｒｅｃｏｏｌｅｒ；ｉｎｆｌｏｗ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ｎｇｆｌｏｗ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由高超声速飞行所导致的来流空气温度过高

是限制高超声速动力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采用

预先冷却的方法使压气机前进气温度达到航空涡

轮发动机工作的正常水平，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

途径。近年来，国外提出了一种紧凑式快速强换

热技术［１］，该技术依托强预冷器对来流空气进行

预先冷却。强预冷器由一系列呈螺旋状排列的毛

细管组成，空气从模块间的微小空隙中流过，低温

氦在微管道中与管外来流空气进行热交换，微管

道的矩阵式排列和管道外空气的横流方式，能在

有效控制预冷器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增大换热面

积，同时横向流动也可有效阻止边界层在管壁上

的增长，提高了传热系数，从而达到对来流快速降

温的目的［２］。

为支撑强换热技术的发展，国外开展了大量

针对强预冷器的理论和试验研究。Ｍｕｒｒａｙ等
［３］

进行了预冷器的结构优化设计，完成了实验室规

模的预冷器加工制造以及性能验证。ＲＥＬ（ｒｅａｃ

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ｓｌｉｍｉｔｅｄ）公司的 Ｗｅｂｂｅｒ等
［４］试验测

量了不同雷诺数下紧凑换热器圆管表面的努塞尔

数（犖狌）分布，发现管束阵列中圆管迎风侧努塞尔

数随随雷诺数（犚犲）变化剧烈，而背风侧努塞尔数

小于迎风侧且随犚犲变化不明显。ＲＥＬ公司于

２０１２年在Ｂ９试验台进行了全尺寸强预冷器的地

面试验，验证了预冷器具备在２０ｍｓ内将来流空

气温度降低从１２７３Ｋ 以上降低至１２３Ｋ 的能

力［５］。此外，Ｙｕ等
［６］采用智能优化算法从换热效

率、总压降、紧凑性三个角度对强预冷器进行了优

化，发现在保持进口速度、密度不变时，预冷换热

器的冷却效率与管束阵列的紧凑度和总压降密切

相关。Ｌｉｎｔｏｎ等
［７］用直接数值模拟方法（ＤＮＳ）

对ＳＡＢＲＥ（ｓｙ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ａｉｒｂｒｅａｔｈｉｎｇｒｏｃｋｅｔｅｎ

ｇｉｎｅ）预冷器叉排管束单元模型进行了数值模拟

研究，详细对比分析了不同雷诺数下预冷器管束

脱落涡的演化规律，发现低雷诺数下上游管束的

绕流脱落涡会引起高值斯特劳哈尔数（犛狋２），其值

随雷诺数的增加而减小；而在高雷诺数下，流动发

生转捩，低值斯特劳哈尔数（犛狋１）与管束驻点的振

荡有关。Ｌｉ等
［８］研究了非均匀进口温度分布下

管束内的温度掺混，并引入佩克莱数（犘犲）来衡量

管束内流体温度掺混程度。研究结果表明管束内

的热掺混沿着流向逐渐增强并趋于恒定，同时随

着犚犲的增大，掺混过程将进一步强化。

然而，上述研究多是在定常／均匀来流边界条

件下展开，鲜有涉及非定常来流对预冷器换热性

能的影响的讨论。在飞行器真实工作过程中，进

气道内气流可能发生分离，这将导致位于其下游

的预冷器来流边界条件（尤其是来流压力）发生动

态变化，来流条件由定常变为非定常。这种非定

常来流边条会导致预冷器内部流场发生振荡，同

时也会影响预冷器的换热性能，甚至导致发动机

的预冷系统无法正常工作。因此，有必要研究非

定常压力变化对紧凑式强预冷换热器内部流动和

换热性能的影响。

紧凑式强预冷器内部存在复杂的多尺度湍流

流动结构，如何对控制换热性能的主控流动结构

及其频率进行识别和提取是关键问题。动力学模

态分解（ＤＭＤ）方法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湍流动力

学研究方法，能用于探索复杂非稳态时空流场本

５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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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该方法由Ｓｃｈｍｉｄ于２００８年提出
［９］，具有算

法简单、易于实现等诸多优势，已被众多学者应用

于分析多种非定常流动现象，如射流［１０］、方腔流

动［１１］、喷管流动分离［１２］、进气道喘振［１３］、叶栅分

离流动［１４］、压气机不稳定性［１５］等。ＤＭＤ方法通

过提取低维子空间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来捕获流

动的主要动力学结构特性。虽然该方法假设一个

线性演化算子，但在非线性流场中，它同样采取提

取线性切线近似结构的方法，并描述其动态行

为［１６］。因此ＤＭＤ方法也可应用于非定常流动

中的各种观测量和导出量的识别，如速度、压力、

涡量、熵产等。

本文通过大涡模拟方法（ＬＥＳ）对非定常来流

压力条件下叉排管束式预冷器的对流换热特性进

行了数值模拟研究，同时运用动力学模态分解

（ＤＭＤ）方法对特殊频率的流动结构进行了识别，

探讨了不同来流压力变化频率对预冷换热器内叉

排管束结构内流动、传热及熵产的影响。

１　研究对象及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参考ＳＡＢＲＥ发动机的紧凑强预冷器结构，

本文选取叉排管束式预冷器作为研究对象，如图

１所示。各管束排间隔交叉布置，管束内径犱＝５

ｍｍ，狓向节距狆狓＝２犱，狔向节距狆狔＝１．５犱。此叉

排管束式预冷器可视作由多个基本换热单元组

成，其基本换热单元包括一个完整的单圆管及其

周围４个１／４圆管。

图１　叉排管束式预冷器几何结构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ｏｆｓｔａｇｇｅｒｅｄｔｕｂｅｂｕｎｄｌｅｐｒｅｃｏｏｌｅｒ

１２　数值模拟方法及设置

图２所示为计算模型及计算域网格划分，该

模型共计１３排管束，各管束的展向长度（狕向）为

π犱；计算域进出口设置长度为８犱的延长段与保

证来流充分发展及提高数值收敛性。延长段内采

用 Ｈ型网格，进出口延长段分别分布８０和１００

个网格节点；换热单元内采用 Ｏ型网格，管壁第

一层网格取高度０．００２ｍｍ（最大狔
＋
≈０．２）以充

分捕捉速度／温度边界层。

图２　整体计算域及网格划分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ｍａｉｎａｎｄｇｒｉｄ

为详细刻画管外绕流各复杂涡系结构的演化

发展，本文采用商业软件ＡＮＳＹＳＦＬＵＥＮＴ平台

中的大涡模拟方法求解三维非定常 Ｎａｖｉｅｒ

Ｓｔｏｋｅｓ方程。考虑到所研究的工况范围内来流

速度很低（犕犪０．１），选取基于压力的求解器；采

用ＳＩＭＰＬＥ算法进行速度和压力的耦合求解；雷

诺应力、扩散项、压力应变率、耗散项和生成项方

程均采用３阶精度 ＱＵＣＩＫ格式进行空间离散；

时间离散采用２阶精度双时间部隐式格式。如图

２所示，计算域进口给定总温／总压边条，出口给

定总压边条，管束设定为定温无滑移壁面；狓方向

采用周期性边条，而狕方向则设定为对称边条。

计算时间步长为２．６×１０－６ｓ，在本文的网格尺度

下保证克朗数（Ｃｏｕｒａｎｔｎｕｍｂｅｒ）小于１，且管外

绕流旋涡脱落周期迭代步数超过５００。

为模拟预冷器非定常来流压力条件，计算域

进口总压按照周期性正弦函数变化

狆

ｉｎ ＝犽＋犃ｓｉｎ［ω（狋－狋０）］ （１）

式中犽＝１８０Ｐａ为雷诺数犚犲＝２６００时进口相对

总压；总压周期性振荡幅值犃＝６０Ｐａ，频率犳＝ω／

２π。计算时，采用均匀来流下带壁面冷却时

（犚犲＝２６００）的某一瞬态流场作为初始物理场。

需要说明的是，为保证每个物理时间步的收敛性，

需保证初始时刻的进口压力边界条件等于初场的

进口压力条件，因此减去了初场所对应的物理时

６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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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步狋０。

１３　网格无关性验证

为保证足够的计算域网格空间分辨率，本文

首先进行了网格无关性验证。在前述网格设置基

础上，通过调节单管束外 Ｏ型网格周向、径向和

展向 网 格 数 共 划 分 ４ 套 不 同 密 度 的 网 格

（Ｇｒｉｄ１～Ｇｒｉｄ４），如表１所示，表中Δθ
＋和Δ狕

＋

分别代表周向和展向的网格无量纲宽度。采用上

述４套网格分别进行了大涡模拟计算，计算工况

为犚犲＝２６００，且管壁温度低于主流温度为４０Ｋ。

表１　不同计算域网格密度设置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狆犲犮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犵狉犻犱犱犲狀狊犻狋犻犲狊

网格 径向×周向×展向 Δθ
＋
Δ狕

＋ 总网格数／万

Ｇｒｉｄ１ ３０×１３６×３１ ４．０ １５．０ １９５

Ｇｒｉｄ２ ４０×２０４×３１ ２．４ １５．０ ３００

Ｇｒｉｄ３ ４０×２０４×４５ ２．４ １０．３ ５５０

Ｇｒｉｄ４ ５０×２０４×６１ ２．４ ７．６ ８５０

　　图３所示对比了不同网格密度下流场相关参

数，其中图３（ａ）所示为第一排管束无量纲绕流脱

落涡频率斯特劳哈尔数（犛狋），图３（ｂ）所示为图示

取样线（犎）上不同位置处时均温度和时均狔向雷

诺应力（狏′狏槡 ′／犝０）。可以看到，随着网格密度的

增加，各流场参数的变化逐渐变缓，当网格密度从

Ｇｒｉｄ３增大至Ｇｒｉｄ４时，第一排管束无量纲绕流

脱落涡频率犛狋的变化率低于０．０５％，取样线上

各位置处的时均温度和时均狔向雷诺切应力的

最大数值差异分别为０．６５％和５．２％。由于Ｇｒｉｄ

３网格密度下流场中各参数的平均值和脉动值均

可达到良好的数值精度，故本文后续相关大涡模

拟研究均在Ｇｒｉｄ３网格密度下开展。

图３　网格无关性验证

Ｆｉｇ．３　Ｇｒｉｄ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２　犇犕犇方法及验证

动力学模态分解是一种可在大量实验或数值

模拟流场数据中提取出单一频率相干结构的流场

分解技术。该技术可将复杂流动分解为几个关键

的模态，每个模态对应单一且不同的流动频率，同

时还可揭示出模态的稳定性等信息。本节对

ＤＭＤ方法作简单介绍，并采用单管圆柱流场数

据对所编写的ＤＭＤ程序进行验证。

２１　犇犕犇方法基本原理

在流场中存在两个时间间隔为Δ狋的连续快

照向量狏狋和狏狋＋１，分别表示狋和狋＋１时刻流场中

任意流动参数沿空间分布的列向量。假设存在线

性映射犃使得

狏狋＋１ ＝犃狏狋　狋＝１，…，犖－１ （２）

式中犃为系统矩阵。犖 个时刻的流场快照序列

可表示为

犞犖
１ ＝ ［狏１，狏２，狏３，…，狏犖］ （３）

　　假设犖 个时刻内所有流场序列都满足线性

映射，则有

犞犖
２ ＝ ［狏２，狏３，狏４，…，狏犖］＝

［犃狏１，犃狏２，犃狏３，…，犃狏犖－１］＝

犃犞犖－１
１ （４）

　　可以看出，系统矩阵犃的作用相当于将快照

序列犞犖－１１ 沿时间方向平移Δ狋后至序列犞
犖
２。因

此，矩阵犃的特征值包含了序列犞犖－１１ 的时间演化

特性。具体而言，犃的特征值表示了各动力模态的

频率及其变化率，而对应的特征向量则代表了各模

７６０２



航　空　动　力　学　报 第３５卷

态的流场结构及其在全流场汇总的能量占比。

ＤＭＤ方法的本质则是求解系统矩阵犃的信息。

一般而言，矩阵犃的维数极大，难以对其进

行直接求解。本文采用相似变换法进行降维变换

以求解系统矩阵犃，该方法具有较高的数值稳定

性以及对数据噪声的鲁棒性［１７］。对于秩为狉的

快照序列犞犖－１
１ 而言，采用状态矩阵珟犃 代替犃，珟犃

为系统矩阵珟犃 的最优低维估计，其特征值则是系

统矩阵犃的一部分。对珟犃进行特征分解可得

珟犃＝犣犕犣
－１ （５）

其中犣＝［狕１，…，狕狉］为珟犃的特征向量，对应特征值

向量为犕＝ｄｉａｇ［μ１，…，μ狉］。对第犼个特征值而

言，其对数取值后的实部犵犼＝Ｒｅ（ｌｏｇμ犼／Δ狋）即代表

流动增长率，虚部ω犼＝Ｉｍ（ｌｏｇμ犼／Δ狋）则代表频率。

若犵犼＝０，则表示对应模态稳定；若犵犼＞０，则表示对

应模态随时间增强；若犵犼＜０，则表示对应模态随时

间衰减。因此，若特征值μ犼 位于在复平面的单位

圆上，则表示相应模态稳定，反之则不稳定。

通过珟犃对犞犖－１
１ 的狉维子空间进行线性映射，

利用ＰＯＤ（ｐｒｏｐｅｒ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模

态犝 将其映射到高维空间，可将狋时刻的快照向

量狏狋表示为

狏狋≈∑
狉

犼＝１
φ犼μ

狋－１
犼α犼 （６）

式中φ犼为ＤＭＤ模态，α犼 为相应模态的振幅。式

意味着狋时刻的流场可利用ＤＭＤ各阶模态的线

性组合进行表述。

值得说明的是，模态由下式给出：φ犼＝犝狕犼，其

量纲为１。模态φ犼的量纲由ＰＯＤ模态犝 和珟犃 的

特征向量狕犼共同决定，犝 和狕犼的量纲均由线性映

射犃决定，由式得犃的量纲为１，因此模态φ犼 的

量纲也为１（图６和图１１）。

标准 ＤＭＤ 算法中采用 φ犼 ２ 或 α犼 进行

ＤＭＤ模态排序，这两种排序方式难以提取出不

稳定系统中能反映流动特征的主要模态。因此，

本文采用Ｋｏｕ等
［１８］提出的模态选取方法进行模

态排序，排序依据为每个模态对全部快照样本贡

献度的大小，这样可剔除振幅较大但衰减较快的

“伪模态”［１９］。其数学表述形如

狏狋 ＝∑
狉

犼＝１

犫狋犼（狋）φｎｏｒｍ，犼（狓，狔） （７）

式中φｎｏｒｍ，犼（狓，狔）代表由二范数归一化后的第犼

个模态，而犫狋犼（狋）则表示模态犼在狋时刻的时间系

数，即模态犼对狋时刻快照流场的贡献程度。因

此，对 犫狋犼（狋）进行时间积分，便可衡量出模态犼

对整个采样时间段内流场的贡献度

犐犼 ＝∫犫狋犼（狋）ｄ狋≈∫
犻＝犖

犻＝１
犫狋犼 ｄ狋 （８）

而模态的选取准则根据犐犼 的大小选择主控模态，

并用贡献率犘犐
犼
表示为

犘犐
犼
＝
犐犼

∑
犖

犽＝１

犐犽

（９）

２２　犇犕犇程序验证

叉排管束换热器中流场的强非线性主要来自

于单圆管绕流脱落涡。为此，本文基于课题组已

有的单管绕流大涡模拟数据［２０］来验证ＤＭＤ程

序对非线性流场的适用性。圆管外径为５ｍｍ，来

流温度为３００Ｋ，管壁恒温（２００Ｋ）；来流速度为５

ｍ／ｓ，对应的雷诺数犚犲＝１５８３。此雷诺数下，圆管

绕流流动处于边界层转捩阶段，转捩波沿自由剪切

层卷起离散的旋涡，然后形成交替脱落的旋涡。

为准确地捕捉单圆管绕流流场中各阶模态的

流动结构，快照序列的采样频率需遵从奈奎斯特

采样定理，即快照序列的采样频率至少为所关注

的流动结构的固有频率的２倍
［２１］。另外，Ｐａｎ等的

研究［２２］表明在多尺度波包的情况下，快照序列要

覆盖的时间长度要超过主控流动结构一个周期的

时间长度。本文每２０个时间步长（２．６×１０－６ｓ）

取一个快照向量序列，即相邻两个快照序列的时

间间隔为５．２×１０－５ｓ。快照序列的总数为１００１，

总时长为０．０５２ｓ，覆盖１０个涡脱落周期，符合上

述采样条件。图４所示为距单管束下游１．５犱处

犃 点的法向（狔向）速度脉动，其中图４（ａ）所示为

１９０个时间步内的速度脉动时域图，图４（ｂ）为经

快速傅里叶变换后的频域图。可以看到，时域图

中，犃点法向速度在１９０个时间步内出现了明显

的多个脉动周期，该周期对应着绕流脱落涡周期；

频域图中，在２０１Ｈｚ处出现了脉动峰值，表明涡

脱落频率大约为２０１Ｈｚ。此外，４１３Ｈｚ处出现另

一高频峰值，该频率对应１阶谐波频率。

图５所示为速度场ＤＭＤ分析结果，其中图

５（ａ）所示为各模态对流场的贡献度，图５（ｂ）所示

为各频率的特征值在复平面上的分布。从图５（ａ）

中可以看出，０阶模态的幅值最大，约为１阶模态

和２阶模态幅值的１５倍。对模态贡献度式做修

正，可得到如下公式：

Π犼 ＝１－
犞犖－１
１ －φ犼犆ｏｅｆｆ（犼）Ｆ

犞犖－１
１ Ｆ

（１０）

式中犆ｏｅｆｆ（犼）表示第犼阶模态的模态系数，下标Ｆ表

８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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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单管束速度场Ａ点法向（狔向）速度狏脉动

Ｆｉｇ．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狏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ｉｎｔＡｏｆｓｉｇｌｅ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ｉｅｌｄ

图５　单管束速度场ＤＭＤ模态信息

Ｆｉｇ．５　ＤＭＤｍｏｄｅｓｏｆｓｉｇｌｅ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ｉｅｌｄ

示Ｆｒｏｂｅｎｉｕｓ范数。带入第０阶模态得到Π０ ＝

７９．６２％，这意味着０阶模态对快照样本序列的贡

献度超过了其余模态贡献度之和。频率犳１＝

２０１．５Ｈｚ和犳２＝４２１．８Ｈｚ所对应的模态为另外两

图６　单管束速度场前三阶ＤＭＤ模态流动结构

Ｆｉｇ．６　Ｆｌｏｗ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３ＤＭＤｍｏｄｅｓｏｆｓｉｇｌｅ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ｉｅｌｄ

个主要模态，其频率与图４（ｂ）所示两个峰值所对

应的频率一致。此外，从图５（ｂ）中可以看到，包

括０阶、１阶和２阶三个主要频率在内的绝大部

分频率的特征值均分布于复平面单位圆上或紧靠

单位圆的内侧，这意味着系统处于临界稳定状态。

按图５（ａ）所示贡献度大小对各ＤＭＤ模态进

行排序，并对振幅较大的前三阶模态进行分析。

前三阶模态实部所代表流动结构的空间分布如图

６所示（虚部所代表的流动结构空间分布与实部

相似，仅存在一定相位差），其中狌代表流向（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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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速度，狏代表法向（狔向）速度。０阶模态为静

态模态，其增长率和频率均为０，与单管束绕流平

均流场相似；１阶和２阶模态均为动态模态，其频

率分别为２０１．５Ｈｚ和４１２．８Ｈｚ。１阶模态为中

性稳定模态，特征值位于复平面单位圆上，其振幅

随时间略有增长；２阶模态为衰减模态，其特征值

位于复平面单位圆内，其对速度场的影响随时间

逐渐减小。此外，１阶模态表示的是绕流脱落涡

从管壁表面剪切层分离、向下游迁徙演化并最终

完全发展为卡门涡街的过程，而２阶模态则代表

空间尺度较小的１阶谐波。上述分析表明该

ＤＭＤ程序能够将单管束绕流流场中的卡门涡街

分解出来，并能清楚地显示出剪切层和脱落涡的

形态。此外，通过该ＤＭＤ程序所得到的流场主

控流动结构频率与通过流场参数时频分析的结果

吻合，说明该ＤＭＤ程序能成功分解非线性流场。

３　结果与分析

为探究不同来流压力变化频率下叉排管束预

冷器的换热性能，本文对来流总压周期性变化频

率（犳ｐ，ｉｎｌ）分别为０、１００、７００Ｈｚ和９５０Ｈｚ时预冷

器内部流动进行了大涡模拟。其中，来流压力变

化频率为９５０Ｈｚ时，叉排管束流场发生共振。

３１　来流压力变化频率对叉排管束时均换热

性能的影响

　　图７所示为不同来流压力变化频率下叉排管

束各管排的时均换热性能，这里以努塞尔数 犖狌

来表征各管排的对流换热强度，犖狌的定义为

犖狌＝
犺犇

κ
（１１）

犺＝
狇

狋ｒｅｆ，犻－狋ｗ
（１２）

图７　不同来流压力变化频率下时均换热性能

Ｆｉｇ．７　Ｔｉｍ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ｏｆｉｎｆｌｏｗ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式中犇 为圆管外径，κ为壁温对应的空气导热系

数，狋ｒｅｆ，犻为第犻排管外空气的平均温度，狋ｗ 为圆管

壁面温度，狇为换热量。可以看到，第一排管束的

时均犖狌最小，对流换热强度最弱，其原因在于第

一排管束上游来流未受扰动，来流速度和湍流度

相对较低。当流体绕过第一排管束流向第二排管

束时，一方面由于流道收缩而加速，另一方面绕过

管排产生脱落涡，流体受到扰动后雷诺数和湍流

度均有所增加，相应地第二排管束的犖狌增大，对

流换热强度增强。在流体相继绕过各管排继续往

下游流动的过程中，各管束排均会对来流产生扰

动（管排对来流的作用相当于湍流格子），叉排管

束内流场持续发展，各管排的湍流换热强度也持

续增强。而当流体绕过第五排管束后，流场已充

分发展，下游管排的流场的扰动并未导致管排的

犖狌增加，下游管排的对流换热强度基本保持不

变。此外，对比不同来流压力变化频率下各管排

的犖狌可以发现，来流压力变化频率对各管束排

的平均对流换热强度影响不显著，即使在流场发

生共振时（９５０Ｈｚ工况），各管束排的平均对流换

热强度相较其他工况也未发生明显的变化。

３２　来流压力变化频率对叉排管束速度场的影响

图８所示为不同来流压力变化频率下计算域

进口速度脉动。在均匀来流条件下，进口速度存

在单一峰值频率９５０Ｈｚ，该频率（犳）为叉排管束

流场在来流雷诺数为２６００的固有频率。当来流

压力发生周期性变化时，来流压力的周期性脉动

使得进口速度发生周期性波动，而速度波动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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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不同来流压力变化频率下计算域进口速度脉动

Ｆｉｇ．８　Ｉｎｌｅ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ｏｆｉｎｆｌｏｗ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则与来流压力脉动频率一致。对比不同来流压力

变化频率下进口速度波形可以发现，来流压力变

化频率对进口速度波动幅值影响较大；当来流压

力变化频率为１００Ｈｚ时，进口速度的振幅较大，

波动幅值与平均速度之比为８．８３％；而当来流压

力变化频率增大至７００Ｈｚ时，进口速度的振幅大

幅减 小，其 波 动 幅 值 与 平 均 速 度 之 比 降 至

２．６０％。这是由于在较低的来流压力变化频率

下，进口压力变化较慢，波动周期相对较长，来流

速度有足够长的时间随进出口压差变化而加／减

速。当来流压力变化频率增大至叉排管束流场固

有频率９５０Ｈｚ时，流场发生共振，进口速度波动

幅值在极短的时间内（约为０．０３ｓ）快速增大到最

大值，之后逐渐降低并稳定。当进口速度波动幅

值稳定后，其与平均速度之比为６０．７５％，远高于

来流压力变化频率１００Ｈｚ和７００Ｈｚ工况。

３３　来流压力变化下叉排管束流场脱落涡分析

图９所示为不同来流压力变化频率下第三排

管升力系数的频域表述，该图反映了前排管绕流

涡脱落频率。当来流压力变化频率为７００Ｈｚ时，

频域图中仅有单一峰值频率为６８３Ｈｚ，此频率与

无来流压力变化（频率为０Ｈｚ）下第三排管束升

力系数脉动频率一致。据前节所述，来流压力变

化频率为７００Ｈｚ时，来流速度波动幅度较低

（２．６０％），此时来流雷诺数振荡幅度较低，其对前

排管绕流涡脱落频率影响很小，因此第三排管束

的升力系数脉动频率也几乎不变。当来流压力变

化频率为１００Ｈｚ时，来流速度波动幅值相对较大

（如图８（ａ）所示），来流压力变化频率低，相应地来

流雷诺数变化周期长。此时，前排管的涡脱落频率

也随来流条件周期性地变化，变化频率犳′与来流频

率（１００Ｈｚ）一致。在前排管束尾迹作用下，第三排

管束的升力系数脉动出现三个明显的峰值频率，最

高峰值对应于均匀来流条件下的脉动频率（６８３

Ｈｚ），其余两个峰值所对应的频率则与最高峰值频

率相差１００Ｈｚ，分别为５８３Ｈｚ和７８３Ｈｚ。当来流压

力变化频率为９５０Ｈｚ时，流场发生共振，来流速度

波动幅度较大，相应地来流雷诺数的波动幅度较

大。此时，叉排管束内的旋涡脱落特征与其他工况

差别较大，最高峰值频率为４７３Ｈｚ≈０．５×９５０

Ｈｚ，其他峰值频率对应于奇次谐波。

图９　不同来流压力变化频率下第三排管束升力系数

Ｆｉｇ．９　Ｌｉｆｔ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３ｒｄｔｕｂ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ｏｆｉｎｆｌｏｗ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为进一步探究流场共振时主控流动结构，本

文对来流压力变化频率为９５０Ｈｚ时流场展向涡

量场进行动力学模态分解。ＤＭＤ分析样本为３５

个来流周期的涡量场，快照序列总数为１４１４个，

每两个快照序列的时间间隔为２．６×１０－５ｓ，满足

奈奎斯特采样定理。图１０所示为各模态的频谱

图，可以看到，１阶模态和２阶模态对涡量场起主

要贡献作用，其所对应的频率分别为７４７Ｈｚ和

９５０Ｈｚ。图１１给出了前三阶模态对应的流动结

构，０阶模态（犳＝０Ｈｚ）所示为平均涡量场；１阶模

１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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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和２阶模态所示流动结构主要位于前排管束

（管束１～５）剪切层和尾迹区域，其中１阶模态中

主控流动结构为脱落涡形成前的管壁剪切层周期

运动，其频率为４７４Ｈｚ；２阶模态中主控流动结构

为管束尾迹脱落涡，其频率为９５０Ｈｚ。此外，较

后排管而言，前排管束（管束１～５）的剪切层运动

和尾迹脱落涡结构在１阶模态和２阶模态中更为

明显，这意味着流场在前五排管所涵盖的流向范

围内持续发展，期间各管排的对流换热性能受主

控流动结构的影响较为明显；而随着流体绕过管

排流向下游，上游管束排的尾迹脱落涡对下游管

束排的影响不断减弱。当流体绕过第五排管束

后，流场已基本得到充分发展，下游管束排的剪切

层运动和尾迹脱落涡结构并不明显，管束排的对

流换热性能亦基本保持稳定。上述流场主控流动

结构的发展规律与图７所示的各管束排努塞尔数

的变化规律相符。

图１０　来流压力变化频率为９５０Ｈｚ时涡量场ＤＭＤ

模态频谱图

Ｆｉｇ．１０　ＤＭＤｍｏｄｅｓｏｆｖｏｒｔｉｃｉｔｙｆｉｌｅｄｕｎｄｅｒ９５０Ｈｚ

ｉｎｆｌｏｗ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图１１　来流压力变化频率为９５０Ｈｚ时涡量场ＤＭＤ模态主控流动结构

Ｆｉｇ．１１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ｎｇｆｌｏｗ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ＤＭＤｍｏｄｅｓｆｏｒｖｏｒｔｉｃ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ｕｎｄｅｒ９５０Ｈｚｉｎｆｌｏｗ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图１２进一步给出了流场发生共振时２个来

流速度脉动周期（２犜）内前排管束涡量场的发展。

在加速阶段０犜～（１／２）犜，前四排管的剪切层经

过了分离、卷起、脱落三个过程，管束１和管束２

的上下侧同时有旋涡脱落。这是由于在来流加速

阶段，流动雷诺数增大，管束１和管束２的表面边

界层生长速度加快，壁面处的逆压梯度更大，边界

层更容易从壁面分离。然而，受管束１尾迹脱落涡

的影响，管束２上下两侧剪切层生长的不对称性较

为明显，下侧的脱落涡尺寸较上侧更大。管束３和

管束４剪切层生长的不对称性更为明显，其剪切层

在流动加速阶段进在一侧发生旋涡脱落。对管束

５而言，其剪切层在上下两侧均有脱落，但脱落涡

的尺度降低，数量增加。对比图１２（ａ）和图１２（ｅ）

可以发现，经过一个来流周期犜后，前四排管束的

瞬时涡量场呈镜像对称，旋涡从与０犜时刻对称的

位置（管束另一侧）脱落，这意味着前排管束的绕流

脱落涡周期与来流速度变化周期一致；而对比图

１２（ａ）和图１２（ｉ）则可以发现，经过两个来流周期

２犜后，前四排管束的瞬时涡量场状态则与０犜时刻

相同，即管束剪切层的发展经历一个周期，这意味

着前排管束的壁面剪切层运动周期为来流速度变

化周期的两倍。由图８（ｂ）可知，流场共振时，来流

速度脉动周期与来流压力变化周期相等，频率均

为９５０Ｈｚ。基于前述分析，此工况下前四排管束

的旋涡脱落频率为９５０Ｈｚ，而剪切层运动频率为

４７５Ｈｚ，这与前述通过主控流动结构分析所得到

的结果一致。综上所述，在来流压力变化频率等

于叉排管束流场固有频率９５０Ｈｚ时，流场的共振

使得来流速度波动幅度较大，来流速度的周期运

动导致管束壁面剪切层的生长与来流速度的变化

密切相关；前排管束的绕流涡脱落周期与来流压

力变化周期保持一致，但由于管束两侧剪切层生

长的不对称性，前排管束壁面剪切层的生长周期

则变为来流压力变化周期的两倍。

３４　来流压力变化下叉排管束瞬时换热性能分析

图１３给出了不同来流压力变化频率下管束

２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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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管束３和管束９表面努塞尔数犖狌随时间的变

化。可以看到，不同来流压力变化频率下，前排管

束和后排管束表面犖狌均会随来流压力的周期性

波动而波动；当来流压力变化频率从１００Ｈｚ增加

到７００Ｈｚ时，来流压力变化对叉排管束内的换热

性能的瞬态影响逐渐减小，这一现象在管束１和

管束９处尤为明显；但当来流压力变化频率增加

到管束管束流场固有频率９５０Ｈｚ时，管束内流场

处于共振状态，各管束排的对流换热性能发生剧

烈波动，波动幅值明显增加，叉排管束预冷器出口

图１２　来流压力变化频率为９５０Ｈｚ时两个来流速度脉动周期内涡量场的发展

Ｆｉｇ．１２　Ｖｏｒｔｉｃ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ｗｏｉｎｌｅ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ｓｕｎｄｅｒ９５０Ｈｚｉｎｆｌｏｗ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３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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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不同来流压力变化频率下各管束排瞬时努塞尔数

Ｆｉｇ．１３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Ｎｕｓｓｅｌｔｎｕｍｂｅｒ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ｆｌｏｗ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ｃ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气流参数的波动幅度也相应地增加。

对管束１而言，其表面犖狌波动始终保持着

与来流压力变化频率一致的频率，且该频率为峰

值频率，这是由于管束１上游无管排对来流产生

扰动，来流速度的波动对管束１表面犖狌的变化

起决定性作用。对管束３而言，在来流压力变化

频率为１００Ｈｚ和７００Ｈｚ时，其表面犖狌波动的主

导频率并非来流速度波动频率，这表明来流速度

的波动对管束３换热性能的影响相对较弱，对其

换热性能起决定性作用的主控流动结构为上游管

束排的剪切层周期运动和尾迹脱落涡结构。对管

束９而言，其所在流向位置处流场已基本得到充

分发展，上游管束排剪切层周期运动和尾迹脱落

结构涡杂乱无序，且并未呈现出明显的主控频率。

当流场发生共振时，共振频率９５０Ｈｚ为各管束换

热性能的主导频率，且此时各流向位置处的雷诺

数波动较大，使得各管束排的对流换热强度波动

增大，三排管束的犖狌波动幅值分别为３．０９、４．８

和２．５２。图１４给出了来流压力变化频率为９５０

Ｈｚ时各管束排表面犖狌与来流速度的相位关系，

可以看到，三排管束在各时刻的相位基本保持一

致，这说明来流速度波动是造成管束排犖狌波动

的主要原因，此时来流速度波动对管束的换热性

能起主导作用。但由于对流换热过程发生于绕流

边界层内，而边界层的速度相对主流速度较小，导

致各管束排的 犖狌波动略微滞后于来流速度波

动，两者存在一定的相位差。

图１５对比了来流变化频率为９５０Ｈｚ时不同

管束的周向犖狌分布，图中右侧为来流方向。可

以看到，各管束的迎风侧的犖狌明显高于背风侧，

图１４　来流压力变化频率为９５０Ｈｚ时，来流速度与

管束排表面犖狌的脉动相位关系

Ｆｉｇ．１４　Ｐｈａ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犖狌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９５０Ｈｚｉｎｆｌｏｗ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图１５　来流压力变化频率为９５０Ｈｚ时不同管束周向

犖狌分布

Ｆｉｇ．１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犖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ｓｕｎｄｅｒ９５０Ｈｚｉｎｆｌｏｗ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４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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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迎风侧换热性能显著优于背风侧；在上

游流体的冲击作用下，管束前缘附近存在强换热

区域；而尾缘附近区域的高换热区域则是由剪切

层旋涡脱落后对尾缘的造成冲击所造成的。值得

注意的是，在周向角度（θ）为９０°～１３５°区间内，管

束表面对流换热强度均显著降低，这是由于该处

存在典型的喷射流动结构，该结构会对管壁换热

性能造成不利影响。对比不同流向位置的管束表

面犖狌分布容易发现，下游管束的犖狌显著高于

上游管束，这是由于叉排管束流场内下游速度较

上游有所增加，从而强化了对流换热。

３５　来流压力变化下叉排管束熵产分析

本节选取来流压力变化频率为９５０Ｈｚ工况

分析来流压力变化对叉排管束流场内熵产的影

响。对流传热中熵产主要包含耗散熵产和换热熵

产，耗散熵产决定于流场速度梯度，换热熵产决定

于流场温度梯度

犛ｇｅｎ＝犛ｇｅｎ，ｆ＋犛ｇｅｎ，ｈ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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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犛ｇｅｎ，ｆ为耗散熵产，犛ｇｅｎ，ｈ为换热熵产。在本文

所研究的工况下，各管束排的耗散熵产在总熵产

中占比很小，其与换热熵产存在量级差异，故本节

重点研究来流压力变化对管束排换热熵产的影

响。图１６所示为来流压力变化频率为９５０Ｈｚ时

叉排管束流场内平均换热熵产随时间的变化曲

线。可以看到，平均换热熵产随来流速度脉动出

现周期性波动，波动频率与来流速度波动频率一

致，但两者在相位上存在一定差别。

本文对３５个来流周期的换热熵产场进行了

ＤＭＤ分析，所选快照序列样本与前文一致（文中

第３．３节）。图１７所示为叉排管束流场换热熵产

各ＤＭＤ模态频谱图，可以看到，前三阶模态所对

应的频率分别为０、４７６Ｈｚ和９５１Ｈｚ，这与图１０

所示的涡量场的主控流动结构频率一致。图１８

给出了两个来流周期内叉排管束内换热熵产场的

变化，所示时刻与图１２一致。对比图１２和图１８

可以发现，各时刻叉排管束涡量场和换热熵产场

存在强烈的相关性，换热熵产受管束与管束壁面

图１６　来流压力变化频率为９５０Ｈｚ时流场平均换热熵产

变化曲线

Ｆｉｇ．１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ｍ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ｅｎｔｒｏｐｙ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９５０Ｈｚｉｎｆｌｏｗ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图１７　来流压力变化频率为９５０Ｈｚ时流场换热熵产

ＤＭＤ模态频谱图

Ｆｉｇ．１７　ＤＭＤｍｏｄｅｓｏｆ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ｎｔｒｏｐｙ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９５０Ｈｚｉｎｆｌｏｗ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剪切层和绕流脱落涡结构的发展影响巨大。由于

管束排温度边界层中温度梯度较大，换热熵产主

要产生于管束壁面剪切层，并随着剪切层的分离、

卷起和脱落向下游迁徙。剪切层中的低温流体被

脱落涡输运到下游与温度相对较高的主流掺混，

脱落涡中流体温差降低，导致换热熵产在旋涡脱

离壁面并向下游迁徙的过程中迅速减小。此外，

经过一个来流周期犜后，叉排管束１犜 时刻瞬时

换热熵产场与０犜时刻瞬时换热熵产场呈现出镜

像对称关系（对比图１８（ａ）和图１８（ｅ））；而经过两

个来流周期２犜后，叉排管束２犜时刻瞬时换热熵

产场与０犜时刻瞬时换热熵产场完全一致（对比

图１８（ａ）和图１８（ｉ））。这与流场主控流动结构的

演化规律完全吻合，进一步证实了管束壁面剪切

层运动和绕流脱落涡结构对换热性能的决定性作

用。由于换热熵产在数值上为正数，经过一个来

５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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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　来流压力变化频率为９５０Ｈｚ时，两个来流速度脉动周期内换热熵产场的发展

Ｆｉｇ．１８　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ｎｔｒｏｐｙ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ｔｗｏｉｎｌｅ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ｓｕｎｄｅｒ９５０Ｈｚ

ｉｎｆｌｏｗ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流周期犜 后，换热熵产便在数值上表现出周期

性，这意味着换热熵产的瞬时变化周期与来流压

力变化周期一致，如图１６所示。

４　结　论

本文采用大涡模拟的方法对非定常压力条件

下叉排管束预冷器的对流换热特性进行了数值模

拟，研究了不同压力周期性变化频率对叉排管束

的时均／瞬态换热性能、流场参数和熵产的影响。

此外，利用动力学模态分解方法对流场内的主控流

动结构进行了识别，揭示了主控流动结构对叉排管

束对流换热性能的作用机理。主要结论如下：

１）当来流压力变化频率低于流场固有频率

时，叉排管束流场时均和瞬态换热性能随压力变

化频率的增加均不发生显著变化；当来流压力变

化频率增大至流场固有频率９５０Ｈｚ时，流场发生

共振，流场瞬态换热性能会发生大幅波动，然而流

场时均换热性能却不出现明显变化。

２）应用ＤＭＤ方法捕捉到叉排管束流场的

主控流动结构为管束排的壁面剪切层和绕流脱落

涡，其时空演化对管束排的瞬时换热性能起决定

性作用。当流场发生共振时，来流速度大幅度周

期性波动使得管束壁面剪切层的生长与来流速度

变化密切相关。各管排剪切层形成发展和脱落涡

的周期性运动导致当地速度波动，进而影响各管

排的瞬时换热性能。

３）叉排管束换热熵产与管束排壁面剪切层

和绕流脱落涡的时空演化密切相关。当流场共振

时，平均换热熵产随来流速度脉动呈周期性变化，

换热熵产频率与速度波动频率一致；涡量场和换

热熵产场存在强烈的相关性，换热熵产时空演化

特征与主控流动结构演化规律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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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遮挡导流支板对排气系统红外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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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降低末级涡轮转子对排气系统尾向红外（ＩＲ）辐射贡献，对涡轮后导流支板进行低红外特

征结构设计，通过模型试验的方法研究了基准轴对称排气系统和不同支板冷却状态的全遮挡导流支板

（ＦＳＧＳ）排气系统的红外特性。研究结果表明：全遮挡导流支板表面温度低于末级涡轮表面温度，但全遮挡导

流支板结构会使下游隔热屏和喷管壁面温度明显升高；全遮挡导流支板对排气系统尾向０～１０°角域红外辐

射有较好的抑制作用，正尾向红外辐射强度比基准轴对称排气系统低１３．９％；支板壁面气膜冷能进一步降低

排气系统尾向０～１０°角域内的红外辐射强度，支板冷却气密流比（ＢＲ）为０．５、０．７和０．９时，全遮挡导流支板

排气系统０°方向的红外辐射强度的降幅分别为１８．１％、２５．８％和３４．５％。因此，带气膜冷却的全遮挡导流支

板是抑制末级涡轮对排气系统红外辐射贡献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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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未来作战环境中，作战飞行器将面临敌方

天、空、地全方位红外探测系统的搜索和探测，以

及地空和空空红外制导导弹的攻击威胁。涡扇发

动机作为作战飞行器的主要动力装置，其排气系

统是飞行器尾向最重要的３～５μｍ波段（中波）红

外辐射源，因此发展排气系统红外隐身技术、降低

排气系统红外辐射强度是提高飞行器战场生存力

和战斗力的必要手段之一。

涡扇发动机排气系统高温腔体和热喷流对中

波红外辐射的贡献分别约占９０％和１０％，其中高

温腔体主要包括中心锥、末级涡轮叶片、导流支

板、火焰稳定器、加力燃烧室和喷管［１］。从辐射产

生的机理分析，常用的排气系统红外抑制措施主

要有［２］：①遮挡技术，通过遮挡红外辐射源，避免

或降低其被红外探测器直接观测的机会，如采用

二元喷管［３５］、遮挡板二元喷管［６］、Ｓ形二元喷

管［７］、塞式喷管［８１１］等不同几何构型的异形喷管

对排气腔体内部的高温辐射源形成遮挡，排气系

统尾向红外辐射强度明显降低。②高温壁面冷却

和尾喷流降温技术，包括中心锥和支板的气膜冷

却［１２］、喷管扩张段的气膜冷却［１３］等壁面冷却技

术，以及引射排气系统［１４］和横向射流技术［１５］等喷

流降温技术，相关数值模拟和试验研究均表明高

温壁面冷却可以大幅降低排气系统尾向小角域内

的红外辐射强度，而尾喷流降温则对排气系统侧

向的红外辐射有显著抑制作用。③合理的表面材

料选择，部件表面发射率是影响其红外辐射的重

要因素之一，部分学者［１６１７］通过模型试验研究发

现排气腔体中的高温部件表面采用低发射率材料

可抑制红外辐射，低温部件表面采用低发射率材

料却适得其反，因此排气腔体辐射是一个耦合问

题，不同位置表面的发射率选择应当合理，并非越

低对隐身越有利。

但对于末级涡轮叶片这一表面温度最高的强

红外辐射源，除了低发射率镀膜以外，无其他有效

的红外抑制手段。壁面冷却是降低固体表面红外

辐射的一种极为高效直接的措施，而传统发动机

从结构强度的角度不需要对末级涡轮转子进行冷

却，若出于红外隐身考虑冷却末级涡轮转子壁面，

转子的冷却结构会极其复杂，将大大增加设计与

制造难度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文提出将末级涡

轮下游的承力支板改型设计成对末级涡轮实现完

全遮挡的导流支板，并对全遮挡导流支板（ｆｕｌｌｙ

ｓｈｉｅｌｄｅｄｇｕｉｄｉｎｇｓｔｒｕｔ，ＦＳＧＳ）的表面进行冷却，

此时待冷却的导流支板是一个静止件，相较于末

级涡轮转子，其冷却结构的设计布置较为容易，最

终达到降低末级涡轮对排气系统红外辐射贡献的

目的，并通过模型试验揭示全遮挡导流支板的红

外抑制效果，摸索支板结构与支板壁面冷却对排

气系统红外特征的影响规律。

１　试验件与试验系统

１１　基准轴对称排气系统试验件

图１出了基准轴对称排气系统模型示意图，

主要由中心锥、导流支板、火焰稳定器、混合器、加

力筒、隔热屏以及轴对称喷管组成，该模型是某典

型发动机排气系统的缩比模型。根据此模型图设

计并加工基准轴对称排气系统模型试验件。

图１　基准轴对称排气系统模型

Ｆｉｇ．１　Ｍｏｄｅｌｏｆ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ａｘｉ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ｅｘｈａｕｓｔｓｙｓｔｅｍ

１２　全遮挡导流支板轴对称排气系统试验件

１．２．１　试验件模型

在基准轴对称排气系统的基础上，将导流支

板进行低红外特征设计，包括全遮挡的支板形面

与壁面气膜冷却结构设计，形成带有全遮挡导流

支板的排气系统，其简易结构如图２所示。

９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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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全遮挡导流支板轴对称排气系统模型

Ｆｉｇ．２　ＭｏｄｅｌｏｆＦＳＧＳａｘｉ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ｅｘｈａｕｓｔｓｙｓｔｅｍ

１．２．２　全遮挡导流支板形面设计

弯曲的全遮挡导流支板形面构型直接影响流

道中的流动损失，为减小支板改型设计造成的排

气系统气动损失，需合理设计支板的形面。

支板形面的设计过程分为两步：①形面几何

模型构建。②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分析不同支板形

面对排气系统气动特性的影响，并选择气动较优

的支板形面作为本文试验研究的模型。

１）形面几何模型构建

采用文献［１８１９］中的光滑、单调连续的函数

曲线作为全遮挡导流支板的形面曲线，具体函数

方程见表１，表中给出的五种多项式方程对应的

曲线如图３所示。

表１　多项式曲线方程表达式

犜犪犫犾犲１　犉狌狀犮狋犻狅狀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狅犳狆狅犾狔狀狅犿犻犪犾犮狌狉狏犲狊

类型 方程表达式

Ａ （珚狓）＝１０珚狓
２－２０珚狓３＋１５珚狓４－４珚狓５

Ｂ （珚狓）＝６珚狓
２－８珚狓３＋３珚狓４

Ｃ （珚狓）＝３珚狓
２－２珚狓３

Ｄ （珚狓）＝４珚狓
３－３珚狓４

Ｅ （珚狓）＝５珚狓
４－４珚狓５

　　将内涵通道中半径为狉的流道圆柱面展开获

得矩形平面，则以多项式函数曲线为形面线型的

全遮挡导流支板在矩形展开面上的曲线如图３所

示，其中狓轴表示排气系统轴向。假设全遮挡导

流支板形面线的纵坐标狔沿狓 轴的分布规律用

函数狔（狓）来表示，那么它可用如下函数形式来

描述：

狔（狓）＝狔０＋犪（狉）×
狓－狓０（ ）犔

其中（珚狓）为横向相对位置珚狓＝
狓－狓０
犔

的函数，犔

图３　全遮挡导流支板型线

Ｆｉｇ．３　ＣｕｒｖｅｏｆｔｈｅＦＳＧＳ

表示支板轴向长度、犪（狉）是单个支板在半径狉流

道上对应的周向弧长（是半径狉与支板个数的函

数）、（狓０，狔０）则是支板型线在进口截面处的起点

坐标。

２）气动性能影响的数值分析

采用商业ＣＦＤ计算软件Ｆｌｕｅｎｔ分别计算带

有上述５种不同形面线型全遮挡导流支板的轴对

称排气系统在发动机地面状态下的气动特性。

流场计算求解的基本方程有连续方程、动量

守恒方程、能量守恒方程和组分传输方程，湍流模

型选择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ｓ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ＳＴ）犽ω模型，选

择基于密度的求解器，离散格式采用二阶迎风差

分格式。

计算结果如图４所示，包括总压恢复系数σｎ、

推力系数犆ｆ与单位推力犉。

由流场数值计算结果可知，采用Ｄ型曲线方

程设计全遮挡导流支板形面时排气系统的总压恢

复系数与单位推力最高，推力系数较高，展现出的

综合气动性能最佳，因此选用Ｄ型曲线方程作为

全遮挡导流支板的形面构型曲线。假设：①末级

０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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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气动特性数值仿真结果

Ｆｉｇ．４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ｆｒｏｍ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涡轮出口气流角为０°（即气流方向与排气系统轴

向一致）。②全遮挡导流支板的数量与基准轴对

称排气系统相同，均为８个，且设计过程中保证流

道阻塞比不变，设计得到了全遮挡导流支板如图

５所示。

在支板形面的设计中是将传统的承力支板改

变为全遮挡的导流支板。在实际工程应用时可将

全遮挡导流支板与加力燃烧室火焰稳定器及喷油

杆等进行一体化设计，但这一点不属于本文的研

究范围，不予详述。

１．２．３　全遮挡导流支板壁面冷却结构设计

全遮挡导流支板对末级涡轮表面的辐射有十

分显著的遮挡效果，但全遮挡导流支板本身也处

于内涵高温燃气流的包裹之中，这使得全遮挡导

流支板取代了末级涡轮转子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

的排气系统红外辐射源。为此，需通过气膜冷却

图５　全遮挡导流支板模型

Ｆｉｇ．５　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ＦＳＧＳ

的方式来降低全遮挡导流支板的红外辐射。

由图５可以看出，从排气系统尾向无法直接

观测到全遮挡导流支板的压力面，全遮挡导流支

板对于排气系统尾向的红外辐射贡献均来自于支

板的吸力面和支板后端面，因此需要在全遮挡导

流支板的吸力面和后端面布置气膜孔，对壁面进

行气膜冷却，冷却气膜孔的布置方式参考文

献［１５］中排气系统喷管壁面的气膜孔布置方式，

即气膜孔孔径为１ｍｍ，孔倾角为２０°，孔排布方式

为差排分布，孔间距４ｍｍ，孔排距１０ｍｍ，第一排

孔距支板后端面５ｍｍ。图６给出了全遮挡导流

支板冷却结构示意图。

图６　全遮挡导流支板的气膜冷却结构

Ｆｉｇ．６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ｆｉｌｍｃｏｏｌｉｎｇｏｎＦＳＧＳ

１．２．４　全遮挡导流支板排气系统总装结构

图７（ａ）给出了一个全遮挡导流支板的试验

件照片。支板为中空结构，吸力面和后端面开有

气膜孔。模型试验中支板的冷却用气是从排气系

统外部引入，因此支板上方连接了一段冷却气通

道，使支板内腔与外界相通，冷却气从外界经过冷

却通道进入支板内腔，而后全部从气膜孔流出，汇

入主流。８个支板安装于排气系统上后的结构如

１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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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ｂ）所示。图７（ｃ）给出了全遮挡导流支板排

气系统的总装试验件照片。

图７　全遮挡导流支板及排气系统试验件

Ｆｉｇ．７　Ｔｅｓｔ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ＳＧＳａｎｄｅｘｈｕａｓｔｓｙｓｔｅｍ

１３　试验系统

图８是涡扇发动机排气系统模型试验系统示

意图，图９为实物图。该试验台由燃气发生器系

统、冷却气供给系统和试验段３部分组成。试验

过程中，燃气发生器系统为试验段提供排气系统

内涵高温燃气和外涵气流，冷却气供给系统为试

验段待冷却部件提供高压常温冷却气。

图８　排气系统红外特性模型试验系统示意图

Ｆｉｇ．８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ｆｏ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ｅｘｈａｕｓｔｓｙｓｔｅｍ

图９　模型试验系统实物照片

Ｆｉｇ．９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ｓｙｓｔｅｍ

２　试验状态与测量方法

２１　试验状态

根据实验室现有试验条件，本模型试验中排

气系统的试验状态可以保证进口气流总温接近发

动机某典型工况，且涵道比与该工况相同，但质量

流量达不到实际状态。最终的试验状态选择为：

内涵进口气流总温为５５０℃，质量流量为０．７５

ｋｇ／ｓ；外涵进口总温为１１１℃，质量流量为０．２２５

２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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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ｇ／ｓ。内外涵气流总温分别由热电偶犪１ 和犪２ 监

测，热电偶布置位置见图１０；质量流量采用孔板

流量计测量，孔板流量计的设计、制造和安装使用

完全遵守国标（ＧＢ／Ｔ２６２４９３）的规定，测量误差

为±１．８２％。本文所有试验状态中排气系统的进

口气流条件保持相同。

图１０　试验件热电偶编号

Ｆｉｇ．１０　Ｔｈｅｒｍｏｃｏｕｐｌ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ｎｔｈｅｔｅｓｔｓｅｃｔｉｏｎ

　　根据排气系统类型和全遮挡导流支板表面冷

却状态的不同，设计了５组试验，如表２所示。表

中的密流比（ＢＲ，记为犚ｂ）的定义式如下：

犚ｂ＝
ρｃ狌ｃ

ρｇ狌ｇ

其中ρｃ、ρｇ 分别是冷气流与主流的密度，狌ｃ、狌ｇ 分

别表示冷气流与主流的速度。

试验中的冷却气由空气压缩机供给，气流温

度为３０３Ｋ。根据犚ｂ的定义式、主流状态参数以

及试验件几何尺寸可知犚ｂ为０．５、０．７和０．９时，

冷却气流量占主流流量的百分比分别为２．２８％、

３．１９％和４．１０％。

表２　红外特性试验测试方案

犜犪犫犾犲２　犛犮犺犲犿犲狅犳犻狀犳狉犪狉犲犱狊犻犵狀犪狋狌狉犲狊狋犲狊狋

排气系统类型 密流比（犚ｂ） 试验代号

基准排气系统 Ｃａｓｅ１

全遮挡导流支板排气系统 Ｃａｓｅ２

全遮挡导流支板排气系统 ０．５ Ｃａｓｅ３

全遮挡导流支板排气系统 ０．７ Ｃａｓｅ４

全遮挡导流支板排气系统 ０．９ Ｃａｓｅ５

２２　试验件表面温度测量

图１０标出了试验件上全部壁面温度测量热

电偶的布置情况，其中中心锥壁面静温测点５个，

对应编号为１～５；隔热屏壁面静温测点４个，对

应编号为６～９；喷管壁面静温测点５个，对应编

号为１０～１４；支板壁面静温测点１２个，对应编号

为１５～２６；共计２６个测点。测量静温的热电偶

采用埋入式布置方式。

本文温度测量均采用 Ｋ 型热电偶，在试验

前，实验中所使用的热电偶在计量院中进行了标

定，标定结果表明，在２０～８５０℃的温度范围（即

本文试验的温度范围）内，该型热电偶测温的误差

为±０．８６％。

２３　红外辐射测量

试验过程中排气系统的红外辐射特性信息通

过红外光谱辐射计测试获得。红外辐射测量系统

如图１１所示，由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辐射计、数

据采集计算机和标准黑体等组成。试验安排于夜

间进行，并在被测排气系统周围布置常温背景板，

最大程度降低太阳辐射、环境辐射和复杂背景辐

射对目标红外辐射测试结果的影响。

本试验的试验台、红外测试系统、测试方法、

测量流程以及测试人员与文献［１７］中的相同，文

献［１７］分析了此红外辐射特征模型试验测试系统

的测量不确定度，得到的测试误差为１０．７％，为

了节省篇幅，本文不再进行测试不确定的详细分

析，基本认为的红外特性试验的测试误差在１１％

左右。

排气系统红外特性的测试角度α（测试方向

与排气系统轴线方向的锐角夹角）覆盖排气系统

尾向０～９０°方向范围，包含０°、１°、２°、３°、４°、５°、

６°、７°、８°、９°、１０°、１５°、２０°、３０°、４５°、６０°、７５°和９０°

共１８个测点，如图１２所示。图中的狉表示测试

距离，即红外光谱辐射计与排气系统出口截面的

３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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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红外特性测量系统

Ｆｉｇ．１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

图１２　排气系统红外特性测点分布

Ｆｉｇ．１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ｆｏｒｅｘｈａｕｓｔｓｙｓｔｅｍ

水平距离，本试验的测试距离狋＝３３．５ｍ。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排气系统壁面温度分布

试验测试了基准轴对称排气系统与不同冷却

状态下的全遮挡导流支板排气系统的腔体壁面温

度（狋），图１３给出了基准轴对称排气系统与非冷

却状态下的全遮挡导流支板排气系统的腔体壁面

温度分布对比结果，图１４给出了支板在不同冷却

状态下的全遮挡导流支板排气系统腔体壁面温度

分布对比结果。

３．１．１　未冷却状态结果分析

从图１３（ａ）中可以发现，全遮挡导流支板排

气系统的中心锥表面温度与基准轴对称排气系统

相近，但其隔热屏和喷管壁面温度明显高于基准

轴对称排气系统。因为试验中排气系统的内外涵

来流状态、流量、排气系统外表面散热环境、排气

系统出口环境压力均未改变，所以上述现象产生

的主要原因是全遮挡导流支板结构出口产生了流

向涡，增强了内外涵气流掺混作用，引起腔体中原

贴壁流动的外涵冷空气温度显著升高，导致壁面

温度随之升高。另外由从图１３（ｂ）可知，全遮挡

导流支板表面平均温度约为４５１．５℃，这个温度

低于末级涡轮叶片表面温度（约５４０℃）。

图１３　排气系统壁面温度分布（犚ｂ＝０）

Ｆｉｇ．１３　Ｗａｌ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ｈａｕｓｔｓｙｓｔｅｍ

（犚ｂ＝０）

３．１．２　冷却状态结果分析

图１４（ｂ）是全遮挡导流支板在不同壁面冷却

气密流比状态下的支板壁面温度分布测量结果，

图中可以看出，支板壁面采用气膜冷却，表面温度

显著降低，且随着冷却气密流比增加，支板表面温

度进一步下降，冷却气密流比为０．５、０．７和０．９

状态下支板壁面温度的降低幅度分别为９７．６、

１２４．７、１６６．４℃。相较于非冷却状态，支板冷却

状态下的排气系统中心锥表面、隔热屏表面和喷

管表面温度也有小幅度的降低，如图１４（ａ）所示，这

４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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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冷却状态全遮挡导流支板排气系统壁面温度分布

Ｆｉｇ．１４　Ｗａｌ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ＳＧＳｅｘｈａｕ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ｏｎｃｏｏｌ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是支板冷却气流入排气腔体后产生的微弱影响。

３２　排气系统红外辐射强度分布

试验获得了基准轴对称排气系统与不同冷却

状态下的全遮挡导流支板排气系统的红外辐射强

度分布情况。

３．２．１　未冷却状态结果分析

图１５给出了基准轴对称排气系统与非冷却

状态全遮挡导流支板排气系统红外特性测试结

果，其中犐λ 表示光谱辐射强度，表示犐表示积分

辐射强度。从光谱图中可以看出，排气系统０°方

向上光谱曲线特征主要体现出强固体辐射与气体

吸收的综合作用，连续的高温排气腔体壁面辐射

经过喷流时被Ｈ２Ｏ和ＣＯ２ 选择性吸收，其中３．２

μｍ和４．８μｍ附近是弱吸收带、４．２μｍ附近为强

吸收带；而４５°方向上光谱曲线特征则是固体辐

射、气体辐射与气体吸收的综合体现。从积分辐

射图中可以发现，排气系统尾向０～１０°角域范围

图１５　基准与全遮挡导流支板排气系统红外特征分布

（犚ｂ＝０）

Ｆｉｇ．１５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ｅｘｈａｕｓ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ＦＳＧＳｅｘｈａｕｓｔｓｙｓｔｅｍ（犚ｂ＝０）

内全遮挡导流支板排气系统的红外辐射强度低于

基准轴对称排气系统，且正尾向（α＝０°）上红外辐

射强度的降幅最大，为１３．９％。分析可知，基准

轴对称排气系统尾向小角域范围的主要红外辐射

源是中心锥和末级涡轮叶片，而全遮挡导流支板

对末级涡轮叶片形成了完全遮挡，且全遮挡导流

支板表面温度低于末级涡轮叶片表面温度，因此

全遮挡导流支板排气系统的红外辐射强度小于基

准轴对称排气系统。而排气系统尾向２０°～６０°角

域范围内全遮挡导流支板排气系统的红外辐射强

度高于基准轴对称排气系统，这是由于此角域范围

排气系统的红外辐射主要是来源于隔热屏和喷管

壁面这两个部件的有效辐射（包括部件自身辐射与

反射辐射），结合图１３（ａ）的温度测试结果可知，全

遮挡导流支板引起了下游隔热屏和喷管壁面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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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升，导致这两个部件的自身辐射显著增强。

３．２．２　冷却状态结果分析

图１６给出了全遮挡导流支板在不同冷却状

态下的排气系统红外特性测试结果。从排气系统

正尾向的光谱辐射谱线来看（图１６（ａ）），导流支

板采用气膜冷却，排气系统４．２～４．４μｍ波段的

光谱无明显变化，４．２～４．４μｍ波段以外的光谱

强度值逐渐下降，这意味着气膜冷却可以有效抑

制固体壁面辐射，而对气体辐射的影响较小。从

排气系统积分辐射强度分布图（图１６（ｂ））中可以

发现，导流支板采用气膜冷却对排气系统尾向全

方位的红外辐射都有抑制效果，其中０～１０°角域

范围内的红外辐射强度降低最为显著，且冷却气

密流比越大，排气系统的红外辐射强度降幅也越

大。导流支板冷却气密流比为０．５、０．７和０．９时

图１６　冷却状态下全遮挡导流支板排气系统的红外

特性分布

Ｆｉｇ．１６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ＳＧＳ

ｅｘｈａｕｓｔ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ｃｏｏｌ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的排气系统正尾向红外辐射强度与未冷却状态相

比，降幅分别为１８．１％、２５．８％和３４．５％；与基准

轴对称排气系统相比，下降幅度更为显著，分别为

２９．４９％、３６．１３％和４３．５７％。支板冷却对尾向

２０°～６０°角域的红外辐射也起一定抑制作用，结

合图１５（ｂ）可以发现，当支板冷却密流比为０．９

时，排气系统２０°～６０°角域内的红外辐射与基准

排气系统的红外辐射强度相当。前文提到隔热屏

与喷管壁面是排气系统尾向２０°～６０°方向上的主

要红外辐射源，对比图１４（ａ）与图１５（ａ）的温度测

试结果可知，虽然支板冷却使得隔热屏与喷管的

壁面温度有一定降低，但还是明显高于基准排气

系统的隔热屏与喷管的壁面温度，因此这里红外

辐射强度的降低并不是隔热屏与喷管壁面自身辐

射降低引起的，可以推测是隔热屏与喷管壁面对

来自冷却支板的入射辐射的反射总量降低引起了

最终有效辐射的下降，即全遮挡导流支板壁面冷

却后，支板发射的辐射减弱，隔热屏与喷管壁面所

反射的来自支板的入射辐射也随之下降，综合体

现为隔热屏与喷管壁面的有效辐射总和变小了。

４　结　论

本文通过试验测试了基准轴对称排气系统和

不同支板冷却状态下的全遮挡导流支板排气系统

的红外辐射特征，分析了模型试验状态下全遮挡

导流支板结构对排气系统的红外抑制效果，主要

结论如下：

１）全遮挡导流支板表面温度低于上游的末

级涡轮表面温度，但导流支板结构增强了内涵高

温气流与外涵低温气流之间的掺混，引起下游隔

热屏和喷管壁面温度升高。

２）全遮挡导流支板对排气系统尾向０～１０°

角域红外辐射有较好的抑制作用，正尾向（α＝０°）

红外辐射强度比基准轴对称排气系统低１３．９％；

但尾向２０°～６０°角域的红外辐射有小幅增强，对

红外隐身稍有不利。

３）支板壁面采用气膜冷却措施对排气系统

尾向０～１０°角域内的红外辐射抑制效果显著，支

板冷却气密流比为０．９时的全遮挡导流支板排气

系统正尾向红外辐射强度与基准轴对称排气系统

相比，下降了４３．５７％；支板冷却对尾向２０°～６０°

角域的红外辐射也起一定抑制作用，可以消除结

论２）中提到的由导流支板结构对红外隐身带来

的不利影响。

４）带气膜冷却的全遮挡导流支板结构能显

６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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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降低排气系统尾向红外辐射强度，是抑制末级

涡轮红外辐射贡献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

上述结论中的规律性结论适用于不同发动机

排气系统工作状态。而全遮挡导流支板对排气系

统红外特征的抑制效果的量化结论（如降幅的数

值）会随着排气系统工作状态变化而变化，但本文

模型试验研究所获得的红外抑制效果数值具有一

定参考价值，可以用于初步预估各状态下全遮挡

导流支板的红外抑制效果的大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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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燃油温度仿真及应用

张瑞华，刘卫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学院

飞行器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南京２１００１６）

摘　　　要：为研究飞行过程中燃油温度变化规律，采用热网络法建立油箱热模型，并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

软件平台上输入与飞行试验相对应的边界条件以验证模型可信度，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整个航程中各油箱隔

舱燃油温度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该计算方法和仿真模型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试验值与计算值两者误差超

过１．６７Ｋ的时间段中，模拟温度比试验温度高；多数航段内机身油箱燃油温度处于高位，为适航符合性审定

重点关注对象，代表着整个燃油箱系统的可燃性暴露时间水平，以巡航结束阶段为例，标准天长航程下机身

油箱燃油温度比机翼油箱燃油温度平均高出２５Ｋ，标准天短航程下机身油箱燃油温度比机翼油箱燃油温度

平均高出７Ｋ，热天短航程下机身油箱燃油温度比机翼油箱燃油温度平均高出１２Ｋ；机翼油箱燃油温度在飞

机下降阶段回升幅度较大，其可燃性暴露时间主要集中在航程结束阶段。

关　键　词：油箱热模型；热网络；燃油温度；Ｓｉｍｕｌｉｎｋ建模；动态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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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瑞华（１９９７－），女，博士生，主要从事运输类飞机适航技术研究。

通信作者：刘卫华（１９６５－），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工程、飞行器燃油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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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ｓｓｈｏｒｔｅｒ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ｖｏｙ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ｅ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ｆｕｓｅｌａｇｅｔａｎｋｗａｓ１２Ｋ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ｗｉｎｇｔａｎｋ．Ｔｈｅｆｕｅ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ｗｉｎｇｆｕｅｌｔａｎｋｒｅｂｏｕｎｄｅｄｇｒｅａｔｌｙ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ｓｃｅｎｔｐｈ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ａｎｄｉｔｓｆｌａｍｍ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ｔｉｍｅｗａｓｍａｉｎｌｙｃ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ｖｏｙａｇ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ｆｕｅｌｔａｎｋｔｈｅｒｍａｌ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ｒｍ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ｆｕｅ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ｉｍｕｌｉｎｋ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油箱燃爆是当今世界航空安全主要威胁之

一，它已引起世界各国适航管理当局的广泛关

注［１４］，为保证飞行安全，ＦＡＡ（Ｆｅｄｅｒａｌ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美国联邦航空局）已多次发布适

航规章、修正案和咨询通告，提出了严格限制飞机

机队平均可燃性暴露时间、降低油箱燃爆发生概

率的适航要求。

所谓的“飞机机队平均可燃性暴露时间”是指

一个机型的机队在世界范围内运行中各航段距离

上燃油箱空余空间处于可燃状态的时间，在适航符

合性认证要求中，它需借助于 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评估模

型，通过累积出任意航程中油箱内燃油温度落入可

燃界限范围内的时间来求取，而掌握适航指定航程

中的燃油温度变化规律则是正确应用 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

评估模型的基础，因此，开展燃油温度变化规律研

究将是适航符合性认证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总体而言，获取燃油温度变化规律的方法有

飞行实测法和理论分析法两类［５９］，虽然飞行实测

法可以获得相对精确的燃油温度变化曲线，但由

于飞行实测费用高、周期长，且不同类型飞机所获

取的实测数据各不相同，因此，该方法并不具备普

适性，在适航认证中，常用来验证理论分析法的可

信度；理论分析法则是基于能量守恒原理，建立燃

油箱热力学模型，并在模型中充分考虑影响燃油

温度变化的各种因素，显然，该方法可有效地降低

了评估费用、缩短了评估周期，且具备良好的普适

性，但它也存在可信度不足等问题；无疑，采用理

论建模与实测数据验证相结合的科学方法来开展

飞行过程中油箱热力状态分析，获取准确的燃油温

度变化规律，对于适航认证工作而言将是必要的。

事实上，国内外学者对于采用理论分析法来

获取燃油温度变化规律已有相关研究，如：Ｇｌｉｃｋ

ｓｔｅｉｎ等提出了一种评估飞机热系统概念的建模

工具，并应用其对未来高速军用飞机综合热管理

系统开展设计［１０］；Ｇｅｒｍａｎ考虑了油箱壁面的总

传热量，采用了热平衡微分方程来计算燃油温度

随时间的变化情况［１１］；Ｚｈａｎｇ等则利用热量平衡

方法建立了燃油传热数学模型，并基于Ｃ软件程

序求解了超声速巡航状态下油箱中燃油温度变化

规律［１２］；Ｗａｎｇ等针对飞机油箱热动力学问题，采

用气相、液相热节点，借助网格计算法解决了油箱

舱内的传热问题［１３］；李彦江等建立了飞机燃油系

统的仿真模型，开展了稳态和动态分析［１４１５］；徐志

英等通过对燃油系统关键部件建模，预测了不同

工况下换热器前端燃油入口温度和进入飞机发动

机前燃油温度的变化规律［１６］等等。然而，总体来

看，国内外目前针对燃油温度变化规律的研究，尤

其是针对民机多隔舱燃油箱，如何建立通用数学

模型以获取满足适航认证要求的燃油温度变化规

律则鲜有报道。

本文基于适航认证需要，对实际某型飞机燃

油箱系统展开必要的简化，以其单侧多隔舱燃

油箱布局为研究对象，就油箱隔舱进行计算节

点划分，采用热网络法建立各隔舱间的热量传

递关系，依据节点间表面传热系数和面积确定

其热阻，并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软件平台上搭建

仿真计算模型；为验证该计算模型的可信度，就

特定飞行包线下外翼油箱隔舱中的燃油温度变

化规律开展了分析计算，并以计算数据与试验

数据误差超过１．６７Ｋ的时间段持续时间不超过

５ｍｉｎ或模拟温度比试验温度高作为可信度判别

条件；在计算模型得以验证的基础上，分析了飞

行过程中各油箱隔舱燃油温度变化特点，获得了

几点有益的结论。

本文研究成果可为适航取证工作开展提供相

关指导。

１　油箱数学模型及简化

某型飞机燃油箱系统由左、右机翼燃油箱和

中央翼燃油箱组成，其中：所有油箱左右对称，均

采用传统的铝合金整体油箱结构；其机翼油箱包

含２０条肋，从中央翼１号肋一直延伸至外翼的

２０号肋；１号肋和１０号肋均为半密封肋，使得燃

０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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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可以从外翼部分自由流动到内翼部分，而内翼

部分的燃油不能回流至外翼部分；集燃油箱布置

在中央翼１号展向梁和后梁之间。该实际油箱系

统右侧的简化结构如图１所示。

由图１可见，该飞机实际燃油箱系统可以划

分为：集油箱（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ｔａｎｋ），中部隔舱（ｃｅｎｔｅｒ

ｔａｎｋ），机翼油箱和通气油箱（ｖｅｎｔｔａｎｋ），其中，集

油箱和中部隔舱位于机身内部，机翼油箱则由外

翼内隔舱（ｉｎｂｏａｒｄｔａｎｋ）和外翼外隔舱（ｏｎｂｏａｒｄ

ｔａｎｋ）组成，通气箱与大气连通。正常状态下，集

油箱始终处于满油状态，通气油箱始终处于无油

状态，其他油箱载油量则与初始载油率、航程、耗

油顺序等因素有关，常处于部分载油状态。

为了方便计算方法可信度验证，如图１所示，

燃油箱内还布置有多个燃油温度传感器、气相空

间温度传感器和壁面温度热电偶传感器。

图１　油箱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ｆｕｅｌｔａｎｋ

２　油箱热力学模型的建立

２１　节点划分及热网络

在建立油箱热力学模型中，本文还做出了如

下假设：①将燃油箱壁面视之为热力学分析边界，

并以油箱壁面条件作为边界条件；②飞行过程中

燃油箱内外壁温差较小，故忽略其温差影响；③通

气系统主要是在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对燃油箱内

油气温度有一定的影响，而对燃油节点影响不大，

故不考虑通气系统的影响；④燃油蒸发量较小，对

燃油温度影响甚微，故不考虑燃油蒸发。

由于在相邻半密封肋之间燃油不仅可以自由

流动，而且结构振动等因素还将诱发热流和质量

流的混合，使得隔舱内燃油温度基本一致，因此，

可直接以密封肋和半密封肋作为油箱隔舱计算节

点的边界，并可采用热阻来建立各节点之间的换

热关系（导热、对流换热、热辐射），如图２所示。

假设节点产热量或散热量为犙，周围邻近节

点温度分别为犜ｆ、犜ｂ、犜ｕ、犜ｄ、犜ｌ、犜ｒ，对应热阻分

别为犚ｆ、犚ｂ、犚ｕ、犚ｄ、犚ｌ、犚ｒ，则需计算的节点温度

犜为

犜＝

犜ｆ
犚ｆ
＋
犜ｂ
犚ｂ
＋
犜ｕ
犚ｕ
＋
犜ｄ
犚ｄ
＋
犜ｌ
犚ｌ
＋
犜ｒ
犚ｒ
－犙

１

犚ｆ
＋
１

犚ｂ
＋
１

犚ｕ
＋
１

犚ｄ
＋
１

犚ｌ
＋
１

犚ｒ

（１）

　　通过燃油或气相空间与壁面的对流换热关

系，可以得到关于燃油温度和气相空间温度的方

程组，确定热阻和边界条件（即壁面温度），求解方

程组，即可获得燃油温度分布。

图２　节点热阻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ｎｏｄ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２２　节点热阻与表面传热系数

对于节点间对流换热而言，其热阻如式（２）

所示

１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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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
１

犺犃
（２）

式中犺为表面传热系数，犃为换热面积。

表面传热系数犺可由努塞尔数犖狌求得，两

者的换算关系如式（３）所示

犖狌＝
犺犔

κ
（３）

式中犔为特征长度，κ为导热系数。

工程上，表面传热系数通常表示为

犺＝犆
κ
犔
（犌狉·犘狉）狀 （４）

式中犆为常数，犌狉为格拉晓夫数，犘狉为普朗特

数，狀为指数。

根据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 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１７］及

ＳＡ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的《Ａｅｒｏ

ｓｐａｃ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Ｍａｎｕａｌ》
［１８］，各

参数的取值如下：在竖壁板自然对流换热的情况

下，层流时，犆＝０．５９，狀＝１／４；湍流时，犆＝０．１３，狀＝

１／３。在水平板自然对流换热的情况下，热面向上，

层流时，犆＝０．５４，狀＝１／４；湍流时，犆＝０．１４，狀＝

１／３，热面向下，犆＝０．２７，狀＝１／４。

２３　边界条件

壁面边界条件受燃油箱布局及其周围环境的

影响，如：地面停机时，机翼油箱受到太阳辐射和

地面辐射的影响；飞行时，除太阳辐射外，还需考

虑气动加热对上壁面影响等等。

图３　基于Ｓｉｍｕｌｉｎｋ的油箱建模流程

Ｆｉｇ．３　Ｆｕｅｌｔａｎｋ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ｉｍｕｌｉｎｋ

２．３．１　气动加热

对于气动加热，现普遍观点为：在犕犪＜２的飞

行环境下，其壁面温度为边界层的滞止温度犜ｒ。

恢复因数狉定义为

狉＝
犜ｒ－犜

犜
－犜

（５）

式中犜为飞机蒙皮驻点温度，Ｋ；犜 为周围大气

温度，Ｋ；犜ｒ为滞止温度，Ｋ。

理论和试验均表明，对于普朗特数犘狉接近

于１的气体，可近似地认为：层流时狉＝犘狉１
／２＝

０．８５，湍流时狉＝犘狉１
／３＝０．８９６。

驻点温度犜计算式为

犜
＝犜 １＋

犽－１
２
犕犪（ ）２ （６）

２．３．２　太阳辐射与地面辐射

假设太阳辐射始终垂直于机翼表面，机翼表

面具有漫射性质，并且机翼蒙皮上温度分布均匀，

根据能量守恒原理

α犐＝犙＋犐（犜） （７）

式中α为机翼上表面对太阳的吸收率，α取０．２１；

犐为太阳辐射强度，在海平面太阳辐射强度大约

为１１３５．０Ｗ／ｍ２，在高空太阳辐射强度大约为

１３３５．０Ｗ／ｍ２；犙为机翼上蒙皮与周围大气的对

流换热；犈（犜）为机翼上表面与外界的辐射量。

机翼上蒙皮与周围大气的对流换热犙

犙＝犺（犜ｗ－犜ｓ） （８）

式中犺为机翼上表面与空气之间的表面传热系数；

犜ｓ为周围环境温度，Ｋ；犜ｗ 为机翼上表面温度，Ｋ。

机翼上表面对外界的辐射量

犐（犜）＝εσ犜
４
ｗ （９）

式中ε为机翼上表面的辐射率，０．９６；σ为斯忒藩

玻耳兹曼常数，５．６７×１０－８ Ｗ／（ｍ２·Ｋ）；将式

（８）和式（９）代入式（７），即有

α犐＝犺（犜ｗ－犜ｓ）＋εσ犜
４
ｗ （１０）

其中表面换热系数犺表示为

犺＝
犖狌κ
犔

＝
０．６６４κ犚犲

１／２犘狉１
／３

犔
（１１）

式中犔为特征长度；κ取２．０×１０
－２ Ｗ／（ｍ·Ｋ）；

犘狉取０．７２；地面停机时，机外风速可按自然风速

１～３．５ｍ／ｓ选取。

２４　燃油箱热力学模型

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软件中，搭建燃油箱热

力学模型，其建模思路与模型框架见图３、图４。

２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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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基于Ｓｉｍｕｌｉｎｋ的油箱热力学模型框架

Ｆｉｇ．４　Ｆｕｅｌｔａｎｋ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ｉｍｕｌｉｎｋ

实际计算中，可根据各隔舱尺寸、燃油消耗顺序以

及总的燃油消耗量，拟合出飞机在整个飞行过程

中各隔舱载油量变化，并将其输入至温度计算模

块中，即可进行相关节点温度的计算。

３　模型验证与计算分析

３１　燃油消耗顺序

本文中，３类油箱的初始载油率相同，燃油消

耗依照线性规律，发动机启动后，首先消耗中部隔

舱燃油，当中部隔舱燃油部分消耗后，外翼外隔舱

燃油开始消耗，中部隔舱燃油耗尽时，外翼内隔舱

开始消耗，具体如图５所示。

图５　燃油消耗顺序

Ｆｉｇ．５　Ｆｕｅｌ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３２　模型验证

适航标准对燃油温度的仿真要求为：误差超

过１．６７Ｋ的时间段不能超过５ｍｉｎ或者模拟温度

比试验温度高。本文以此作为模型可信度判别

标准。

飞行任务中飞行高度和大气总温的变化规律

如图６所示，为了便于后续分析，本文将整个航程

划分为３个阶段，即：地面准备与滑行阶段，０～

６５ｍｉｎ；爬升与巡航阶段，６５～２６５ｍｉｎ；下降阶段，

２６５～２９０ｍｉｎ。

这里以外翼内隔舱油箱为例，其燃油温度计

算结果与实测结果的比较如图７所示。由图可

知，两者变化趋势完全一致、且吻合度较高。实测

图６　飞行高度和大气总温的变化规律（标准天长航程）

Ｆｉｇ．６　Ｃｈａｎｇｅｒｕｌｅｏｆｆｌｉｇｈｔ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ｔｏｔａｌ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ｌｏｎｇｒａｎｇ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图７　外翼内隔舱燃油温度计算结果与试验数据对比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ｕｅ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ｉｎｎ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ｔａｎｋｏｆ

ｏｕｔｅｒｗ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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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在巡航阶段有小幅波动，而仿真结果过滤掉了

这些波动，同时在１５４～１９３ｍｉｎ，两者误差最高达

到了１．９８Ｋ，但此时为仿真计算温度高于飞行实

测值，它使得评估结果偏于安全，亦为适航认证所

许可，而其余时段两者误差均在１．６７Ｋ规定范围

内，由此可见，本文所建立的热力学模型真实可

信，可用于适航符合性评估过程中。

３３　燃油温度变化规律分析

以标准天长航程为例，具体分析各阶段飞机

燃油温度变化规律。

地面准备与滑行阶段各隔舱内燃油温度变化

规律如图８所示。由图可见，集油箱内燃油温度

和中部隔舱油箱温度逐渐升高，而机翼油箱燃油

温度基本恒定。这是因为：布置在集油箱内燃油

泵等设备放出热量，使得集油箱内燃油温度由

２９２．３３Ｋ升高至２９４．６Ｋ；而中部隔舱的温升则

来源于其周围设备舱和上方客舱的输入热量；机

翼油箱上壁面虽然受到了太阳辐射影响，但总热

量有限，且燃油热容较大，故温升不明显。

图８　地面准备与滑行阶段各隔舱燃油温度变化规律

Ｆｉｇ．８　Ｆｕｅ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ｈａｎｇｅｒｕｌｅｏｆｅａｃｈ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ａｘｉｉｎｇｐｈａｓｅ

爬升与巡航阶段，各隔舱内燃油温度变化规

律如图９所示。由图可见，机翼油箱温度变化较

机身油箱剧烈，且外翼外隔舱油箱的下降速度大

于外翼内隔舱油箱，这是因为：不仅大气总温下

降，而且气动冷却效应占据了主导地位，机翼油箱

由于受到了良好的气流冷却作用，其壁面温度大

幅降低，使得燃油温度下降，而耗油顺序又决定了

外翼外隔舱油箱温度下降更快，相比之下，得不到

气流冷却的机身油箱自然温度较高。

下降阶段各隔舱内燃油温度变化如图１０所

示。由图可见，各隔舱燃油温度均有一定程度的

回升。其中，机翼油箱由于飞行高度降低，大气总

图９　爬升与巡航阶段各隔舱的燃油温度

Ｆｉｇ．９　Ｆｕｅ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ｅａｃｈ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ｃｌｉｍｂｉｎｇａｎｄｃｒｕｉｓｅｐｈａｓｅ

图１０　下降阶段各隔舱燃油温度规律

Ｆｉｇ．１０　Ｆｕｅ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ｕｌｅｏｆｅａｃｈ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ｄｅｓｃｅｎｔｓｔａｇｅ

温升高，且燃油基本耗尽，燃油温度急速回升；集

油箱由于始终为满油状态，燃油热容较大，回升缓

慢；中部隔舱由于客舱和设备舱温度较为恒定，亦

未出现大幅度回升。

按照适航规章要求［１９］，用于支持适航取证

工作的燃油箱热模型，应至少利用两次飞行试

验数据对其进行验证。两次飞行试验应包括短

航程和长航程飞行剖面，并且其中应有热气候

条件（试验开始时地面大气温度高于２９９．８Ｋ）

的试验。因此，除图６所示工况（标准天长航

程），本文也计算了标准天短航程和热天短航程

下飞机燃油温度的变化规律，如图１１、图１２所

示。在这两种工况下，各隔舱燃油温度变化规

律与标准天长航程一致，地面准备与滑行阶段

机身油箱内燃油温度略微升高，机翼油箱基本

保持稳定；爬升与巡航阶段各隔舱燃油温度均

有所降低，机翼油箱温度变化较机身油箱剧烈，

大多时段内机身油箱燃油温度始终处于高位；

下降阶段机翼油箱燃油温度回升剧烈，此时燃油

４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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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各隔舱燃油温度变化规律（标准天短航程）

Ｆｉｇ．１１　Ｃｈａｎｇｅｒｕｌｅｏｆｆｕｅ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ｅａｃｈ

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ｈｏｒｔｒａｎｇ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图１２　各隔舱燃油温度变化规律（热天短航程）

Ｆｉｇ．１２　Ｃｈａｎｇｅｒｕｌｅｏｆｆｕｅ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ｅａｃｈ

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ｈｏｒｔｒａｎｇｅ，ｈｏｔ）

箱处于可燃状态的时间增加，可燃性暴露水平

较高。

４　结　论

１）本文所提出的计算方法和仿真模型具有

较高的可信度。

２）由于航程中大多时段内隔舱油箱燃油温

度始终处于高位，因此，适航认证评估中，对机身

内隔舱油箱展开可燃性暴露时间计算是必须的，

它不仅是适航符合性审定的重点，亦代表着整个

燃油箱系统的可燃性暴露时间最高水平。

３）机翼油箱的可燃性暴露时间主要体现在

航程结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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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套圈材料对自润滑关节轴承性能的影响，建立了基于ＡＢＡＱＵＳ有限元软件的热力耦合

模型。在特定工况下分析了２０２４铝合金与ＧＣｒ１５两种材料的关节轴承等效应力的大小、摩擦副的热传导过

程以及接触应力与温度的分布规律。结果表明：铝合金套圈的等效应力均小于屈服强度，能满足使用要求，与

ＧＣｒ１５轴承钢相比，该轴承衬垫受到的等效应力降低了３５．４％，同时铝合金轴承的衬垫比ＧＣｒ１５轴承更快地

达到热稳定状态；另外，铝合金轴承的摩擦面接触应力降低１５．４％，套圈温度降低２℃，衬垫温度降低

１５．７℃，且应力与温度分布更均匀。综上所述，２０２４铝合金关节轴承在一定工况下比ＧＣｒ１５轴承磨损寿命更

长具有更优异的性能。通过试验验证了ＧＣｒ１５轴承的温升过程与温度分布，与有限元结果具有很好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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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ｎ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ｒｍ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自润滑关节轴承具有结构简单、承载能力大、

抗冲击、耐腐蚀、自润滑等特点，广泛应用于高温、

重载、污染等苛刻环境［１４］。在航空领域轻量化一

直是产品设计的一项重要指标，铝合金自润滑关

节轴承具有密度低、比强度高、导热性好、耐腐蚀

等一系列优点，已在航空方面特别是飞机的鸭翼、

尾翼、起落架等部位被陆续采用［５６］。例如国产

Ｃ９１９有３０００多个关节轴承，如果全部用铝合金材

料替代钢制关节轴承，这将有益于飞机减轻质量。

关节轴承的性能评价指标有变形量、启动力

矩、磨损量和温度等［７］。温度是影响关节轴承摩

擦学性能的主要因素之一，温度过高过低都会加

速润滑介质的失效，温度又可分为环境温度和摩

擦温度。刘建、张永振等［８］研究了环境温度对

ＰＴＦＥ（聚四氟乙烯）衬垫摩擦学性能的影响，试

验表明：不同环境温度范围，摩擦温度与摩擦因数

具有不同的规律。李彦伟等［９］在分析影响自润滑

关节轴承寿命因素时发现：在低于常温时，随温度

的升高寿命增加；在高于常温后，温度的升高寿命

减小。影响摩擦温度的因素包括工况条件、结构

参数和材料。Ｑｉｕ等
［１０］研究了在阶梯载荷下自

润滑关节轴承的摩擦学性能。结果表明，载荷比、

摆频和载荷周期对材料的磨损、温升和成膜性能

均有影响。文献［１１］通过顺序热力耦合对关节轴

承进行了分析，与试验测量值对比，均达到了理想

的结果。Ｍａ等
［１２］在研究衬垫纬密度对衬垫性能

影响时发现，转速与载荷对摩擦副的热流率有很

大影响，转移膜的形成以及稳定性又与热流率的

大小有很大的关系。

材料是影响摩擦热的主要因素之一，选用不

同的对偶材料对轴承摩擦热的分配、传递与散热

都有很大的影响。２０２４铝合金是一种高强度硬

铝具有优良的力学性能，主要用于制作各种高负

荷的零件和构件，在航空领域倍受青睐，如飞机上

的骨架零件、蒙皮、隔框、翼肋、翼梁、铆钉等零件。

在关节轴承中，当套圈材料为铝合金时，摩擦副的

热稳定状态会与ＧＣｒ１５套圈有很大不同，这将直

接影响轴承的摩擦磨损性能，目前对该型号铝合金

的研究主要在力学性能［１３１４］，成型加工方面［１５１６］，

以及焊接性能［１７１８］等，如李娜等［１９］通过研究得到

３种铝合金应力应变关系和失效应变，以及温度

对材料性能的影响规律，并拟合出较好的用于预

测铝合金塑性流动应力的数学模型。Ｋｒｙｍｓｋｉｙ

等［２０］研究了Ｚｒ对严重变形２０２４铝合金组织和

抗晶间腐蚀性能的影响，得出了影响合金合金腐

蚀行为的主要结构因素。因此探究铝合金关节轴

承与钢制关节轴承之间的摩擦学性能差别将对实

际应用中关节轴承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本文基于ＡＢＡＱＵＳ有限元分析软件的热力

耦合模型，针对Ｔ８５１态２０２４铝合金和ＧＣｒ１５两

种套圈材料自润滑关节轴承的摩擦热开展了研

究。最后通过关节轴承摩擦磨损性能试验验证了

关节轴承的使役性能。

１　关节轴承摩擦生热有限元模型的

建立

１１　摩擦生热方程

关节轴承摩擦副热载荷矢量计算公式为［２１］

犙＝μ狆ω狉 （１）

式中犙为热流密度（Ｗ／ｍ２）；μ为摩擦因数；狆为

衬垫与内圈的接触应力（ＭＰａ）；ω为关节轴承内

圈摆动的角速度（ｒａｄ／ｓ）；狉为内圈外球面距旋转

轴线距离（ｍｍ）。

摩擦副热流分配系数 犓 由材料的密度ρ

（ｋｇ／ｍ
３）、比热容犮（Ｊ／（ｋｇ·℃））和导热系数κ

（Ｗ／（ｍ·℃））决定。设内圈和衬垫的热流密度

分别为犙１、犙２

犙＝犙１＋犙２ （２）

犓 ＝
犙１
犙２
＝

犮１ρ１κ１

犮２ρ２κ槡 ２

（３）

式中犮１、ρ１、κ１ 分别为内圈的比热容、密度和导热

系数；犮２、ρ２、κ２ 分别为衬垫的比热容、密度和导热

系数。

１２　热力耦合分析模型

本文对ＧＥ３０ＵＫ２ＲＳ型号关节轴进行完全

８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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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耦合分析，图１为轴承几何结构和有限元模

型，基本结构尺寸：外径犇＝４７ｍｍ，外圈宽犆＝１８

ｍｍ，内径犱＝３０ｍｍ，球径犱ｋ＝４０．７ｍｍ，内圈宽

犅＝２２ｍｍ。为了更加真实模拟轴承实际运行状

态，在模型中添加了杆端体和芯轴两个部件，为简

化计算忽略了轴承的一些结构细节，并把对计算

结果影响较小的芯轴设定为刚体。文献［２２］在对

ＧＸ２５Ｓ油润滑关节轴承的有限元分析中发现，考

虑轴承游隙可以提高温度场计算精度，因此，本文

所建立有限元模型的游隙值设定为５０μｍ
［２３］。

衬垫由聚四氟乙烯和芳纶纤维混编而成，属

于各向异性材料，因此，本文通过建立局部球坐标

系来定义各个方向上的弹性模量犈、切变模量犌

和泊松比。在分析过程中对材料性能参数均设定

为常数，表１和表２是各部件材料的力学参数和

热学参数，犈１、犈２、犈３ 表示３个主方向上的弹性模

量，犌１２、犌１３、犌２３和ν１２、ν１３、ν２３分别表示３个平面内

的切变模量和泊松比。

图１　自润滑关节轴承几何结构与有限元模型

Ｆｉｇ．１　Ｓｅｌｆ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ｐｌａｉｎｂｅａｒｉｎｇ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

表１　材料热学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犕犪狋犲狉犻犪犾狋犺犲狉犿犪犾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材料 密度／（ｋｇ／ｍ
３）

比热容／

（Ｊ／（ｋｇ·℃））

导热系数／

（Ｗ／（ｍ·℃））

膨胀系数／

１０－４（ｍ／℃）

表面传热系数／

（Ｗ／（ｍ·℃））

衬垫 １６４０ １４９０ １．１３ ０．２８ １０

ＧＣｒ１５ ７８２０ ４６０ ４５ １．２ １０

２０２４ ２８２０ ９００ １３０ ２．３６ １０

４５＃钢 ７８１０ ４５０ ４５ １．２ １０

表２　材料力学参数

犜犪犫犾犲２　犕犪狋犲狉犻犪犾犿犲犮犺犪狀犻犮犪犾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材料
弹性模量／ＧＰａ 切变模量／ＧＰａ 泊松比

犈１ 犈２ 犈３ 犌１２ 犌１３ 犌２３ ν１２ ν１３ ν２３

衬垫 ５２．０４ ４．７１ ４．７１ ３．４５ １．８４ １．８４ ０．３７ ０．３７ ０．２８

ＧＣｒ１５ ２１２ ８４．２３ ０．３

２０２４ ７１．５ ２６．８８ ０．３３

４５＃钢 １９３ ７４．２３ ０．３

１３　边界条件的设置

设定初始温度场为１０℃，衬垫和外圈的黏接

状态由绑定约束实现，对耦合面摩擦因数取

０．０５，假设摩擦做的功全部转化成内能被摩擦副

吸收，有限元模型表面与外界表面传热系数设为

２０Ｗ／（ｍ２·℃）。由式（２）、式（３）可知２０２４和

ＧＣｒ１５两种材料与衬垫之间的热流分配系数分别

为１０．９和７．７，即分配到衬垫上的热量分别

１１．５％和２８．５７％，在运行中更多热量分配到铝

合金材料上。整个分析过程分为３步，第１步先

给杆端体施加一个小位移使衬垫和内圈接触；第

２步在杆端体上施加一个延轴承径向方向的载荷

实现对轴承的加载；第３步内圈进行旋转摆动，控

制轴承内圈旋转摆动的正弦幅值曲线如下式：

θ＝犃ｓｉｎ（２π犳狋） （４）

式中θ为角位移，犃为摆动幅值，犳为摆动频率。

２　有限元结果分析

２１　套圈材料对应力的影响

不改变衬垫材料，对上述有限元模型中的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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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分别赋予２０２４铝合金和 ＧＣｒ１５两种材料属

性，在径向载荷为３０ｋＮ、摆动频率为２Ｈｚ和摆角

为±６°的工况条件下进行完全热力耦合分析。图

２是关节轴承各部件的等效应力云图，其中图

２（ａ）为铝合金外圈等效应力云图，最大值为

８６．４７ＭＰａ；图２（ｂ）是铝合金内圈等效应力云图，

最大应力在套圈内部为７８．６７ＭＰａ；图２（ｃ）、图

２（ｄ）分别为铝合金关节轴承与ＧＣｒ１５轴承衬垫

的等效应力云图，最大值分别为１１４．８ＭＰａ和

１７７．８ＭＰａ，对比发现２０２４关节轴承的衬垫受到

的应力比ＧＣｒ１５轴承降低３５．４％。２０２４铝合金

材料的屈服强度为３２５ＭＰａ以上，所以轴承未发

生屈服变形。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铝合金套圈不

仅能满足上述工况要求还可以降低关节轴承衬垫

受力，改善轴承运行状况。

图２　关节轴承 Ｍｉｓｅｓ应力分布

Ｆｉｇ．２　Ｍｉｓｅｓ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ｐｌａｉｎｂｅａｒｉｎｇ

２２　套圈材料对摩擦温度的影响

图３是两种轴承内圈和衬垫接触表面的温

升过程，其中 Ａ表示２０２４铝合金轴承，Ｂ表示

ＧＣｒ１５轴承。从图中可知两种轴承的衬垫初始

阶段温升很快，先达到稳定状态，这是由于轴承

运行中每个周期产生的热量一定，而衬垫导热

性差且处于封闭环境，分配到衬垫上的热量传

递和散失较慢，导致温升很快。另外，２０２４铝合

金轴承衬垫达到稳定状态需要１ｍｉｎ左右，而

ＧＣｒ１５轴承为２ｍｉｎ，由此可知在运行中铝合金

轴承温度响应快，能够更快地达到稳定运行状

态。由于２０２４铝合金轴承分配到衬垫上的热

量是ＧＣｒ１５轴承的２．５倍，所以前者稳定后的

温度高于后者。２０２４铝合金的热传导系数是

ＧＣｒ１５的３倍，热量能够迅速传递到低温区，所

以运行过程中铝合金套圈分到的热量多，但温

度一直低于ＧＣｒ１５轴承。

图３　两种关节轴承温升过程

Ｆｉｇ．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ｉｓ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ｏｆ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ｐｌａｉｎｂｅａｒｉｎｇｓ

图４为铝合金关节轴承温度分布云图，为更

清晰对比套圈材料对轴承摩擦温度分布的影响，

０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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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铝合金关节轴承温度分布

Ｆｉｇ．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ｕｍｉｎｕｍ

ａｌｌｏｙ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ｐｌａｉｎｂｅａｒｉｎｇ

分别在内圈与衬垫接触面上建立圆周方向（ｐａｔｈ

１）和宽度方向（ｐａｔｈ２）两条路径。提取３０ｍｉｎ时

两条路径上的温度与接触应力值，得到两种关节

轴承温度与接触应力分布曲线。图５（ａ）、图５（ｂ）

为内圈ｐａｔｈ１和ｐａｔｈ２上的温度与接触应力分

布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两种轴承温度与接触应

力分布规律相同，从接触中心向两侧降低，其中

２０２４铝合金轴承接触应力与温度分布更均匀，相

对ＧＣｒ１５轴承接触应力降低１５．４％，温度降低约

２℃。图６（ａ）、图６（ｂ）是衬垫两条路径上的温度

分布曲线，分布规律同内圈类似，且稳定状态下

２０２４铝合金轴承衬垫温度最大值为１７．７℃，比

ＧＣｒ１５轴承低１５．７℃。

套圈材料对关节轴承摩擦温度影响的机理

如下：

１）相同工况下铝合金关节轴承衬垫与内圈

的接触面积大于 ＧＣｒ１５轴承，因此，在轴承产热

功率相等时摩擦面积大的轴承能加快热量的传递

与散失；同时接触面积增大会降低触应力集中，由

此减小摩擦副在应力最大处产生的热量，避免

图５　两种材料内圈温度与接触应力分布

Ｆｉｇ．５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ａｃｔ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ｔｗ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ｉｎｎｅｒｒｉｎｇｓ

图６　衬垫温度分布

Ｆｉｇ．６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ｎｅｒ

１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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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温度的激增。铝合金关节轴承受力面积大

的原因一方面是铝合金强度低，受载变形大；另

一方面是铝合金热膨胀系数大，内圈受热后能

更大程度上缩小轴承的游隙，使内圈与衬垫接

触面积增大。

２）铝合金的导热性是ＧＣｒ１５钢材的４倍，能

使热量更快地往低温处传递，快速降低摩擦面温

度，由此可以延长关节轴承的磨损寿命。

２３　试验验证

在相同工况下利用关节轴承试验机对有限

元模型进行验证，选用 ＧＣｒ１５轴承进行试验。

为得出内圈上温度分布，在轴承内圈端面１／４

圆周上加工３个直径为１．５ｍｍ的测温孔，如图

７所示，通过温度传感器对内圈测温孔内温度进

行测量，试验时间为６０ｍｉｎ。图８（ａ）为试验与

仿真温升过程的对比，图８（ｂ）为相同时刻内圈

圆周方向上仿真与试验温度分布。从图中看出

仿真结果与试验结果温升趋势相同，温度分布

基本一致，但是在数值上有所差别，造成的原因

可能有：仿真设置的材料参数与真实值之间有

差别、有限元模型与实际夹具有差异等，综上所

述，可以验证上述关节轴承热力耦合模型与结

果的正确性。

图７　轴承内圈测温孔位置

Ｆｉｇ．７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ｈｏｌｅｉｎ

ｂｅａｒｉｎｇｉｎｎｅｒｒｉｎｇ

图８　仿真与试验对比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３　结　论

本文在径向载荷为３０ｋＮ、摆动频率为２Ｈｚ

和摆角为±６°的工况条件下对自润滑关节轴承进

行完全热力耦合分析，并通过试验对分析结果进

行了验证，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１）相同工况下铝合金关节轴承衬垫受到的

等效应力相比ＧＣｒ１５轴承更小。

２）铝合金关节轴承衬垫的温度达到稳定状

态需要的时间比ＧＣｒ１５轴承短，温度响应快。

３）铝合金轴承摩擦副接触应力分布比

ＧＣｒ１５轴承均匀，且应力集中现象明显降低，具有

更长的磨损寿命。

４）铝合金轴承的套圈和衬垫温度分布更均

匀，相比ＧＣｒ１５轴承，铝合金轴承套圈温度与衬

垫稳定状态温度均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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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改善面齿轮圆柱齿轮两次载荷分流传动构型的均载特性，考虑齿轮的中心偏移、轴与轴承的

承载变形等因素，依据构型的变形协调条件和力矩平衡方程，建立了传动构型的静力学模型，研究了轴的扭转

和支撑刚度对均载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输入轴扭转刚度对均载特性几乎没有影响；分扭轴扭转刚度取合

适的比值，则面齿轮分扭传动级可获得较好的均载特性，但圆柱齿轮分扭传动的均载特性几乎无变化；减小双

联齿轮轴扭转刚度或增加双联轴支撑刚度可提高该构型的均载特性。因此，为提高该传动构型的均载特性，

轴的扭转刚度和支撑刚度需采用参数匹配的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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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ｒｓｉｏｎａｌ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直升机主减速器采用具有载荷分流的传动构

型可以减轻直升机传动系统的质量和体积，提高

传动系统的功质比、传动效率和可靠性［１４］。目

前，分流传动构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圆柱齿轮和

面齿轮。分流传动构型的特点是：一个齿轮同时

和两个齿轮啮合，则每分支只承担原载荷的一半，

从而实现载荷的分流。载荷减小可以降低齿轮的

体积、质量以及线速度，这对大功率高速传动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可见，两分支载荷均等是该类

构型工程化应用的关键技术之一。为实现载荷均

等技术要求，在圆柱齿轮分流传动构型研究领域，

有学者提出平衡梁法［５６］、同步角法［７８］、弹性轴

法［９１１］以及含弹性材料的齿轮腹板［１２］等方法。在

面齿轮分流传动构型研究领域，９０年代美国的“先

进旋翼机传动系统”计划中［１３１４］，提出输入级采用

面齿轮传动替代锥齿轮的分流传动构型。为提高

面齿轮分流传动的均载特性，采用的主要方法有输

入轴弹性浮动、含弹性腹板的面齿轮［１５］等。此外，

相关学者还开展了分流传动系统的动态响应［１６］、

均载系数［１７２４］以及参数敏感性［２５］等研究。

鉴于分流传动构型在航空动力传动中的广泛

应用前景，国内外学者对分流构型进行了深入研

究，提出了多种构型方案，如美国“先进旋翼驱动

系统（ＥＲＤＳ）”计划中提出的同轴面齿轮功率分

流传动构型［２６］，以ＣＨ５３Ｋ多用途直升机为背景

的三发两次功率分流传动构型［２７２９］等。本文根据

直升机传动系统的特点，结合面齿轮和圆柱齿轮

分流传动的优点，提出了面齿轮圆柱齿轮两次载

荷分流的传动构型。针对该构型的均载特性，考

虑齿轮、轴及支撑结构的承载变形等因素，通过建

立的静力学模型，研究了传动轴的扭转和支撑刚

度等参数对该构型均载特性的影响，为提高该传

动构型的均载特性提供理论参考。

１　分流传动构型的静力学模型

图１为两次载荷分流传动构型的结构示意

图。由图可见，该构型为三级传动，载荷分流

由面齿轮和圆柱齿轮实施，由左右完全相同的

两个子系统组成（两子系统零部件分别用后缀

ｌ、ｒ表示）。以左分支为例，齿轮Ｚｌｍ同时和面

齿轮（Ｚｌｆ＿ｌ、Ｚｒｆ＿ｌ）啮合实现载荷分流。其中，

一路通过齿轮（Ｚｌｐ＿ｌ）同时与齿轮（Ｚｌ１ｓ＿ｌ、

Ｚｌ２ｓ＿ｌ）相啮合实现再次载荷分流，另外一路则

通过齿轮（Ｚｒｐ＿ｌ）同时与齿轮（Ｚｒ１ｓ＿ｌ、Ｚｒ２ｓ＿ｌ）

相啮合实现载荷分流。最后，经人字齿轮并车

传动实现功率汇流并由人字齿轮（Ｚｇ）输出动

力和转速。为便于叙述，定义面齿轮的支撑轴

为分扭轴，齿轮（Ｚ犼犻ｓ＿犽）（犻＝１，２，犼＝ｌ，ｒ，犽＝ｌ，

ｒ）的支撑轴为双联轴。

图１　两次载荷分流传动构型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ｔｗｉｃｅｌｏａｄｓｐｌｉｔ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该传动构型零部件多、结构复杂；面齿轮传动

为空间传动。为清晰的表达结构，单独提取了面

齿轮分流传动模型。由于面齿轮齿面的曲率较

小，因此将面齿轮传动当量为齿轮齿条传动。图

２所示的面齿轮分流传动模型中，犢ｍｆ与输入齿轮

的轴线一致。

５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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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面齿轮载荷分流传动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ｆａｃｅｇｅａｒｌｏａｄｓｐｌｉｔ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两次载荷分流传动构型的静力学模型如图３

所示。图中，啮合齿轮副、轴及支撑用弹簧模拟；

犡犼＿犽、犢犼＿犽为广义坐标，且犢犼＿犽的方向为齿轮Ｚ犼ｐ＿犽

与齿轮Ｚｇ的中心连线；犡、犢 为齿轮Ｚｇ的广义坐

标；面齿轮传动的广义坐标用 犡犼ｆ＿犽、犢犼ｆ＿犽表示。

犓犼ｎｐ犻ｓ＿犽、犓犼ｎｇ犻ｈ＿犽为啮合齿轮副的平均啮合刚度；θ犼ｐ＿犽

为分扭轴与双联轴中心连线间的夹角；θ犼犻＿犽为双联

轴与分扭轴、输出轴中心连线间的夹角；θ犼ｇ＿犽为输

出轴与双联轴中心连线间的夹角。

图３　两次载荷分流传动构型的静力学模型

Ｆｉｇ．３　Ｓｔａｔｉｃｓ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ｗｉｃｅｌｏａｄｓｐｌｉｔ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　分流传动构型的平衡方程

２１　静力学方程

图３中，假定输出齿轮Ｚｇ固定，左右输入端

施加扭矩分别为犜ｌｄ和犜ｒｄ，规定驱动扭矩为正，负

载扭矩为负，则可获得传动构型的平衡方程为

犜犽ｄ－犜犽ｍ ＝０

犜ｌｆ＿犽＋犜ｒｆ＿犽－犻ｍｆ犜犽ｍ ＝０

犜犼ｆ＿犽－犜犼ｐ＿犽 ＝０

犜犼１ｓ＿犽＋犜犼２ｓ＿犽－犻ｐｓ犜犼ｐ＿犽 ＝０

犜犼犻ｓ＿犽－犜犼犻ｈ＿犽 ＝０

犜ｇ－犻ｇｈ∑
犻
∑
犼
∑
犽

犜犼犻ｈ＿犽 ＝

烅

烄

烆 ０

（１）

式中犻ｍｆ、犻ｐｓ和犻ｇｈ分别为第１级～第３级的传动

比；配有下标的犜表示齿轮承受的扭矩。齿轮副

间的静态啮合力与其承受扭矩的关系可表示为

犜犽ｍ－（犉ｌｎｍｆ＿犽＋犉ｒｎｍｆ＿犽）狉ｂｍ ＝０

犜犼ｆ＿犽－犉犼ｎｍｆ＿犽狉ｂｆ＝０

犜犼ｐ＿犽－（犉ｌｎｐ１ｓ＿犽＋犉ｌｎｐ２ｓ＿犽）狉犼ｂｐ＿犽 ＝０

犜犼犻ｓ＿犽－犉犼ｎｐ犻ｓ＿犽狉犼ｂ犻ｓ＿犽 ＝０

犜犼犻ｈ＿犽－犉犼ｎｇ犻ｈ＿犽狉犼ｂ犻ｈ＿犽 ＝０

犜ｇ－狉ｂｇ∑
犻
∑
犼
∑
犽

犉犼ｎｇ犻ｈ＿犽 ＝

烅

烄

烆 ０

（２）

式中配有下标的犉表示齿轮承受的啮合力；配有

下标的狉表示齿轮的基圆半径。承载条件下，齿

轮、轴和支撑等零部件的变形使齿轮间的中心距

６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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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变化，进而引起齿轮偏转角变化，使得载荷不

均。将中心距的变化转化为齿轮支撑轴在犡、犢

坐标方向上的位移，则可获得啮合力与齿轮轴坐

标方向上的位移关系，即

犉ｌｎｍｆ＿犽ｃｏｓαｌｎｍｆ＿犽－犉ｒｎｍｆ＿犽ｃｏｓαｒｎｍｆ＿犽－犓犽ｍ狓犡犽ｍ ＝０

犉ｌｎｍｆ＿犽ｓｉｎαｌｎｍｆ＿犽－犉ｒｎｍｆ＿犽ｓｉｎαｒｎｍｆ＿犽－犓犽ｍ狕犣犽ｍ ＝０

犉犼ｎｐ１ｓ＿犽ｃｏｓα犼ｎｐ１ｓ＿犽－
θ犽ｐ（ ）２ ＋犉犼ｎｐ２ｓ＿犽ｃｏｓα犼ｎｐ２ｓ＿犽－

θ犽ｐ（ ）２ ＋犓犼ｐ狓＿ｕ＿犽犡犼ｐ＿ｕ＿犽 ＝０

犉犼ｎｐ１ｓ＿犽ｓｉｎα犼ｎｐ１ｓ＿犽－
θ犽ｐ（ ）２ ＋犉犼ｎｐ２ｓ＿犽ｓｉｎα犼ｎｐ２ｓ＿犽－

θ犽ｐ（ ）２ ＋犓犼ｐ狔＿ｕ＿犽犢犼ｐ＿ｕ＿犽 ＝０

犉犼ｎｐ１ｓ＿犽ｃｏｓα犼ｎｐ１ｓ＿犽－
θ犽ｐ（ ）２ －犓犼１狓＿ｄ＿犽犡犼１＿ｄ＿犽 ＝０

犉犼ｎｐ１ｓ＿犽ｓｉｎα犼ｎｐ１ｓ＿犽－
θ犽ｐ（ ）２ －犓犼１狔＿ｄ＿犽犢犼１＿ｄ＿犽 ＝０

犉犼ｎｐ２ｓ＿犽ｃｏｓα犼ｎｐ１ｓ＿犽＋
θ犽ｐ（ ）２ －犓犼２狓＿ｄ＿犽犡犼２＿ｄ＿犽 ＝０

犉犼ｎｐ２ｓ＿犽ｓｉｎα犼ｎｐ１ｓ＿犽＋
θ犽ｐ（ ）２ －犓犼２狔＿ｄ＿犽犢犼２＿ｄ＿犽 ＝０

犉犼ｎｐ１ｓ＿犽ｃｏｓα犼ｎｐ１ｓ＿犽－
θ犼ｇ＿犽（ ）２

－犓犼１狓＿ｕ＿犽犡犼１＿ｕ＿犽 ＝０

犉犼ｎｐ１ｓ＿犽ｓｉｎα犼ｎｐ１ｓ＿犽－
θ犼ｇ＿犽（ ）２

－犓犼１狔＿ｕ＿犽犢犼１＿ｕ＿犽 ＝０

犉犼ｎｐ２ｓ＿犽ｃｏｓα犼ｎｐ２ｓ＿犽＋
θ犼ｇ＿犽（ ）２

－犓犼２狓＿ｕ＿犽犡犼２＿ｕ＿犽 ＝０

犉犼ｎｐ２ｓ＿犽ｓｉｎα犼ｎｐ２ｓ＿犽＋
θ犼ｇ＿犽（ ）２

－犓犼２狔＿ｕ＿犽犢犼２＿ｕ＿犽 ＝

烅

烄

烆
０

（３）

式中犓犽ｍ狓、犓犽ｍ狕分别为输入轴犡 和犣方向的支撑刚度；犓犼ｐ狓＿ｕ＿犽、犓犼ｐ狔＿ｕ＿犽、犓犼ｐ狕＿ｕ＿犽和犓犼ｐ狓＿ｄ＿犽、犓犼ｐ狔＿ｄ＿犽、犓犼ｐ狕＿ｄ＿犽

分别为分扭轴上、下端在犡、犢 和犣方向的支撑刚度；犓犼犻狓＿ｕ＿犽、犓犼犻狔＿ｕ＿犽和犓犼犻狓＿ｄ＿犽、犓犼犻狔＿ｄ＿犽分别为双联轴上、

下端在犡和犢 方向的支撑刚度。

啮合力与输出轴犡和犢 坐标方向的位移关系为

犉ｌｎｇ１ｈ＿ｒｓｉｎθｌｇ＿ｒ＋犉ｒｎｇ２ｈ＿ｒｓｉｎθｒ＋犉ｒｎｇ１ｈ＿ｒｓｉｎθｒｇ＿ｒ＋θ（ ）ｒ ＋犉ｌｎｇ２ｈ＿ｌｓｉｎθ＋θｒｇ＿ｒ＋θ（ ）ｒ ＋

　犉ｌｎｇ１ｈ＿ｌｓｉｎθ＋θｒｇ＿ｒ＋θｒ＋θｌｇ＿（ ）ｌ ＋犉ｒｎｇ２ｈ＿ｌｓｉｎθｒｇ＿ｒ＋θ＋θｒ＋θ（ ）ｌ ＋犉ｒｎｇ１ｈ＿ｌ×

　ｓｉｎ（θｒｇ＿ｒ＋θ＋θｒ＋θｌ＋θｒｇ＿ｌ）＋犓ｇ狓犡ｇ＝０

犉ｌｎｇ２ｈ＿ｒ＋犉ｌｎｇ１ｈ＿ｒｃｏｓθｌｇ＿ｒ＋犉ｒｎｇ２ｈ＿ｒｃｏｓθｒ＋犉ｒｎｇ１ｈ＿ｒｃｏｓθｒｇ＿ｒ＋θ（ ）ｒ ＋犉ｌｎｇ２ｈ＿ｌ×ｃｏｓθ＋θｒｇ＿ｒ＋θ（ ）ｒ ＋

　犉ｌｎｇ１ｈ＿ｌｃｏｓθ＋θｒｇ＿ｒ＋θｒ＋θｌｇ＿（ ）ｌ ＋犉ｒｎｇ２ｈ＿ｌｃｏｓ（θｒｇ＿ｒ＋θ＋θｒ＋θｌ）＋

　犉ｒｎｇ１ｈ＿ｌｃｏｓθｒｇ＿ｒ＋θ＋θｒ＋θｌ＋θｒｇ＿（ ）ｌ －犓ｇ狔犢ｇ＝

烅

烄

烆 ０

（４）

式中犓ｇ狓、犓ｇ狔分别为输出轴犡 和犢 方向的支撑

刚度。

将面齿轮承受的载荷沿分扭轴的全局坐标分

解，则得

犉ｌｎｍｆ＿犽ｃｏｓαｌｎｍｆ＿犽ｓｉｎ
θｌ
２
＋犓ｌｐ狓＿ｄ＿犽犡ｌｐ＿ｄ＿犽 ＝０

犉ｌｎｍｆ＿犽ｃｏｓαｌｎｍｆ＿犽ｃｏｓ
θｌ
２
－犓ｌｐ狔＿ｄ＿犽犢ｌｐ＿ｄ＿犽 ＝０

犉ｌｎｍｆ＿犽ｓｉｎαｌｎｍｆ＿犽－犓ｌｐ狕＿ｄ＿犽犣ｌｐ＿ｄ＿犽 ＝０

犉ｒｎｍｆ＿犽ｃｏｓαｒｎｍｆ＿犽ｓｉｎ
θｒ
２
＋犓ｒｐ狓＿ｄ＿犽犡ｒｐ＿ｄ＿犽 ＝０

犉ｒｎｍｆ＿犽ｃｏｓαｒｎｍｆ＿犽ｃｏｓ
θｒ
２
＋犓ｒｐ狔＿ｄ＿犽犢ｒｐ＿ｄ＿犽 ＝０

犉ｒｎｍｆ＿犽ｓｉｎαｒｎｍｆ＿犽＋犓ｒｐ狕＿ｄ＿犽犣ｒｐ＿ｄ＿犽 ＝

烅

烄

烆 ０

（５）

２２　变形协调方程

承载条件下，零部件产生的弹性变形会导致

齿轮副之间产生偏转角，该偏转角包括齿轮副啮

合变形偏转角和轴、轴承支撑变形产生的中心偏

移偏转角两部分。根据传动构型的力封闭特点，

则可获得传动构型的变形协调方程为

Δｌｍ＿犽 ＝Δν＿ｌｍｆ＿犽＋Δτ＿ｌｆｐ＿犽＋Δδ＿ｌｍｆ＿犽

Δｒｍ＿犽 ＝Δν＿ｒｍｆ＿犽＋Δτ＿ｒｆｐ＿犽＋Δδ＿ｒｍｆ＿犽

Δ犼１ｓ＿犽 ＝Δν＿犼ｐ１ｓ＿犽＋Δτ＿犼１ｓ＿犽＋Δδ＿犼ｐ１ｓ＿犽＋Δ犼ｍ＿犽／犻ｐｓ

Δ犼２ｓ＿犽 ＝Δν＿犼ｐ２ｓ＿犽＋Δτ＿犼２ｓ＿犽＋Δδ＿犼ｐ２ｓ＿犽＋Δ犼ｍ＿犽／犻ｐｓ

Δ犼１ｈ＿犽 ＝Δν＿犼Ｂ１ｈ＿犽＋Δτ＿犼１ｈ＿犽＋Δδ＿犼ｇ１ｈ＿犽＋Δ犼１ｓ＿犽

Δ犼２ｈ＿犽 ＝Δν＿犼Ｂ２ｈ＿犽＋Δτ＿犼２ｈ＿犽＋Δδ＿犼ｇ２ｈ＿犽＋Δ犼２ｓ＿

烅

烄

烆 犽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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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Δν＿犼ｍｆ＿犽、Δδ＿犼ｍｆ＿犽和Δτ＿犼ｆｐ＿犽分别为啮合力引

起的面齿轮偏转角、面齿轮啮合副中心距偏移

和分扭传动轴扭转角；Δｌｍｆ＿犽、Δｒｍｆ＿犽分别是左、

右面 齿 轮 的 总 扭 转 变 形；Δν＿犼ｐ犻ｓ＿犽、Δδ＿犼ｐ犻ｓ＿犽和

Δτ＿犼犻ｓ＿犽分别为啮合力引起的双联轴上圆柱齿轮

的偏转角、圆柱齿轮副中心距偏移和双联轴扭

转角；Δ犼犻ｓ＿犽为 双 联 轴 上 直 齿 轮 总 扭 转 角；

Δν＿犼ｇ犻ｈ＿犽、Δδ＿犼ｇ犻ｈ＿犽和Δτ＿犼犻ｈ＿犽分别为啮合力引起的

双联轴上人字齿轮的偏转角、人字齿轮副的中

心距偏移和双联轴扭转角；Δ犼１ｈ＿犽、Δ犼２ｈ＿犽分别为

双联轴上人字齿轮的总扭转变形。其中，啮合

力引起的齿轮偏转角和齿轮轴扭转位移分别如

式（７）和式（８）所示。

Δν＿犼ｐ犻ｓ＿犽 ＝
犜犼ｐ犻ｓ＿犽

狉２ｂ犼犻ｓ犓犼ｐ犻ｓ＿犽

Δν＿犼ｇ犻ｈ＿犽 ＝
犜犼ｇ犻ｈ＿犽

狉２ｂ犼犻ｈ犓犼ｇ犻ｈ＿犽

Δν＿犼ｍｆ＿犽 ＝
犜犼ｍｆ＿犽
狉２ｂ犼ｆ犓犼ｍｆ＿

烅

烄

烆 犽

（７）

Δτ＿犼犻ｓ犻ｈ＿犽 ＝
犜犼犻ｓ犻ｈ＿犽
犓犼犻ｓ犻ｈ＿犽

Δτ＿犼ｐｆ＿犽 ＝
犜犼ｐｆ＿犽
犓犼ｐｆ＿

烅

烄

烆 犽

（８）

２３　静力学均载系数

齿轮扭转角是所受扭矩的函数，因此可以建

立其平衡方程为

犜ｌｆ＿犽＋犜ｒｆ＿犽 ＝犜

ｌｍｆ＿犽－ｒｍｆ＿犽 ＝βｍｆ

犜犼１ｓ＿犽＋犜犼２ｓ＿犽 ＝
犻ｍｆ犻ｐｓ犜

２

犼ｐ１ｓ＿犽－犼ｐ２ｓ＿犽 ＝βｐ

烅

烄

烆 ｓ

（９）

式中犜ｌｆ＿犽、犜ｒｆ＿犽分别为左、右面齿轮承受的扭矩；

犜犼犻ｓ＿犽为双联轴承受的扭矩；βｍｆ和βｐｓ分别为第１级

和第２级齿轮副间的同步角。

定义齿轮副间的静力学均载系数为

Ωｌｆ＿犽 ＝
２犜ｌｆ＿犽

犜ｌｆ＿犽＋犜ｒｆ＿犽

Ωｒｆ＿犽 ＝
２犜ｒｆ＿犽

犜ｌｆ＿犽＋犜ｒｆ＿犽

Ω犼１ｓ＿犽 ＝
２犜犼１ｓ＿犽

犜犼１ｓ＿犽＋犜犼２ｓ＿犽

Ω犼２ｓ＿犽 ＝
２犜犼２ｓ＿犽

犜犼１ｓ＿犽＋犜犼２ｓ＿

烅

烄

烆 犽

（１０）

式中Ωｌｆ＿犽、Ωｒｆ＿犽和Ω犼１ｓ＿犽、Ω犼２ｓ＿犽分别为第１级和第２

级齿轮副间的静力学均载系数。

３　齿轮中心偏移量与偏转角间的

关系

３１　面齿轮副中心偏移量与偏转角间的关系

根据面齿轮传动的初始啮合状态，建立如图

４所示的直角坐标系。图中，坐标系原点为圆柱

齿轮的中心犗ｍ；圆柱齿轮初始接触位置与犡 轴

的夹角为γｍ；齿轮的压力角为αｍ；圆柱齿轮的基

圆半径为狉ｂｍ；面齿轮啮合副间的啮合线为犃犅。

齿轮的压力角与展角之和βｍ 可表示为

βｍ ＝ｔａｎαｍ－αｍ （１１）

　　当施加扭矩时，面齿轮和圆柱齿轮的中心会

发生相对移动。假设面齿轮固定，则可获得承载

面齿轮啮合副的啮合状态，如图５所示。此时，齿

轮的啮合角变为α

ｍ，βｍ 也相应改变，变化后的角

度为

图４　面齿轮副的初始啮合状态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ａｔｅｏｆ

ｆａｃｅｇｅａｒｐａｉｒｓ

图５　面齿轮副的承载啮合状态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ｌｏａ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ｏｆｆａｃｅｇｅａｒｐａｉ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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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ｍ ＝ｔａｎα


ｍ －α


ｍ （１２）

　　则中心偏移量引起的输入齿轮转角ｍｆ为

ｍｆ＝βｍ－β

ｍ （１３）

３２　圆柱齿轮副中心偏移量与偏转角间的关系

该构型的最后两级传动都是圆柱齿轮啮合传

动，具有结构的相似性，其中心偏移量与转角的计

算方法相同。两圆柱齿轮初始啮合状态如图６所

示。图中，压力角为αｐｓ的大、小齿轮分别为Ｚｓ和

Ｚｐ，其啮合角分别为αｓ和αｐ；啮合点处的压力角

与展角之和分别为βｓ和βｐ；与犡轴的初始夹角分

别为γｓ和γｐ；两齿轮中心连线为犢 轴，正方向由

齿轮Ｚｓ的中心犗ｓ指向齿轮Ｚｐ的中心犗ｐ。假设

为理想情况，即齿轮的分度圆与节圆重合，则由渐

开线的性质可得

γｓ＝
π
２
－（ｔａｎαｐｓ－αｐｓ）

γｐ＝
π
２
＋（ｔａｎαｐｓ－αｐｓ

烅

烄

烆
）

（１４）

图６　圆柱齿轮副的初始啮合状态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ａｔｅｏｆ

ｓｐｕｒｇｅａｒｐａｉｒｓ

　　假定齿轮Ｚｐ承受顺时针转矩，齿轮Ｚｓ固定

不动，则可获得承载齿轮副的啮合状态，如图７所

示。图中，变量带有上标号的表示变化后的值。

设齿轮Ｚｐ的中心相对于齿轮Ｚｓ中心在犡ｐｓ，犢ｐｓ

和犣ｐｓ方向的偏移量分别为狌ｐｓ、狏ｐｓ和狑ｐｓ，则得

α

ｐ ＝α


ｓ ＝ａｒｃｏｓ

狉ｂｐ＋狉ｂｓ

狌２ｐｓ＋（犾ｐｓ＋狏ｐｓ）
２
＋狑

２
ｐ槡（ ）
ｓ

（１５）

式中犾ｐｓ为初始中心距。其中狌ｐｓ、狏ｐｓ和狑ｐｓ可由式

（１６）获得，即

狌ｐｓ＝狓ｐ－狓ｓ＋（Δ犲ｐ－Δ犲ｓ）ｃｏｓαｐｓ

狏ｐｓ＝狔ｐ－狔ｓ＋（Δ犲ｐ－Δ犲ｓ）ｓｉｎαｐｓ

狑ｐｓ＝狕ｐ－狕

烅

烄

烆 ｓ

（１６）

式中狓ｐ和狓ｓ分别为齿轮Ｚｐ和齿轮Ｚｓ的中心偏

移量在犡ｐｓ坐标上的投影；狔ｐ和狔ｓ分别为齿轮Ｚｐ

和齿轮Ｚｓ的中心偏移量在犢ｐｓ坐标上的投影；狕ｐ

和狕ｓ分别为齿轮Ｚｐ和齿轮Ｚｓ的中心偏移量在

犣ｐｓ坐标上的投影；Δ犲ｐ和Δ犲ｓ分别为齿轮Ｚｐ和齿

轮Ｚｓ在啮合线方向上的综合误差。由图７易知，

γ

ｐ ＝γ


ｐ′，γ


ｐ 可表示为

γ

ｐ ＝

π
２
＋φｐｓ＋（β


ｐ －α


ｐ ） （１７）

式中φｐｓ＝ａｒｃｔａｎ
狌ｐｓ

犾ｐｓ＋狏ｐ（ ）
ｓ

。

根据渐开线齿轮的啮合原理，则线段犃犅、

犃犘和犅犘为

犅犘
＝狉ｂｓβ


ｓ

犃犅
＝ （狉ｂｓ＋狉ｂｐ）ｔａｎα


ｓ

犃犘
＝犃

犅
－犅

犘

烅

烄

烆 

（１８）

式中β

ｓ ＝α


ｓ －φｐｓ＋ｔａｎαｐｓ－αｐｓ。联立式（１８）可

得β

ｐ ＝
犃犘

狉ｂｐ
。则承载条件下齿轮Ｚｐ的中心偏

移引起的沿顺时针方向的转角φｐｓ为

φｐｓ＝γ

ｐ －γｐ （１９）

图７　圆柱齿轮副的承载啮合状态示意图

Ｆｉｇ．７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ｌｏａ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ａｔｅｏｆ

ｓｐｕｒｇｅａｒｐａｉ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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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均载特性分析

根据分流传动构型互换性配齿条件，以体积

最小为目标函数优化了构型的设计参数，获得的

基本参数如表１所示。针对该设计参数，开展轴

的扭转和支撑刚度对各分支均载特性影响研究。

表１　两次载荷分流传动构型的基本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犅犪狊犻犮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狋狑犻犮犲犾狅犪犱狊狆犾犻狋

狋狉犪狀狊犿犻狊狊犻狅狀犮狅狀犳犻犵狌狉犪狋犻狅狀

参数 数值

输入扭矩犜／（Ｎ·ｍ） ４５７

齿数比　　　　　 ２８／１４０，２０／５９，１５／１００

模数／ｍｍ

犿ｍｆ ３

犿ｐｓ ３

犿ｇｈ ４．５

压力角／（°）

αｉｎｍｆ ２０

α犻ｎｐ犼ｓ ２５

α犻ｎｇ犼ｈ ２５

螺旋角β／（°）　　　 ３３．４８４

安装角／（°）

θ犻ｐ １０８

θ犻ｊ １０８

θ犻ｇ ３６

θｇ ７０

齿宽／ｍｍ　　　　 ２８，３２，７２

４１　扭转和支撑刚度对均载特性的影响

由于构型的两子系统相同，因此以左分支为

例进行分析。轴的扭转刚度对传动构型的静力学

均载特性影响如图８所示。图８（ａ）表明：由于输

入轴扭转刚度产生的扭转位移对面齿轮啮合副的

影响相同，因此改变输入轴扭转刚度对均载特性

基本没有影响。传动构型的空间结构限制以及互

换性需求使得两分扭轴的扭转刚度大小不等。因

此，增大右分扭轴扭转刚度，面齿轮分扭传动的均

载特性变差；增大左分扭轴扭转刚度，面齿轮分扭

传动的均载系数变好，而第２级圆柱齿轮分扭传

动的均载特性基本无变化，如图８（ｂ）和图８（ｃ）所

示。双联轴扭转刚度的变化对整个传动构型的均

载特性都有影响。随着扭转刚度的增大，轴的柔

性下降，变形协调能力减弱，因此均载性能变差，

如图８（ｄ）所示。可见，双联轴的扭转刚度是一个

重要的设计参数。

图８　扭转刚度对均载特性的影响

Ｆｉｇ．８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ｏｒｓｉｏｎａｌ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ｏｎｌｏａ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图９（ａ）～图９（ｃ）所示为轴的支撑刚度对均

载特性的影响。图９（ａ）表明：增大左分扭轴支撑

刚度，面齿轮的均载特性变差，左分支圆柱齿轮分

扭传动的均载特性变好，而对右分支圆柱齿轮分

０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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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传动的均载特性基本没有影响。图９（ｂ）中，随

着右分扭轴的支撑刚度增加，面齿轮分扭和右分

支圆柱齿轮分扭传动的均载特性变好，对左分支

圆柱齿轮分扭传动的均载特性基本没有影响。图

９（ｃ）中，随着双联轴支撑刚度的增加，中心位移的

偏移量较小，因此各分支的均载特性都会改善。

因此，增加右分扭轴的支撑刚度或减小左分扭轴

的支撑刚度有助于改善面齿轮分扭传动的均载特

性；增加双联轴的支撑刚度有助于提高系统的均

载特性。

图９　支撑刚度对均载特性的影响

Ｆｉｇ．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ｏｎｌｏａ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４２　分扭轴的刚度对均载特性的影响

分扭轴扭转刚度同时变化对均载特性的影响

如图１０（ａ）～图１０（ｃ）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分

扭轴扭转刚度对面齿轮分扭传动的均载特性影响

较大；当两个分扭轴扭转刚度比值达到一定比例

时，面齿轮分扭传动可获得较好的均载特性，且上

述参数的改变对圆柱齿轮分扭传动的均载特性基

本没有影响。

图１０　分扭轴扭转刚度同时变化对均载系数的影响

Ｆｉｇ．１０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ｏｒｓｉｏｎａｌ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ｓｐｌｉｔｔｏｒｑｕｅｓｈａｆｔｏｎｔｈｅ

ｌｏａｄｓｈａｒ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图１１（ａ）～图１１（ｃ）所示为分扭轴支撑刚度

同时变化对均载特性的影响。从图中可以看出，

分扭轴支撑刚度对面齿轮分扭传动的均载特性影

响较大，且当右分扭传动轴的支承刚度比左分扭

轴的支撑刚度大时，面齿轮分扭传动的均载特性

比较好，这主要和啮合力的非对称性有关。同时，

１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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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分扭轴支撑刚度同时变化对均载系数的影响

Ｆｉｇ．１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ｓｐｌｉｔｔｏｒｑｕｅｓｈａｆｔｏｎｔｈｅ

ｌｏａｄｓｈａｒ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上述参数的改变对圆柱齿轮分扭传动的均载特性

影响较小。

４３　双联轴的刚度对均载特性的影响

传动构型两子系统中双联轴刚度同时变化对

均载特性的影响类似，因此以右分支为例进行分

析。右分支双联轴扭转刚度同时变化对均载特性

的影响如图１２所示。因为第２级传递扭矩较大，

双联轴扭转刚度减小，柔性增强，相对提高了其变

形协调能力，反过来有助于改善面齿轮分扭传动

的均载特性，如图１２（ａ）所示。分析结果表明，由

于力不对称使得左右分支齿轮副间的齿侧间隙发

生变化，因此当右分支双联轴２的扭转刚度大于

右分支双联轴１的扭转刚度时，可以起到一定的

补偿作用。尤其是满足一定比值时，圆柱齿轮分

扭传动可获得较好的均载特性，如图１２（ｂ）所示。

图１２（ｃ）的计算结果表明：右分支双联轴扭转刚

度对左分支分扭传动的均载特性影响较小。

图１２　右分支双联轴扭转刚度同时变化对均载系数

的影响

Ｆｉｇ．１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ｏｒｓｉｏｎａｌ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ｇｅａｒｓｈａｆｔｏｆ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ｂｒａｎｃｈ

ｏｎｔｈｅｌｏａｄｓｈａｒ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双联轴支撑刚度同时变化对均载特性的影响

如图１３所示。结果表明：增加双联轴支撑刚度有

助于改善面齿轮分扭传动的均载特性；当双联轴

２的支撑刚度大于双联轴１的支撑刚度，尤其是

支撑刚度满足一定比例关系时，右分支圆柱齿轮

２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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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扭传动的均载特性较好。但是，右分支双联轴

支撑刚度的改变对左分支圆柱齿轮分扭传动的均

载特性基本没有影响。

图１３　右分支双联轴支撑刚度同时变化对均载系数

的影响

Ｆｉｇ．１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ｇｅａｒｓｈａｆｔｏｆ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ｂｒａｎｃｈ

ｏｎｔｈｅｌｏａｄｓｈａｒ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５　结　论

１）输入轴扭转刚度的变化对均载特性几乎

没有影响。

２）分扭传动轴的刚度影响面齿轮分扭传动

的均载特征；两分扭轴扭转刚度取一定比值时，面

齿轮分扭传动的均载特性改善，但圆柱齿轮分扭

传动的均载特性几乎无变化；右分扭轴的支撑刚

度大于左分扭轴支撑刚度且满足一定比例时，面

齿轮可获得较好的均载特性。

３）减小双联轴扭转刚度可同时改善面齿轮

和圆柱齿轮分扭传动的均载特性；双联轴１和双

联轴２的扭转刚度满足一定比值时，圆柱齿轮分

扭传动可获得较好的均载特性。

４）增加双联轴的支撑刚度，可改善整个系统

的均载特性；双联轴２的支撑刚度大于双联轴１

的支撑刚度，尤其是满足一定比值时，圆柱齿轮分

扭传动可获得较好的均载特性。

参考文献：

［１］　ＷＨＩＴＥＧ．Ｎｅｗｆａｍｉｌｙｏｆｈｉｇｈｒａｔｉｏ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ｇｅａｒ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ｄｒｉｖｅｐａｔｈｓ［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１９７４，１８８（１）：２８１２８８．

［２］　ＷＨＩＴＥＧ．Ｄｅｓｉｇｎ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３７５ｋＷ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ｍｉｓ

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ｐｌｉｔｔｏｒｑｕｅｅｐｉｃｙｃｌｉｃａｎｄｂｅｖｅｌｄｒｉｖｅｓｔａｇｅｓ［Ｊ］．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Ｐａｒｔ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８３，

１９７（４）：２１３２２４．

［３］　ＷＨＩＴＥＧ．Ｄｅｓｉｇｎ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ｓｐｌｉｔｔｏｒｑｕｅ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ｔｒａｎ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Ｐａｒｔ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８，２１２

（２）：１１７１２３．

［４］　ＳＥＧＡＤＥＲＡ，ＪＯＳ?ＡＮＴＯＮＩＯ，Ｌ?ＰＥＺＬＭ，ｅｔａｌ．Ｓｐｌｉｔ

ｔｏｒｑｕｅｇｅａｒｂｏｘｅ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Ｍ］．［Ｓ．ｌ．］：ＩｎＴｅｃｈ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５］　ＭＡＪＩＤＲ，ＴＩＭＯＴＨＹＫ．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ａｓｐｌｉｔｔｏｒｑｕｅｈｅｌｉ

ｃｏｐ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ＮＡＳＡＴＭ１０５６８１，１９９２．

［６］　ＫＲＡＮＴＺＴ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ａｓｐｌｉｔｔｏｒｑｕｅ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ｔｒａｎ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ＮＡＳＡＴＭ１０６４１０，１９９４．

［７］　ＫＲＡＮＴＺＴＬ．Ａ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ｌｏａ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ｏｆｓｐｌｉｔｐａｔｈ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Ｒ］．ＮＡＳＡＴＭ１０７２０１，

１９９６．

［８］　ＫＲＡＮＴＺＴＬ，ＤＥＬＧＡＤＯＩ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ｐｌｉｔ

ｐａｔｈ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ｌｏａｄｓｈａｒｉｎｇ［Ｒ］．ＮＡＳＡＴＭ１０７２０２，１９９６．

［９］　ＣＯＣＫＩＮＧＨ．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ａ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ｅ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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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ＹＵＲＩＹＧ，ＳＨＵＬＩＮＨ，ＧＲＥＧＯＲＹＢ，ｅｔａｌ．Ｌｏａｄ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ｅｓｔｏｆｔｈｅＣＨ５３Ｋｓｐｌｉｔｔｏｒｑｕｅｍａｉｎｇｅａｒｂｏｘ［Ｒ］．Ｇｒａｐｅ

ｖｉｎｅ，Ｔｅｘａｓ，ＵＳ：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ＨＳ）

６５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Ｆｏｒｕｍ，２００９．

［２８］　ＹＵＲＩＹＧ，ＷＯＯＤＢ．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ｒｏｔａｒｙｗｉｎｇ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ｇｅａｒ

ｂｏｘ：ＵＳ７９１８１４６Ｂ２［Ｐ］．２０１１０４０５．

［２９］　ＹＵＲＩＹＧ，ＭＡＴＴＨＥＷ Ａ，ＰＥＴＥＲＰ，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ｍｏｄｅｒｎ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５３Ｋｄｒ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Ｒ］．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Ｂｅａｃｈ：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ＨＳ）６７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Ｆｏｒｕｍ，

２０１１．

（编辑：王碧臖）

４１１２



第３５卷 第１０期

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

航空动力学报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犲狉狅狊狆犪犮犲犘狅狑犲狉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１０


Ｏｃｔ．２０２０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０５５（２０２０）１０２１１５０８　　　　　　　　犱狅犻：１０．１３２２４／ｊ．ｃｎｋｉ．ｊａｓｐ．２０２０．１０．０１１

高犇犖值滚子轴承保持架断裂分析

刘　鲁１，霍　帅１，郑　凯１，王黎钦２

（１．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发动机研究所

航空发动机动力传输重点实验室，沈阳１１００１５；

２．哈尔滨工业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哈尔滨１５０００１）

摘　　　要：对高ＤＮ值（轴承内径与转速的乘积）滚子轴承保持架断裂的故障机理进行仿真，采用超高周疲

劳理论对仿真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以往基于高周疲劳概念的保持架设计方法不适用于高ＤＮ值轴承保

持架，超长寿命期内造成断裂所需的应力远低于材料的疲劳极限。造成高ＤＮ值滚子轴承保持架断裂的主要

应力来自高转速带来的离心应力，而兜孔圆角过小导致应力集中过大是造成轴承保持架断裂主要原因，因此

增大保持架兜孔圆角或清根能够降低局部应力集中，有利于防止保持架的断裂，提高轴承的可靠性。

关　键　词：保持架断裂；高ＤＮ值；滚子轴承；兜孔圆角；超高周疲劳

中图分类号：Ｖ２３３．４＋５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１０８

作者简介：刘鲁（１９７８－），男，高级工程师，硕士，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主轴承应用技术研究。

引用格式：刘鲁，霍帅，郑凯，等．高ＤＮ值滚子轴承保持架断裂分析［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２０，３５（１０）：２１１５２１２２．ＬＩＵＬｕ，ＨＵＯ

Ｓｈｕａｉ，ＺＨＥＮＧＫａｉ，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ｏｌｌｅｒ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ａｇｅｂｒｏｋｅｎｕｎｄｅｒｈｉｇｈＤＮｖａｌｕ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

２０２０，３５（１０）：２１１５２１２２．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狉狅犾犾犲狉犫犲犪狉犻狀犵犮犪犵犲犫狉狅犽犲狀狌狀犱犲狉犺犻犵犺犇犖狏犪犾狌犲

ＬＩＵＬｕ１，ＨＵＯＳｈｕａｉ１，ＺＨＥＮＧＫａｉ１，ＷＡＮＧＬｉｑｉｎ２

（１．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Ｐｏｗｅｒ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ｎ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１１００１５，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ｔｒｏｎｉｃ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Ｈａｒｂｉ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ａｒｂｉｎ１５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ｆａｉｌｕｒ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ｈｉｇｈＤＮｖａｌｕ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ｉｎｎｅｒ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ｍｕｌｔｉｐｌｙ

ｓｐｅｅ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ａｇｅ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ｏｌｌｅｒ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ａｇｅｂｒｏｋｅ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ｕｌｔｒａｈｉｇｈｃｙｃｌｅｆａｔｉｇｕｅ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ｏｆｃａｇ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ｉｇｈｃｙｃｌｅ

ｆａｔｉｇｕｅｄｉｄｎｔａｐｐｌｙｔｏｈｉｇｈＤＮｖａｌｕｅｃａｇｅ．Ｔｈｅｓｔｒｅｓｓｃａｕｓｉｎｇ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ｉｎｏｖｅｒｌｏｎｇｄｅ

ｓｉｇｎｌｉｆｅｗａｓｆａｒｂｅｌｏｗｆａｔｉｇｕｅｌｉｍｉｔｏｆ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ａｌｏｔｔｏｈｉｇｈＤＮｖａｌｕ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ａｇｅ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ｅａｓｏｎｃａｕｓｉｎｇ

ｃａｇｅ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ｗａｓ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ａｂｌｅｔｏｓｔｒｅｓ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ｐｏｃｋｅｔｆｉｌｌｅｔ．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ｐｏｃｋｅｔｆｉｌｌｅｔａｎｄｃｌｅａｎｕｐ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ｗｏｕｌｄｈｅｌｐａｖｏｉｄｃａｇｅ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ｂｅａｒｉｎｇ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ｃａｇｅｂｒｅａｋ；ｈｉｇｈＤＮｖａｌｕｅ；ｒｏｌｌｅｒｂｅａｒｉｎｇ；ｐｏｃｋｅｔｆｉｌｌｅｔ；

ｕｌｔｒａｈｉｇｈｃｙｃｌｅｆａｔｉｇｕｅ

　　航空发动机主轴轴承是支撑发动机转子系统

正常运转的关键零部件，轴间轴承主要承受发动

机高压转子的径向载荷，将径向载荷传递到发动

机的低压转子［１］。随着发动机技术的发展，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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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子主轴承的内径与转速的乘积（通常称为ＤＮ

值，单位ｍｍ·ｒ／ｍｉｎ）通常在２．０×１０６ 以上，因

此对于主轴承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的要求也越来越

苛刻［２］。保持架是轴承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轴

承技术的发展对保持架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由

于对保持架的研究重视程度不足，导致多个机型

的主轴承均发生过因为保持架疲劳断裂造成的轴

承失效［３］。在这些故障中尤以轴间滚子轴承保持

架更为多发，这是因为轴间滚子轴承的保持架工

况更加恶劣，甚至有的发动机上的轴间滚子轴承，

其ＤＮ值高达２．５×１０６
［４］。内外圈同向旋转轴承

的保持架离心载荷更大，高转速对轴承最直接的

影响是轴承零件的惯性效应［５］，这种惯性效应导

致高ＤＮ值滚子轴承的保持架受到的离心载荷超

于以往的应用经验认知。因此在进行轴承设计时

如果未充分考虑保持架的安全裕度，很可能会由

于保持架的损坏造成轴承迅速失效，甚至导致发

动机发生严重故障［６］。

在某型发动机进行试车时，发动机核心舱出

口下方先出现白烟。对发动机进行分解检查，

Ｎｏ．４支点轴间滚子轴承保持架断裂、２粒滚动体

脱落。经分析认为，保持架疲劳断裂是故障发生

的主要原因。

虽然疲劳断裂问题的研究已经历了１５０多

年，在这期间经过材料学家和力学家的不懈努力，

积累了大量的实验数据，建立了不少理论模型［７］，

但是这些研究工作大多集中在低周疲劳和高周疲

劳阶段，循环数不超过１０７。

在传统疲劳理论下，当材料的应力水平低于

一定的水平后材料将不再发生疲劳，即可认为材

料在该应力水平下具有无限疲劳寿命。但是，随

着技术和需求的发展，在许多工业领域如飞机、汽

车、铁路以及超声行业技术应用，尤其是航空工业

对于材料的使用要求，零件的疲劳寿命通常要求

循环数达到１０８～１０
１０。如此高的循环数已经远

远超出了传统疲劳理论的范围。随着超声疲劳试

验技术的发展，材料测试循环数已经达到１０１０，已

经有许多研究成果显示，材料循环数在１０７ 以上

超高周疲劳阶段仍然可能发生疲劳断裂，通常将

循环数在１０８～１０
１２范围内的疲劳称为超高周疲

劳［８１１］。超高周疲劳发生在传统疲劳极限以下，

其循环应力幅远低于材料的屈服强度，因此研究

超高周疲劳行为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疲劳的本质和

疲劳机理，尤其是对裂纹起源和萌生的认识。

在正常工作状态下，轴承的保持架近似于悬

浮状态，主要受力来自滚动体的高频次冲击，滚动

体每次进入和退出承载区时均与保持架发生碰

撞，目前仅能对碰撞力的均值进行计算分析，瞬态

值也处于研究阶段。某型航空发动机高ＤＮ值主

轴承的转速高达１５０００ｒ／ｍｉｎ，其寿命要求在

２５００ｈ以上，在寿命期内保持架的应力循环数超

过１０９，高周疲劳理论已经不能适应航空轴承故

障分析及设计计算，因此有必要引入超高周疲劳

的概念对航空轴承进行故障分析和设计计算。

专门针对轴承保持架断裂的研究属于专用技

术，而保持架的断裂失效是高速滚动轴承失效的

最常见的情况之一［１２］。对于固体材料破坏断裂

过程的研究，是固体力学研究中的难点和热

点［１３］，国内对于保持架的研究多限于理论分析。

滚子轴承保持架经常因为保持架结构设计不合

理，使其在离心力作用下产生应力集中，运转一定

时间后其侧壁倒圆处萌生裂纹，最终导致保持架

断裂［１４］。由于普遍认为保持架所受到的载荷很

小，而且在航空发动机保持架在加工过程中工艺

非常复杂，机械加工后还需要进行镀银，此外还需

要考虑滚子倒角的干涉问题，因此在保持架加工

过程中很少考虑兜孔的倒角过小可能产生问题，

加上对保持架断裂方面的工程研究很少，也不够

深入，因此对轴承保持架断裂的影响因素的认识

不深，导致滚子轴承保持架兜孔的倒角通常都很

小，甚至是尖角。然而在发动机研制过程中高

ＤＮ值轴承保持架断裂的故障一再出现，说明在

高ＤＮ值工况下保持架的动应力水平应当比较高

或者存在潜在的影响因素。

目前国际先进轴承公司对于轴承保持架使用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很多轴

承保持架上应力比较集中的位置设置了应力缓冲

结构，避免轴承保持架出现断裂。轴承保持架在

较低的应力水平下产生断裂的原因则很少有公开

的研究资料。

本文以发生故障的某型发动机Ｎｏ．４支点轴

间滚子轴承为研究对象，通过计算、仿真分析等手

段进行分析和研究影响轴承保持架的因素，将其

结果用于指导工程上的实际应用。

１　失效分析

１１　宏观检查

某型发动机Ｎｏ．４支点轴间滚子轴承为轴间

滚子轴承，其内外圈同向旋转，保持架的三维模型

见图１。

６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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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分析，对轴承的兜孔进行了编号。

将靠近发动机前端的侧梁称为前侧梁，另一侧梁

称为后侧梁。前侧梁与滚动体之间无明显磨损痕

迹，后侧梁与滚动体磨损严重，轴承的保持架故障

形貌如图２所示。

图１　保持架模型

Ｆｉｇ．１　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ｃａｇｅ

图２　保持架故障形貌

Ｆｉｇ．２　Ｆａｕｌｔ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ｃａｇｅ

故障轴承保持架前侧梁为疲劳断裂，疲劳起

源于保持架前侧梁与横梁转接处靠近内弧侧，疲

劳断裂与冶金缺陷无直接关系；后侧梁为瞬时断

裂，断口形貌见图３。

图３　保持架断口宏观形貌

Ｆｉｇ．３　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ｏｎｔｈｅｃａｇｅ

通过宏观和微观的检查认为：故障轴承保持

架前侧梁先产生疲劳断裂，然后与内圈引导面磨

损；保持架前侧梁为疲劳断裂，后侧梁为瞬时断

裂。保持架断口附近表面形貌见图４。前、后侧

梁断口附近均有与内圈引导面磨损特征。

图４　保持架断口附近表面形貌

Ｆｉｇ．４　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ｏｎｔｈｅｃａｇｅ

前侧梁断口两侧磨损痕迹存在明显差异，说

明保持架前侧梁先产生疲劳断裂，然后与内圈引

导面磨损，见图５。

图５　保持架形貌

Ｆｉｇ．５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ｃａｇｅ

保持架２７＃～３０＃横梁与１＃～３＃横梁磨

损特征存在差异，２７＃～３０＃横梁是滚动体推动

保持架产生磨损，１＃～３＃横梁是保持架推动滚

动体产生磨损。保持架后侧梁先与内圈引导面发

生磨损，然后２７＃～３＃滚动体对保持架后侧梁

产生挤压、磨损。磨损对比情况见图６。

图６　磨损差异对比

Ｆｉｇ．６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ｏｆｗｅａ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１２　断口分析

在扫描电镜中观察，断口疲劳源区放大形貌

见图７，可见收敛于前侧梁与横梁转接处靠近内

弧侧的放射棱线，未见明显的冶金缺陷。

保持架断口扩展区形貌如图８所示，可见细

７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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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保持架断口源区放大形貌

Ｆｉｇ．７　Ｍａｇｎｉｆｉｅｄ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ｏｎｔｈｅｃａｇｅ

图８　保持架断口扩展区疲劳条带

Ｆｉｇ．８　Ｆａｔｉｇｕｅｂｅｌｔｏｆ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ｇｒｏｗｔｈｒｅｇｉｏｎ

ｏｎｔｈｅｃａｇｅ

密的疲劳辉纹特征，进一步表明该断口为高周疲

劳断口。

其余剖开的裂纹如图９所示，小裂纹断口扩

展后期可见细密的疲劳条带形貌，说明造成疲劳

断裂的应力较低，扩展时间较长。

图９　小裂纹断口源区微观形貌

Ｆｉｇ．９　Ｍｉｃｒｏｃｏｓｍｉｃ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ｏｎ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ｃｒａｃｋｌｅ

１３　磁粉检查

分别对故障轴承外圈、内圈、保持架和滚动体

进行磁粉探伤检查，保持架１６＃兜孔有２条典型

的小裂纹已经延伸到侧梁内弧侧表面，见图１０。

故障轴承外圈、内圈和滚动体均未见裂纹显示。

图１０　保持架磁粉荧光形貌

Ｆｉｇ．１０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ｃａｇｅ

断口分析表明，故障保持架１６＃兜孔前侧梁

与横梁转接处的小裂纹为疲劳裂纹，疲劳起源于

保持架前侧梁与横梁转接处，呈线性特征。

对表１中的轴承保持架进行无损探伤，序号

为２、３、５的轴承保持架横梁和侧梁转接处存在大

量裂纹缺陷显示；序号为１、４、７的轴承保持架横

梁和侧梁转接处未发现裂纹缺陷显示；序号为６

的新品轴承保持架的横梁和侧梁转接处未发现裂

纹缺陷显示。检查结果具体情况见表１。

表１　轴承检查情况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犅犲犪狉犻狀犵犮犺犲犮犽犾犻狊狋

轴承序号 工作时间／ｈ 检查情况

１ １１ 无裂纹

２ ３２２ 多处疲劳裂纹

３ ５５０ 多处疲劳裂纹

４ ５０ 无裂纹

５ ４５０ ３０处裂纹

６ ０ 无裂纹

７ ７０２ 无裂纹

　　综上所述，故障轴承保持架断裂为疲劳断裂，

疲劳起源于保持架前侧梁与横梁转接处，故障轴

承保持架裂纹是在工作时间远低于设计寿命的情

况下产生，且具有普遍性。

２　基于超高周疲劳理论的保持架

动应力仿真分析

　　根据断口分析结论，对故障轴承的保持架进

行兜孔圆角检查，兜孔测量圆角示意图见图１１，

检测结果如表２。测量结果表明兜孔的圆角非常

小，几乎形成尖角。

兜孔圆角过小将导致圆角处应力过大，为分

析保持架断裂的原因，需要对发生断裂的保持架

动应力进行仿真分析，研究保持架在工作状态下

８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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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应力情况。

图１１　兜孔测量圆角示意图

Ｆｉｇ．１１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ｐｏｃｋｅ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ｆｉｌｌｅｔ

表２　兜孔圆角测量值（犚≤０３犿犿）

犜犪犫犾犲２　犕犲犪狊狌狉犲犱狏犪犾狌犲狅犳狆狅犮犽犲狋犳犻犾犾犲狋（犚≤０３犿犿）

兜孔

编号

半径／ｍｍ

圆角１ 圆角２ 圆角３ 圆角４

１＃ ０．１２ ０．１０ ０．１３ ０．０６

２＃ ０．１１ ０．１５ ０．０５ ０．１２

２１　滚动体对保持架作用力的仿真

高速滚动轴承的动力学仿真软件复杂耗时太

长［１５］，为了更加便于计算分析需要对仿真进行简

化处理，以故障轴承保持架为研究对象，选取保持

架的一个兜孔进行建模，分别将保持架两端固定。

滚子与兜孔间的作用力是由滚子与保持架兜孔接

触变形引起的作用力［１６］，将滚动体对保持架的作

用等效为一个作用力，施加在保持架横梁中部。

施加作用力的位置示意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２　作用力位置

Ｆｉｇ．１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ｃｅ

使用Ｃｏｂｒａ软件对轴承保持架及滚动体的相

互作用力进行计算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该轴承在

正常工作状态下轴承滚子对保持架的作用力为

８～１０Ｎ。

根据河南科技大学黄运生等的研究［１７］，保持

架受到的瞬态作用力为平均作用力的１０倍，因此

将作用力设置为１００Ｎ，得到保持架兜孔圆角半

径犚＝０．１ｍｍ时的保持架圆角应力犛的情况见

图１３，最大应力为７７ＭＰａ。

图１３　兜孔圆角犚＝０．１ｍｍ，１００Ｎ作用力情况下应力值

Ｆｉｇ．１３　Ｖａｌｕｅｏｆｓｔｒｅｓｓｗｈｅｎｐｏｃｋｅｔｆｉｌｌｅｔ犚＝０．１ｍｍ，

ｔｈｅｆｏｒｃｅｉｓ１００Ｎ

再将作用力设置为１００Ｎ，得到异常情况下

保持架兜孔圆角处犚＝０．０５ｍｍ时的保持架圆角

应力的情况见图１４，最大应力为９９．３ＭＰａ。

图１４　兜孔圆角犚＝０．０５ｍｍ，１００Ｎ作用力情况下应力值

Ｆｉｇ．１４　Ｖａｌｕｅｏｆｓｔｒｅｓｓｗｈｅｎｐｏｃｋｅｔｆｉｌｌｅｔ犚＝０．０５ｍｍ，

ｔｈｅｆｏｒｃｅｉｓ１００Ｎ

２２　离心力作用下圆角应力

当保持架绕中心轴旋转的速度为１００００

ｒ／ｍｉｎ时，得到兜孔圆角犚＝０．１ｍｍ的分布图见

图１５，最大应力为１３９．５ＭＰａ。

图１５　兜孔圆角为犚＝０．１ｍｍ的应力分布

Ｆｉｇ．１５　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ｃｋｅｔｆｉｌｌｅｔ犚＝０．１ｍｍ

当保持架绕中心轴旋转的速度为１００００

ｒ／ｍｉｎ，得到异常情况下兜孔圆角犚＝０．０５ｍｍ的

９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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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图见图１６，最大应力为１７２．２ＭＰａ。

图１６　兜孔圆角为犚＝０．０５ｍｍ的应力分布图

Ｆｉｇ．１６　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ｃｋｅｔｆｉｌｌｅｔ犚＝０．０５ｍｍ

２３　基于传统疲劳理论的故障分析

该轴承位于发动机后腔，工作温度接近

２００℃，在该温度条件下４０ＣｒＮｉＭｏＡ钢的弯曲疲

劳极限为４５１ＭＰａ。

当保持架转速为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兜孔圆角半径

为犚＝０．０５ｍｍ时，在保持架受到的碰撞力为１００

Ｎ的情况下，保持架圆角处的应力可达到２７１．５

ＭＰａ，该应力远小于４０ＣｒＮｉＭｏＡ钢的弯曲疲劳

极限４５１ＭＰａ，仿真分析结果显示保持架主要应

力源于保持架高转速导致的离心负荷，根据当前

的常规设计理论，保持架圆角处的应力小于

４０ＣｒＮｉＭｏＡ的弯曲疲劳极限，因此长时间工作也

不会导致保持架出现疲劳断裂。

２４　基于超高周疲劳理论的故障分析

文中第３节的分析结果与轴承保持架多次发

生疲劳断裂的事实产生了相当大的矛盾。

经过对４０ＣｒＮｉＭｏＡ的研究和分析，发现工

程应用中使用的高周疲劳极限研究的范围是循环

数为１０７，而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转速高，在寿命

期内保持架的应力循环数将达到１０９，已经远远

超出了常规的材料测试的范围，因此传统的高周

疲劳理论已经不能适应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故障分

析及设计计算，需要引入超高周疲劳的概念对保

持架断裂故障进行故障分析和设计计算。

通过查阅大量的故障分析及研究的论文和研

究报告，超高周疲劳分析主要在材料研究阶段，在

构件方面的应用主要集中在离心机叶轮和发动机

叶片方面［１８１９］。

由于材料的超高周疲劳同结构件的超高周疲

劳有很大的相似性，而目前缺少对结构件的超高

周疲劳极限研究，在本次分析过程中暂时用材料

的超高周疲劳极限来进行分析和说明。

根据南京理工大学邵红红研究，４０ＣｒＮｉＭｏＡ

钢在循环数超过１０７ 后仍然发生疲劳断裂，不存

在传统意义上的疲劳极限［２０］。图１７可以看出，

４０ＣｒＮｉＭｏＡ钢在循环数为１０９ 范围内测到的应

力寿命曲线（以下均用犛犖 曲线表示）与经典的

高周疲劳特征曲线存在很大的不同，经过计算其

疲劳极限为２００ＭＰａ。

图１７　超高周疲劳试验条件下的４０ＣｒＮｉＭｏＡ钢的

犛犖 曲线

Ｆｉｇ．１７　犛犖ｃｕｒｖｅｏｆ４０ＣｒＮｉＭｏＡｓｔｅｅｌｕｎｄｅｒ

ｕｌｔｒａｈｉｇｈｃｙｃｌｅｆａｔｉｇｕｅｔｅｓ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按照超高周疲劳试验理论对保持架断裂问题

进行分析，４０ＣｒＮｉＭｏＡ钢在循环数为１０９ 范围

内的超高周疲劳极限为２００ＭＰａ。根据文中第

２．３节中的计算分析可知，当保持架转速为１００００

ｒ／ｍｉｎ，兜孔圆角半径为犚＝０．０５ｍｍ时，在保持

架受到的碰撞力为１００Ｎ的情况下，保持架圆角

处的应力可达到２７１．５ＭＰａ，该应力大大超过了

４０ＣｒＮｉＭｏＡ钢的超高周疲劳极限２００ＭＰａ，长时

间工作将导致保持架必然出现疲劳断裂。

而保持架转速为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兜孔圆角半径

为犚＝０．３ｍｍ时，在保持架受到的碰撞力为１００

Ｎ的情况下，保持架圆角处的应力为１５９ＭＰａ，该

应力仍然小于４０ＣｒＮｉＭｏＡ钢的超高周疲劳极限

为２００ＭＰａ，即使长时间工作也不会导致保持架

出现疲劳断裂。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轴承故障的发生是由于

保持架兜孔圆角过小，造成兜孔圆角处应力集中

过大，超出４０ＣｒＮｉＭｏＡ钢的超高周疲劳极限，长

时间工作后产生裂纹最终断裂。若将该故障轴承

保持架兜孔圆角控制在犚＝０．３ｍｍ以上能够有

效的提高轴承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

３　轴承的改进及验证情况

根据分析结果制定了轴承保持架的改进方

０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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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严格控制保持架兜孔的圆角，将保持架兜孔的

圆角犚从原来的不大于０．３ｍｍ更改为圆角犚＝

０．３～０．５ｍｍ。

完成改进后的轴承完成了多套３０００ｈ试验

器试验验证和发动机１０００ｈ试验验证，完成试验

后该轴承的保持架完好，无裂纹等失效情况。

４　结　论

１）以往基于高周疲劳概念的保持架设计方

法不适用于高ＤＮ值轴承保持架，在长寿命期内

（１０９ 循环）造成断裂所需的应力远低于弯曲疲劳

极限，在设计过程中需要采取降低保持架应力的

措施；

２）滚子轴承ＤＮ值高于１０６ ｍｍ·ｒ／ｍｉｎ的

情况下保持架断裂的主要应力来自高转速带来的

离心应力，在超高循环数（１０９）工况下，保持架受

到滚子冲击力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３）兜孔圆角过小导致应力集中过大是造成

此次保持架断裂的主要原因，在超高循环数（１０９）

的高ＤＮ值滚子轴承设计过程中应当采取增大保

持架兜孔圆角或清根的措施降低局部应力集中，

提高保持架抗断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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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顶箔的箔片动压轴承性能的数值研究

王　锐１，侯安平１，李　忠１，李路力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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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佛山特博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部，广东 佛山５２８３０５）

摘　　　要：提出了一种具有厚顶箔特征的箔片动压轴承（ＴＴＦＧＪＦＢ），并对其进行了建模及分析。针对这

种型轴承，采用ＮｅｗｔｏｎＲａｐｈｓｏｎ迭代法求解静态气膜雷诺润滑方程和箔片受力方程；采用折合系数法和小

扰动法，推导了厚顶箔轴承的动态刚度系数与动态阻尼系数。以此为基础，对厚顶箔轴承和传统箔片轴承进

行了对比，并对初始轴承间隙、波箔宽度、顶箔质量对厚顶箔轴承动静态特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厚顶箔轴承比传统箔片轴承拥有较大的承载力及偏位角，承载力增幅至少为２３％；厚顶箔轴承的动态特性与

传统箔片轴承有较大差异；厚顶箔轴承的初始间隙会影响偏位角和承载力，小初始间隙在所有偏心率范围内

可以提高承载力和减小偏位角；波箔宽度对轴承静态特性的影响较小，但对动态特性的影响较大，在中低激振

比范围内，动态系数基本随着箔片宽度的变窄而变小；厚顶箔的质量会在高激振比下对轴承的动态特性产生

影响，使得动态刚度系数上升，动态阻尼系数下降。

关　键　词：箔片动压轴承；厚顶箔；性能预测；动态刚度特性；动态阻尼特性

中图分类号：Ｖ２２９；ＴＨ１３３．３５　　　　　文献标志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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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锐（１９８９－），男，博士生，主要从事箔片轴承研究以及高速旋转机械设计。

引用格式：王锐，侯安平，李忠，等．厚顶箔的箔片动压轴承性能的数值研究［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２０，３５（１０）：２１２３２１３５．ＷＡＮＧ

Ｒｕｉ，ＨＯＵＡｎｐｉｎｇ，ＬＩＺ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ａ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ｉｌｂｅａｒ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ｉｃｋｔｏｐｆｏｉｌ［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０，３５（１０）：２１２３２１３５．

犖狌犿犲狉犻犮犪犾犻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犻狅狀狅犳犵犪狊犼狅狌狉狀犪犾犳狅犻犾犫犲犪狉犻狀犵

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狑犻狋犺狋犺犻犮犽狋狅狆犳狅犻犾

ＷＡＮＧＲｕｉ１，ＨＯＵＡｎｐｉｎｇ１，ＬＩＺｈｏｎｇ１，ＬＩＬｕｌｉ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９１，Ｃｈｉｎａ；

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ｓｈａｎＴｅｂ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ｉｍｉｔｅｄ，Ｆｏｓｈａ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５２８３０５，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ｔｙｐｅｏｆｇａ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ｉｌｂｅａｒ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ｉｃｋｔｏｐｆｏｉｌ（ＴＴＦＧＪＦＢ）ｗａｓｐｒｅｓｅｎ

ｔｅｄ，ａｎｄｉｔｓ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ｅｒｅ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ＴｈｅＮｅｗｔｏｎＲａｐｈｓｏｎ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

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ｒｃｅ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ｔｈｉｓｎｏ

ｖｅｌ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ａｎｄｄａｍｐ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ｉｓｂｅａｒ

ｉｎｇｗｅｒ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ａｎｄｓｏｌｖ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ｒｅｄｕｃｅｄ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ｓｍａｌｌ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ｏｓ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ＴＦＧＪＦＢ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ｉｌ

ｂｅａｒｉｎｇｗａ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ｂｅａｒｉｎｇｉｎｉｔｉａｌ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ｂｕｍｐｆｏｉｌｗｉｄｔｈａｎｄｔｏｐ

ｆｏｉｌｍａｓｓｏｎｔｈ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ｎｏｖｅｌｆｏｉｌｂｅａｒｉｎｇ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

ＴＴＦＧＪＦＢｈａｄｈｉｇｈｅｒｂｅａｒｉｎｇｌｏａｄ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ｔｈａ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ｉ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ｗａｓａｔｌｅａｓｔ２３％．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ＴＦＧＪＦＢｄｉｆｆｅｒ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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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ｏｍ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ｉｌｂｅ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ＴＴＦＧＪＦＢ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ｇｌｅａｎ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ｌｏａｄ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Ｔｈｅｗｉｄｔｈｏｆｔｈｅｂｕｍｐｆｏｉｌｈａｄｇｒｅａ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ｍｅｄｉｕｍａｎｄｌｏｗ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ｏ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ｔ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ｗｉｄｔｈｏｆｔｈｅｂｕｍｐｆｏｉｌ．ＴｈｅｍａｓｓｏｆｔｏｐｆｏｉｌｏｆＴＴＦ

ＧＪＦＢ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ｔｈｉｇｈ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ｉｆｆ

ｎｅｓｓ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ｄａｍｐ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ｇａ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ｉｌｂｅａｒｉｎｇ；ｔｈｉｃｋｔｏｐｆｏｉ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ｅｒｄｉ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ｄｙｎａｍｉｃｄａｍｐ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箔片动压轴承是流体润滑轴承的一个子集，

它利用轴承周围的气体在转子和柔性箔片结构之

间形成一个楔形的流体动压气膜。这种轴承具有

结构简单、良好的高低温承受能力和较高的环境

适应能力等优势［１］，广泛应用于高速涡轮机械、精

密工程、空间技术、航空航天、电子精密仪器

等［２３］。自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箔片动压轴承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结构，比较典型的有张紧式［４］，

多叶式［５］，波箔式以及悬臂式［６７］等，但是由于波

箔式轴承具有结构形式简单，运行稳定性较好等

特点，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使用。

传统的波箔式箔片动压轴承的结构如图１所

示，顶箔和波箔一般都是由０．１～０．２ｍｍ厚的金

属箔片制成。自从被发明以来，众多学者对波箔

弹性结构进行了建模，并对其静动态特性展开了

研究。

图１　波箔箔片动压轴承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ｂｕｍｐｆｏｉｌｔｙｐｅｇａ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ｉ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Ｗａｌｏｗｉｔ等
［８］在忽略顶箔与波箔之间的摩擦

以及相邻两个波纹箔片间相互作用的假设基础

上，根据波箔和轴承壳体之间不同摩擦因数和各

种波纹拱形角度推导载荷挠度的关系式，最早给

出了单个波纹箔片刚度计算方式。Ｈｅｓｈｍａｔ

等［９］在 Ｗａｌｏｗｉｔ等的波箔刚度计算公式基础上，

通过忽略两个相邻波纹箔片之间顶箔的“凹陷”效

应和顶箔弯曲刚度建立了箔片结构等效弹性基础

模型。随后，Ｉｏｒｄａｎｏｆｆ
［１０］通过引入箔片和平板间

的库伦摩擦力建立了一端固定一端自由以及两端

都自由的波箔刚度计算公式。Ｌｅｚ等
［１１］研究指出

了由于两两波拱之间连续性和相互作用，使得波

箔的总体刚度增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多

自由度模型。以上几种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较好的

反映了波箔箔片动压轴承的刚度特性。

在轴承的动态特性求解方面，Ｌｕｎｄ等
［１２］提

出了独立于转子运转参数之外的动压轴承动态特

性参数———４个刚度系数和４个阻尼系数，并指

出动压轴承对轴承转子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关键

取决于其动态特性。Ｈｅｓｈｍａｔ等
［９］在求解轴承

静态特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扰动法求解轴承

的动态特性参数，并对轴承的动态特性进行了分

析。Ｐｅｎｇ和Ｃａｒｐｉｎｏ
［１３］建立波箔变形的线性弹

性模型，耦合弹性箔片变形方程和可压缩气体润

滑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方程，用小扰动法得到轴承动态压力

和膜厚公式，最后采用有限差分法耦合迭代求出

轴承的动态特性系数。

由于传统的波箔箔片动压轴承采用的是非常

薄的顶箔结构特征，在气膜压力的作用下，会在波

箔之间产生局部凹陷。此时，高压气体便会通过

这个凹陷流入外界环境中，造成轴承性能的下降。

针对平箔凹陷的情况，龚焕孙等［１４］指出由于顶箔

变形产生的沟槽对轴承运行一般是不利的。戚社

苗等［１５］给出了弹性箔片空气动压止推轴承的完

全气弹耦合解，结果表明顶层箔片在气膜压力作

用下的局部弹性变形直接导致弹性箔片动压气体

推力轴承承载能力的降低。Ｌｅｅ等
［１６］建立了考

虑顶箔弯曲变形的径向气体动压轴承模型，获得

了更为精确的箔片轴承静、动态特性，结果表明平

箔变形使气流由层流变为湍流，因此顶箔变形必

４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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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加 以 考 虑。Ｌｅｅ 等
［１７］对 顶 箔 厚 度 范 围 为

０．０５～０．３ｍｍ的三维径向气体动压轴承结构进

行了分析，发现顶箔厚度过薄会导致轴承承载力

的急剧下降。

为了解决顶箔凹陷对轴承性能的影响，提高

轴承的承载能力，本文综合刚性表面动压轴承及

传统波箔式箔片动压轴承的优势，提出了一种具

有厚顶箔的箔片动压轴承（ＴＴＦＧＪＦＢ，文中简称

厚顶箔轴承）。此种轴承由于厚顶箔的变形量非

常小，可避免高压气体在轴承端部的泄露，从而提

高承载力；又因轴承包含箔片之间的摩擦阻尼，保

持了箔片动压轴承较好的稳定性；进而全面提高

了箔片动压轴承的性能及适用性。

１　理论分析

１１　厚顶箔箔片动压轴承的结构特点

本文提出的厚顶箔轴承的结构和实物如图

２所示，主要部分包括：用于包容轴径的厚顶箔，

提供弹性支承的波箔以及轴承壳体３部分。厚

顶箔通过卡槽及端环限位，限制顶箔在轴向与

周向的位移，并允许在径向方向根据气膜压力

和波箔支反力进行运动。传统的顶箔厚度通常

在０．１～０．２ｍｍ，本文采用的厚顶箔的厚度在

１．５～２ｍｍ。

图２　厚顶箔的箔片动压轴承结构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ＴＦＧＪＦＢ

由于厚顶箔轴承的结构特性，传统的箔片轴

承模型不再适用。针对本文提出的厚顶箔轴承模

型的结构特征，在理论建模和分析时，作出以下３

个简化假设：

１）厚顶箔按刚体处理，并且整体移动。

２）厚顶箔只考虑在气膜力作用下的平动而

无转动。

３）受气膜力与波箔支承共同作用时，只有气

膜力合力方向两侧各９０°范围内的波箔发挥作用。

１２　气体雷诺方程和气膜厚度方程

１．２．１　静态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方程

图３展示了厚顶箔轴承的坐标系。厚顶箔轴

承的稳态压力和气膜厚度分布满足无量纲形式的

稳态可压缩流体雷诺润滑方程［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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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犣 ＝Λ
（狆ｄ犎）

θ

（１）

式中各无量纲参数分别为：无量纲周向角度θ，无

量纲轴向坐标犣＝狕／犚，无量纲气膜压力狆ｄ＝狆／

狆ａ，无量纲气膜厚度犎＝犺／犆０，轴承数Λ＝
６μω

狆ａ
·

犚
犆（ ）
０

２

。无量纲参数中，犚为轴承半径，犆０ 为初始

轴承间隙，ω为轴径角速度，μ为气体动力黏度。

在图３中犉ｅ、犉θ 分别为轴承偏位角方向和垂

直于偏位角方向的无量纲承载力，犉为无量纲总承

载力，φ为轴承偏位角。θｐ为厚顶箔受力角度。

图３　厚顶箔轴承的坐标系

Ｆｉｇ．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ＴＦＧＪＦＢ

１．２．２　气膜厚度方程

对厚顶箔轴承而言，其偏心率不仅仅与轴径

的绝对偏移位置有关，还与顶箔的运动有关。如

图３所示，当假定轴径有一个绝对偏心率向量ε０，

则相应的气膜压力也将发生变化；在此压力场及

波箔支反力的共同作用下，厚顶箔也将产生一个

与初始轴承中心犗相对应的偏心率向量εｔ；那么

最终决定厚顶箔轴承气膜厚度的实际偏心率向量

为由两者向量相减得到的相对偏心率向量ε。因

此，厚顶箔气体动压轴承周向任意位置的无量纲

气膜间隙厚度犎 为

５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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犎 ＝１＋εｃｏｓ（θ－ψ）

其中ε为相对偏心率向量ε的模，ψ为相对偏心率

向量的角度。

通过绝对偏心率和厚顶箔偏心率来表示气膜

厚度，则气膜厚度公式为

犎 ＝１＋ε０狓ｃｏｓθ＋ε０狔ｓｉｎθ－εｔ狓ｃｏｓθ－εｔ狔ｓｉｎθ

（２）

１３　动态特性求解方程

对于厚顶箔轴承的运动特征，其不仅有轴颈

运动的自由度，还具有顶箔运动的自由度，因此厚

顶箔轴承的动态性能计算必须同时考虑轴颈扰动

和顶箔扰动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折

合系数法［１９］将顶箔的扰动自由度折合到轴颈扰

动自由度中。因此，在求解厚顶箔轴承动态特性

时，可以先求解轴颈及厚顶箔单独扰动时的动态

系数，进而通过合成公式求解轴颈与顶箔共同扰

动时的总体动态系数。

１．３．１　顶箔与轴颈同频率扰动时的动态系数

假设给轴径施加一个微小的扰动，扰动幅值

为（犡０，犢０），类似地，给厚顶箔一个微小扰动，扰

动幅值为（犝０，犞０），则轴心和厚顶箔的扰动可以

表达为

狓＝犡０ｅ
ｉυ狋，　狔＝犢０ｅ

ｉυ狋，

狌＝犝０ｅ
ｉυ狋，　狏＝犞０ｅ

ｉυ狋

其中υ为激振频率，当激振频率υ等于转速ω时，

求解得到的轴承动态系数为同步动态系数。

由于轴心和厚顶箔的扰动导致的动态气膜力

可表示为

ｄ犉狓

ｄ犉
［ ］

狔

＝
犣狓狓 犣狓狔 犣狓狌 犣狓狏

犣狔狓 犣狔狔 犣狔狌 犣狔
［ ］

狏

狓

狔

狌

熿

燀

燄

燅狏

（３）

其中犣αβ＝犓αβ＋ｉυ犆αβ，（α，β＝狓，狔，狌，狏）表示厚顶

箔轴承的气膜阻抗，其中犣狓狓、犣狓狔、犣狔狓、犣狔狔为仅轴

径扰动时的气膜阻抗系数，犣狌狓、犣狌狔、犣狏狓、犣狏狔为仅

厚顶箔扰动时的气膜阻抗系数。

由于轴承中厚顶箔只有一个，受力方向与轴径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并且结构限制其不能转动。因

此，根据受力平衡方程，不考虑厚顶箔的转动，忽略

交叉项，厚顶箔轴承的顶箔运动平衡方程可写为

犿 ０

０
［ ］

犿

狔̈［̈ ］
狏
＝
－ｄ犉狓

－ｄ犉
［ ］

狔

＋

犮狓 ０

０ 犮
［ ］

狔

狌

［］狏 ＋
犽狓 ０

０ 犽
［ ］

狔

狌［］
狏

（４）

　　对于合成刚度犽狓、犽狔，其由厚顶箔的偏心位

置决定。当厚顶箔偏心时，会产生一个指向厚顶

箔圆心方向的径向刚度犽狉，及一个垂直于此方向

的切向刚度犽θ。根据文献［２０］，切向刚度犽θ 的值

为径向刚度犽狉 的０．５倍。径向刚度犽狉 的计算公

式为

犽狉 ＝
狀

犼＝１

犽犼ｃｏｓ
２（φ犼－θｐ）

式中犽犼 表示受力波箔中第犼个波箔所提供的刚

度，φ犼表示受力波箔中第犼 个波箔所对应的角

度。在本文中，刚度模型采用Ｉｏｒｄａｎｏｆｆ提出的刚

度模型［１０］。因此，最终合成刚度犽狓、犽狔 的计算公

式为

犽狓 ＝
狀

犼＝１

（犽狉 ｃｏｓθｐ ＋犽θ ｓｉｎθｐ ）

犽狔 ＝
狀

犼＝１

（犽狉 ｓｉｎθｐ ＋犽θ ｃｏｓθｐ

烅

烄

烆
）

式中犽犼 表示受力波箔中第犼个波箔所提供的刚

度，φ犼 表示受力波箔中第犼 个波箔所对应的

角度。

犮狓、犮狔 为受力波箔在犡、犢 方向上的合成阻

尼，其由结构损耗因子η、相应刚度系数犽等参数

决定，犮＝η犽／ω，根据文献［２１］，取η＝０．２５。

把小扰动量狌、狏对时间进行求导，则有

狌＝ｉυ狌

狏＝ｉυ｛ 狏
，　　

狌̈＝－υ
２狌

狏̈＝－υ
２烅

烄

烆 狏
（５）

　　将式（３）、式（５）带入式（４），则有

－犿狏
２狌－ｉ犮狓υ狌－犽狓狌＝－犣狓狓狓－

　犣狓狔狔－犣狓犿狌－犣狓狀υ

－犿υ
２狏－ｉ犮狔υ狏－犽狔狏＝－犣狔狓狓－

　犣狔狔狔－犣狔犿狌－犣狔狀

烅

烄

烆 狏

　　通过移项和合并同类项，可得

（－犽狓－犿υ
２
－ｉυ犮狓＋犣狓狌）狌＋犣狓狏狏＝

　－犣狓狏狏＝－犣狓狓－犣狓狔狔

（－犽狔－犿υ
２
－ｉυ犮狔＋犣狔狏）狏＋犣狔狌狌＝

　－犣狔狓狓－犣狔狔

烅

烄

烆 狔

（６）

　　求解方程组（式（６）），便可得到扰动量狌、狏与

狓、狔之间的关系

狌＝
犅犣狓狓 －犣狔狓犣狓狏
犣狔狌犣狓狏－犃犅

狓＋
犅犣狓狔 －犣狔狔犣狓狏
犣狔狌犣狓狏－犃犅

狔

狏＝
犃犣狔狓 －犣狓狓犣狔狌
犣狔狌犣狓狏－犃犅

狓＋
犃犣狔狔 －犣狓狔犣狔狌
犣狔狌犣狓狏－犃犅

烅

烄

烆
狔

（７）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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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犣狓狌－犽狓－犿υ
２
－ｉυ犮狓

犅＝犣狔狏－犽狔－犿υ
２
－ｉυ犮

烅
烄

烆 狔

　　把式（７）带回式（３），可得到厚顶箔轴承的总

体阻抗系数

ｄ犉狓

ｄ犉
［ ］

狔

＝
犣犡犡 犣犡犢

犣犢犡 犣
［ ］

犢犢
［］狓
狔

（８）

其中

犣犡犡 ＝犣狓狓 ＋
犅犣狓狓 －犣狔狓犣狓狏
犣狔狌犣狓狏－犃犅

犣狓狌＋

　
犃犣狔狓 －犣狓狓犣狔狌
犣狔狌犣狓狏－犃犅

犣狓狏

犣犡犢 ＝犣狓狔 ＋
犅犣狓狔 －犣狔狔犣狓狏
犣狔狌犣狓狏－犃犅

犣狓狌＋

　
犃犣狔狔 －犣狓狔犣狔狌
犣狔狌犣狓狏－犃犅

犣狓狏

犣犢犡 ＝犣狔狓 ＋
犅犣狓狓 －犣狔狓犣狓狏
犣狔狌犣狓狏－犃犅

犣狔狌＋

　
犃犣狔狓 －犣狓狓犣狔狌
犣狔狌犣狓狏－犃犅

犣狔狏

犣犢犡 ＝犣狔狔 ＋
犅犣狓狔 －犣狔狔犣狓狏
犣狔狌犣狓狏－犃犅

犣狔狌＋

　
犃犣狔狔 －犣狓狔犣狔狌
犣狔狌犣狓狏－犃犅

犣狔

烅

烄

烆
狏

（９）

　　根据式（９）便可得到厚顶箔轴承的无量纲的

动态系数，分别为

犓犡犡 犓犡犢

犓犢犡 犓

烄

烆

烌

烎犢犢

＝Ｒｅ
犣犡犡 犣犡犢

犣犢犡 犣

烄

烆

烌

烎犢犢

犆０

狆０犚
２

犆犡犡 犆犡犢

犆犢犡 犆

烄

烆

烌

烎犢犢

＝ｌｍ
犣犡犡 犣犡犢

犣犢犡 犣

烄

烆

烌

烎犢犢

犆０ω

狆０犚

烅

烄

烆
２

１．３．２　轴颈单独扰动时的动态系数

厚顶箔轴承的瞬态压力分布满足无量纲形式

的瞬态可压缩流体雷诺润滑方程



θ
ρｄ犎

３狆ｄ

（ ）θ ＋


犣
狆ｄ犎

３狆ｄ

（ ）犣 ＝

Λ


θ
（狆ｄ犎）＋２Λγ



犜
（狆ｄ犎） （１０）

式中γ为扰动角频率与转轴旋转角频率之比，γ＝

υ／ω，υ为扰动的角频率，ω为转轴旋转的角频率；

犜为单位时间扰动的弧度，犜＝υ狋；其他无量纲数

的含义与稳态雷诺方程（式（１））中无量纲数的含

义相同。

给轴径的一个扰动为Δ狓、Δ狔，该小扰动的无

量纲化位移，速度和加速度可表示为

Δ犡＝
Δ狓
犆０
＝ Δ犡 ｅ

ｉ犜，　Δ犡 ＝
Δ犡

犜
＝ｉΔ犡，　Δ̈犡 ＝

Δ犡

犜
＝－Δ犡，

Δ犢 ＝
Δ狔
犆０
＝ Δ犢 ｅ

ｉ犜，　Δ犢＝
Δ犢

犜
＝ｉΔ犢，　Δ̈犢＝

Δ犢

犜
＝－Δ犢

　　将气膜压力，气膜厚度依照小扰动量进行泰

勒级数展开并忽略高阶项

狆ｄ＝狆０＋狆狓Δ犡＋狆狓Δ犡＋狆狔Δ犢＋狆狔Δ犢

犎 ＝犎０＋犎狓Δ犡＋犎狓Δ犡＋犎狔Δ犢＋犎狔Δ
｛ 犢

（１１）

　　根据轴承气膜厚度表达式（式（２）），可得仅有

轴径扰动时的气膜厚度公式

犎狓 ＝ｃｏｓθ

犎狔 ＝ｓｉｎ
烅
烄

烆 θ

犎狔 ＝０

犎狓 ＝
烅
烄

烆 ０

　　将式（１１）带入润滑气膜的瞬态可压缩流体雷

诺润滑方程中，再结合厚顶箔轴承稳态雷诺润滑

方程的求解结果，便求解得到只有轴径扰动时厚

顶箔轴承的动态特性系数

犓狓狓 犓狓狔

犓狔狓 犓
［ ］

狔狔

＝

－
狆０犚

２

犆０∫
犔
２犚

－
犔
２犚∫

２π

０

狆狓ｃｏｓθ 狆狔ｃｏｓθ

狆狓ｓｉｎθ 狆狔ｓｉｎ
［ ］

θ
ｄθｄ犣

犆狓狓 犆狓狔

犆狔狓 犆
［ ］

狔狔

＝

－
狆０犚

２

犆０υ∫
犔
２犚

－
犔
２犚∫

２π

０

狆狓ｃｏｓθ 狆狔ｃｏｓ９θ

狆狓ｓｉｎθ 狆狔ｓｉｎ
［ ］

θ
ｄθｄ犣

１．３．３　厚顶箔单独扰动时的动态系数

厚顶箔单独扰动时的动态系数求解方法与求

解轴颈单独扰动的一致，因此在此不进行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仅厚顶箔扰动时的膜厚扰动方程

与仅轴径扰动时不同。根据轴承气膜厚度表达式

（式（２）），仅有厚顶箔扰动时的气膜厚度扰动公

式为

犎狌 ＝－ｃｏｓθ

犎狏 ＝－ｓｉｎ
烅
烄

烆 θ
　　

犎狌 ＝０

犎狏 ＝
烅
烄

烆 ０

２　数值求解方法

２１　犖犲狑狋狅狀犚犪狆犺狅狀迭代

厚顶箔轴承的稳态可压缩流体雷诺润滑方程

（式（１））为非线性方程，理论上无法求其精确解。

因此，本文采用 ＮｅｗｔｏｎＲａｐｈｓｏｎ迭代法和有限

７２１２



航　空　动　力　学　报 第３５卷

差分法联合求解其静态特性。首先，构造迭代压

力函数如下所示：

犉（狆ｄ）＝



θ
狆ｄ犎

３狆ｄ

（ ）θ ＋


犣
狆ｄ犎

３狆ｄ

（ ）犣 －Λ


θ
（狆ｄ犎）

（１２）

　　对于压力函数（式（１２）），由ＮｅｗｔｏｎＲａｐｈｏｎ

迭代法可得

δ＝－
犉 狆

狀（ ）ｄ

犉′狆
狀（ ）ｄ

　　构造以β为自变量的函数犉 狆ｄ＋β（ ）δ ，并进

行泰勒级数展开，然后对变量β进行求导可得

ｄ犉 狆ｄ＋β（ ）δ

ｄβ β＝０

＝δ犉′（狆ｄ）＝－犉（狆ｄ）

（１３）

　　将式（１３）代入迭代压力函数（式（１２））中，并

利用中心差分替代偏微分，便得到如下的求解方

程组：

犃犻，犼δ犻－１，犼＋犅犻，犼δ犻＋１，犼＋犆犻，犼δ犻，犼＋犇犻，犼δ犻，犼－１＋

犈犻，犼δ犻，犼＋１ ＝犛犻，犼 （１４）

式中犃犻，犼、犅犻，犼、犆犻，犼、犇犻，犼、犈犻，犼、犛犻，犼为求解两次迭代

之间的压力差δ在节点（犻，犼）处各项的系数。

在给定初始压力分布和膜厚分布之后，可以

利用迭代法求解式（１４），便可高效的求解厚顶箔

轴承在指定偏心率情况下的压力分布，进而根据

式（１５）计算得到箔片轴承的无量纲总承载力犉，

无量纲摩擦力矩犜，偏位角φ等静态性能

犉θ＝∫
犔
２犚

－
犔
２犚∫

２π

０

（狆ｄ－１）ｓｉｎ（θ－φ）ｄθｄ犣

犉ｅ＝∫
犔
２犚

－
犔
２犚∫

２π

０

（狆ｄ－１）ｃｏｓ（θ－φ）ｄθｄ犣

犉＝ 犉２ｅ＋犉
２

槡 θ

犜＝－∫
犔
２犚

－
犔
２犚∫

２π

０

Λ
６
·１
犎
－
犎
２
·狆ｄ
（ ）θ ｄθｄ犣

ｔａｎφ＝ａｒｃｔａｎ
犉ｅ
犉（ ）

烅

烄

烆 θ

（１５）

　　动态性能求解是在静态结果压力场与气膜厚

度场的基础上，通过小扰动法获得仅轴颈扰动时

的动态系数及仅厚顶箔扰动时的动态系数，再根

据式（１４）获得厚顶箔轴承总的阻抗系数，最终对

阻抗系数取实部和虚部分别获得厚顶箔的动态刚

度系数和阻尼系数。

厚顶箔箔片动压轴承静、动态性能的仿真分

析流程如图４所示。

图４　计算流程图

Ｆｉｇ．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２２　计算方法验证

由于本文提出并推导厚顶箔轴承动态特性的

计算方法，因此，需要对其进行验证。根据厚顶箔

轴承的假设，当波箔的刚度取值远远大于正常值

时，厚顶箔在气膜压力作用下的位移将非常小，乃

至可以忽略。此时厚顶箔的轴承特性与刚性表面

轴承一致。为了验证程序，本文根据文献［１８］中

刚性表面轴承的参数建立了一个验证模型，并分

图５　刚度验证结果

Ｆｉｇ．５　Ｐｒｏｇｒａｍ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别取波箔刚度为正常值的１０倍和５０倍，计算此

时的动态系数，并与文献［１８］中的结果进行对比。

图５和图６分别展示了主刚度犓犡犡、犓犢犢和主阻

８２１２



　第１０期 王　锐等：厚顶箔的箔片动压轴承性能的数值研究

图６　阻尼验证结果

Ｆｉｇ．６　Ｐｒｏｇｒａｍ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ａｍｐｉｎｇ

尼Ｃ犡犡、犆犢犢的对比结果。

由图可以看出，当刚度远远超出正常值之后，

厚顶箔轴承的动态主刚度和主阻尼的特性与刚性

表面动压轴承一致，符合预期的结果。由此，验证

了计算方法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３　结果及分析

表１列出了本文研究的厚顶箔轴承结构参

数，周向和轴向的单元数为１９１和６１，计算时的

边界条件如式（１６）所示

狆ｄ，犻，１ ＝狆ｄ，犻，６１ ＝１ 　（犻＝１，１９１）

狆ｄ，犻，犼 ＝狆ｄ，１９１，犼 ＝１ 　（犼＝１，６１
烅
烄

烆 ）

（１６）

表１　厚顶箔轴承的结构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犪犾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犜犜犉犌犑犉犅

参数 数值及详情

轴承内圈半径／ｍｍ １７．５

轴承轴向长度／ｍｍ ３０

顶箔厚度／ｍｍ １．５

波箔厚度／μｍ １００

箔片材料 ＩｎｃｏｎｅｌＸ７５０

半波长／ｍｍ １．２５

波箔凸起高度／ｍｍ ０．５１

箔片弹性模量／ＧＰａ ２１４

箔片泊松比 ０．２９

波箔与轴承壳体间摩擦因数 ０．１

工作转速／（ｒ／ｍｉｎ） ６００００

环境压力／Ｐａ １０１３２５

环境温度／Ｋ ２８７

空气动力黏度／１０－５（Ｎ·ｓ／ｍ２） １．８１

波箔个数 ３８

３１　厚顶箔轴承与传统箔片对比

图７和图８分别是厚顶箔轴承与传统箔片轴

承承载力和偏位角的对比，两种轴承采用相同的

轴承参数与波箔造型，其初始间隙均为５０μｍ。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两个轴承的顶箔厚度差异较

大，使得两者的波箔安装半径不同，因而波箔数量

并不相同。传统箔片轴承的波箔安装半径较小，

因此其波箔数量为３６个。

图７　厚顶箔轴承与传统箔片轴承承载力对比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ｌｏａｄ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ＴＦＧＪＦＢ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ｉ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图８　厚顶箔轴承与传统箔片轴承偏位角对比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ｇｌ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ＴＦＧＪＦＢ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ｉ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由图７、图８可以看出，在所有的偏心率情况

下，厚顶箔轴承的承载力都比传统箔片轴承的承

载力高；并且，随着偏心率的变大，两者的差距也

在逐渐变大。厚顶箔在相同偏心率情况下，承载

力比传统箔片轴承提升了至少２３％。而在偏位

角方面，厚顶箔轴承的偏位角在所有偏心率的情

况下都大于传统箔片轴承；并且，两者的差距在中

等偏心率下最大，而在较大和较小偏心率处，差距

相对较小。

图９展示了偏心率为０．８情况下两种轴承中

心处的压力分布和气膜厚度分布情况。可以看

出，厚顶箔轴承在高压区拥有更高的峰值压力，因

９２１２



航　空　动　力　学　报 第３５卷

此其承载力较高；而传统箔片轴承在其他区域，尤

其是高压区前方，比厚顶箔轴承具有更大的压力。

这一点是由于轴承不同气膜厚度造成的，如图

９（ｂ）所示，厚顶箔轴承气膜厚度分布为正弦曲

线，且最小膜厚小于传统箔片轴承，而传统箔片轴

承在高压区的膜厚跟当地气膜压力有很大关系。

以上原因导致了厚顶箔轴承相对于传统箔片轴承

拥有更大的承载力，以及更大的偏位角。

图９　厚顶箔轴承与传统箔片轴承中心气膜参数对比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ｆｉｌｍ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ＴＦＧＪＦＢ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ｉ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图１０和图１１分别展示了在无量纲承载力为

１时，厚顶箔轴承与传统箔片轴承动态特性的对

比。可以看出，厚顶箔轴承动态刚度特性与传统

箔片轴承的趋势一致，但在数值上有差异。厚顶

箔轴承动态刚度特性中，除了主刚度犓犡犡，其余动

态刚度特性均比传统箔片轴承高，其中主刚度

犓犢犢最为明显。厚顶箔轴承主刚度犓犡犡在激振比

为３．０以下时比传统箔片轴承低，但激振比超过

３．０后，有反超的趋势。动态阻尼特性方面，厚顶

箔在所有激振比下的动态阻尼系数值均高于传统

箔片轴承，其中低激振比情况下最为明显。当激

振比大于２．０时，两种轴承的主阻尼和交叉阻尼

都趋于一致；此时，厚顶箔轴承主阻尼略高于传统

箔片轴承，而交叉阻尼均在零附近。

图１０　厚顶箔轴承与传统箔片轴承动态刚度系数对比

Ｆｉｇ．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ＴＦＧＪＦＢ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ｉ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图１１　厚顶箔轴承与传统箔片轴承动态阻尼系数对比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ｄａｍｐ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ＴＦＧＪＦＢ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ｉ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综上可知，相对于传统箔片轴承，厚顶箔轴承

可以有效的提高轴承的承载力，但是其动态特性

与传统箔片轴承有所差异，在使用时需要特别

注意。

３２　厚顶箔轴承的静态特性

厚顶箔轴承可以在相同的轴承结构下，通过

改变轴承初始间隙、波箔宽度来调节轴承的静态

特性。本节对轴承初始间隙、波箔宽度对轴承静

态性能的影响进行了计算分析。

３．２．１　轴承间隙对厚顶箔轴承静态性能的影响

图１２、图１３分别展示了不同轴承初始间隙

犆０ 对厚顶箔轴承静态承载力和偏位角的影响。

从图中可以看出，厚顶箔轴承的承载力随着偏心

率的增大而增大，其在小偏心率范围内变化幅度

较低，而在大偏心率范围内变化幅度较大，符合动

压箔片轴承的性能预期；在偏心率相同的情况下，

厚顶箔的承载力随着初始间隙的增大而减小；但

减小的幅度随着初始间隙的变大而越来越小。轴

承偏位角结果也具有类似的表现：随着初始间隙

０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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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初始间隙对厚顶箔轴承承载力的影响

Ｆｉｇ．１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ｎｌｏａｄ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ＴＴＦＧＪＦＢ

图１３　初始间隙对厚顶箔轴承偏位角的影响

Ｆｉｇ．１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ｎ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ｇｌｅ

ｏｆＴＴＦＧＪＦＢ

的增大，厚顶箔轴承的偏位角随着偏心率的增大

而减小，其在偏心率大于０．５后降幅明显变大；在

偏心率相同的情况下，偏位角随着初始间隙的增

大而增大；但是偏位角幅值变化最大的区域位于

中等偏心率范围，而在偏心率范围两端，偏位角随

初始间隙变化的幅度并不明显。

图１４展示了阻力矩与初始间隙的关系。随

着偏心率增大，所有轴承的摩擦力矩单调增加；在

相同偏心率下，初始间隙的减小也会导致阻力矩

的增加，且增幅随着间隙的减小而变大。这是由

于在同等的轴径表面线速度下，气膜的切应力与

轴承间隙成反比，当地摩擦力与当地气膜压力成

正比。因此摩擦功耗随着间隙的减小或者偏心率

的增大而快速上升。

３．２．２　轴承波箔宽度对静态性能的影响

由于厚顶箔轴承顶箔刚度较强，波箔的宽度

不会对气膜在轴向方向的分布造成影响，如图１５

所示。因此，厚顶箔轴承的波箔宽度可以根据轴

承性能的需要而变化，这是厚顶箔轴承的一个重

要特点。

图１６～图１８分别展示了波箔宽度变化对轴

图１４　初始间隙对厚顶箔轴承阻力矩的影响

Ｆｉｇ．１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ｎｄｒａｇｔｏｒｑｕｅ

ｏｆＴＴＦＧＪＦＢ

图１５　波箔宽度变化示意图

Ｆｉｇ．１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ｂｕｍｐｆｏｉｌｗｉｄｔｈｃｈａｎｇｅ

图１６　波箔宽度对厚顶箔轴承承载力的影响

Ｆｉｇ．１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ｕｍｐｆｏｉｌｗｉｄｔｈｏｎｌｏａｄ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ＴＴＦＧＪＦＢ

图１７　波箔宽度对厚顶箔轴承偏位角的影响

Ｆｉｇ．１７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ｕｍｐｆｏｉｌｗｉｄｔｈｏｎ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ｇｌｅ

ｏｆＴＴＦＧＪＦＢ

１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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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　波箔宽度对厚顶箔轴承阻力矩的影响

Ｆｉｇ．１８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ｕｍｐｆｏｉｌｗｉｄｔｈｏｎｄｒａｇｔｏｒｑｕｅ

ｏｆＴＴＦＧＪＦＢ

承无量纲承载力、偏位角和无量纲阻力矩对应的

影响，以犔ｂ表示波箔宽度。可以看出，在相同偏

心率下，随着波箔长度减小轴承的承载力、阻力矩

减小，偏位角先变小后变大，但是这种变化趋势只

有在较大偏心率下才比较明显。这种现象产生的

原因是由于厚顶箔轴承顶箔的位移取决于波箔合

成刚度及总气膜力，只有载荷足够大时才会发生

明显位移。因此，波箔宽度的变化对轴承静态性

能的影响并不大，基本不影响轴承的使用，这也是

厚顶箔轴承与传统箔片轴承的重要性能区别。

３３　厚顶箔轴承的动态特性

本文之前的内容表明，通过改变厚顶箔轴承

的波箔宽度，可以微调轴承的静态特性，理论上，

动态特性也随之改变；与此同时，厚顶箔轴承顶箔

的质量相对与传统箔片轴承来说较大（１０～２０

倍），因此，在动态系数的计算中不可以忽略顶箔

质量。本节对波箔宽度、厚顶箔质量对厚顶箔轴

承动态性能的影响进行了计算分析。

３．３．１　波箔宽度对厚顶箔轴承动态特性的影响

图１９和图２０展示了无量纲承载力为１，初

始间隙为５０μｍ的条件下厚顶箔轴承动态系数随

波箔宽度的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在相同

的载荷情况下，随着波箔宽度的变窄，除了交叉阻

尼犆犡犢以外，轴承的动态系数全部下降。但不同

动态系数的下降趋势并不一致。

对于主刚度犓犡犡及犓犢犢，其值在所有激振比

范围内都是较为均匀的下降；对于交叉刚度犓犡犢，

其降幅随着激振频率的变大而逐渐变小，另一个

交叉刚度犓犢犡，其值在１．５～２．０激振比范围内下

降较大，而其余激振比部分下降较小。

对于除了犆犡犢的所有动态阻尼系数，其值在

低激振比部分下降较大，随着激振比的增大，其降

幅减少；对于交叉阻尼犆犡犢，波箔宽度的改变对其

图１９　波箔宽度对厚顶箔轴承动态刚度系数的影响

Ｆｉｇ．１９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ｕｍｐｆｏｉｌｗｉｄｔｈ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ＴＴＦＧＪＦＢ

影响极小。

以上结果表明，波箔宽度的改变会明显影响

轴承的动态特性，尤其是在中低激振比区域。在

２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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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０　波箔宽度对厚顶箔轴承动态阻尼系数的影响

Ｆｉｇ．２０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ｕｍｐｆｏｉｌｗｉｄｔｈ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ａｍｐ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ＴＴＦＧＪＦＢ

厚顶箔轴承的使用中，中低频的外界激振非常常

见，例如转子不平衡量（γ＝１）。因此，波箔宽度改

变可以有效的调整轴承的动态特性，以适应不同

的工况。

３．３．２　厚顶箔质量对轴承动态特性的影响

厚顶箔轴承的动态性能计算中考虑到了顶箔

的质量。在箔片轴承的应用中，通常采用Ｉｎｃｏｎｅｌ

Ｘ７５０作为箔片材料，其密度为８．２４ｇ／ｃｍ
３。在实

际应用当中，厚顶箔可以根据使用场景的不同而

采用不同的材料或者厚度，进而具有不同的质量。

针对本文研究的轴承，采用ＩｎｃｏｎｅｌＸ７５０时厚顶

箔的质量为０．０４ｋｇ。在这个基础上，本小节对不

同厚顶箔质量对轴承动态特性的影响进行了研

究。质量参数为忽略质量效应的０、０．０２、０．０４

ｋｇ以及０．０８ｋｇ。

图２１和图２２展示了无量纲承载力为１的情

况下，初始间隙为５０μｍ条件下厚顶箔轴承动态

系数随厚顶箔质量的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看

出，顶箔质量对动态系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高激

３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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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　厚顶箔质量对厚顶箔轴承动态刚度系数的影响

Ｆｉｇ．２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ｉｃｋｔｏｐｆｏｉｌｍａｓｓ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ＴＴＦＧＪＦＢ

振比部分。随着激振比的加大，厚顶箔轴承所有

的刚度系数随之上升，而所有的阻尼系数随之下

降，但阻尼系数变化的幅度相对刚度系数来说较

图２２　厚顶箔质量对厚顶箔轴承动态阻尼系数的影响

Ｆｉｇ．２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ｉｃｋｔｏｐｆｏｉｌｍａｓｓ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ａｍｐ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ＴＴＦＧＪＦＢ

小。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为，在高激振比的作用

下，质量会阻碍厚顶箔因动态压力产生的移动，进

而导致轴承消耗的能量变少，轴承更接近刚性表

面轴承，最终导致轴承动态特性的改变。此结论

与文献［１８］中可倾瓦动压轴承瓦块惯性对轴承动

态特性影响类似，因此在高激振比的情况下，为了

准确预测厚顶箔轴承的动态特性，厚顶箔的质量

必须加以考虑。

４　结　论

本文对具有厚顶箔特征的箔片动压轴承结构

进行了分析，根据厚顶箔的特性，采用新的假设，

利用折合系数法和小扰动法推导了厚顶箔轴承的

动态系数公式，建立了厚顶箔轴承的理论模型，并

对其进行了验证。在该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本文

对比研究了厚顶箔轴承与传统箔片轴承的性能差

别；并针对厚顶箔轴承，研究了初始间隙、波箔宽

度、顶箔质量等参数对厚顶箔轴承静、动态性能的

影响规律。主要结论如下：

１）与传统轴承相比，在同一偏心率情况下，

在厚顶箔轴承可以显著的增大承载力，承载力最

少可以提高２３％。轴承承载力的提高与两种轴

承气膜厚度的改变有关，厚顶箔轴承的顶箔不会

在高压区产生局部变形，进而使得承载力变大。

与此同时，厚顶箔轴承在同一偏心率下的偏位角

要大于传统箔片轴承。

２）在相同承载力下，厚顶箔轴承的动态特性

与传统箔片轴承完全不同，动态系数值除犓狓狓外

在各个激振比下均大于传统箔片轴承。

３）随着厚顶箔轴承初始间隙增大，轴承承

载力逐渐减小，偏位角逐渐增大，阻力矩也逐渐

减小。

４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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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波箔宽度对厚顶箔轴承静态性能影响较

小，但是对轴承的动态系数在中低激振比情况下

影响较大。随着波箔宽度的减小，除了交叉阻尼

项之外，其余动态系数均随着波箔宽度的减小而

降低，并且在中低激振比降幅较大。说明对于同

一气膜参数的厚顶箔轴承，可以在不改变静态性

能的情况下，通过减小波箔宽度来改变轴承的动

态特性。

５）厚顶箔轴承的顶箔质量变化会使轴承动

态系数在高激振比下发生明显改变，动态刚度系

数增加，动态阻尼系数减小。而在低激振比情况

下，动态系数几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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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交弧线齿面齿轮齿宽设计

陈　勇１，冯占荣１，王利霞１，盛　伟２，王文轩１，赵玉龙１

（１．南昌航空大学 航空制造工程学院，南昌３３００６３；

２．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机电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１６）

摘　　　要：以弧线齿圆柱齿轮为假想刀具，基于齿轮啮合原理提出一种非正交弧线齿面齿轮，并对该种面

齿轮单齿全齿面进行数学建模，计算出有效齿宽，通过Ｃａｔｉａ二次开发对计算得出的齿宽数值进行验证，通过

改变轴交角及压力角的大小来讨论该种面齿轮齿宽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当轴交角不断增加时，内径与外径

逐渐增大，且外径变化的曲线上升幅度要比内径更加明显，从而有效齿宽不断增大。随着压力角的不断增加，

内径与外径逐渐减小，内径变化曲线下降的幅度比外径大，故有效齿宽逐渐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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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Ｈａｎｇｋ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３３００６３，Ｃｈｉｎａ；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１６，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ａｒｃｔｏｏｔｈ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ｇｅａｒａｓａ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ａｌｔｏｏｌ，ａｎｏｎ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ａｒｃｔｏｏｔ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ｇｅａｒｗａ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ｇｅａｒｍｅｓｈ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ｔｏｏｔｈ

ｆｕｌｌｔｏｏｔ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ｔｈｉｓｔｙｐｅｏｆｇｅａｒｗａｓ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ｍｏｄｅｌｅｄｔｏ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ｏｔｈｗｉｄｔｈ．ＴｈｅＣａｔｉａ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ｅｒｉｆｉｅｄ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ｔｏｏｔｈｗｉｄｔｈｖａｌｕｅ，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ｒｕｌ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ｏｔｈｗｉｄｔｈｏｆｔｈｉｓｋｉｎｄｏｆｆａｃｅｇｅａｒｂｙ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ｆ

ｔｈｅｓｈａｆｔ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ｇｌ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ｈａｆｔｉｎ

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ａｎｄｏｕｔｅｒ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ｔｈｅｏｕｔｅｒ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ｗａｓｍｏ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ｔｈａｎ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ｄｉａｍ

ｅｔｅｒ，ｓｏ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ｏｔｈｗｉｄｔｈ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Ａｓ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ｇｌ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ａｎｄｏｕｔｅｒ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

ｃｕｒｖ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ｔｈｅｏｕｔｅｒ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ｏｔｈｗｉｄｔｈ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ｎｏｎ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ａｒｃｔｏｏｔｈｆａｃｅｇｅａｒ；ｕｎｄｅｒｃｕｔｔｉｎｇ；ｔｉｐｏｆｔｈｅｔｏｏ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ｏｔｈｗｉｄｔｈ；ｈｏｂｂｉｎｇ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ｏｔｈｗｉｄｔｈ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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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齿轮副
［１２］是由小轮为圆柱齿轮和大轮为

面齿轮组成的齿轮结构，与传统齿轮相比，具有动

力分流效果好等特点。随着面齿轮的不断发展，

不少学者将具有传动效率高的圆柱齿轮与面齿轮

相结合，提出了不同齿面形式的面齿轮结构，如直

齿面齿轮［３５］、弧齿面齿轮［６７］、斜齿面齿轮［８］、人

字齿面齿轮［９１０］、蜗杆面齿轮［１１１２］等。由于面齿

轮在航空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１３］，且伴随着

数控加工技术［１４２０］的不断提高，使得具有复杂齿

面形式的面齿轮被加工出来将会变成可能。弧线

齿齿形是由凸齿面和凹齿面组成，故在参与啮合

时，弧线齿面齿轮与弧线齿圆柱齿轮齿面接触形

式为凹凸接触，这使得面齿轮承载能力和重合度

增强，传动平稳性与其他齿轮相比大大提高。本

文以端面渐开线弧线齿圆柱齿轮为假想刀具包络

展成弧线齿面齿轮，推导了面齿轮齿面方程，由于

面齿轮在设计时必须避免根切及齿顶变尖现象，

故应对齿宽进行设计［２１２２］，将计算结果利用Ｃａｔｉａ

二次开发对非正交弧线齿面齿轮进行仿真滚齿来

验证齿宽计算的准确性，并对内外径及齿宽的影

响因素进行讨论和分析。

１　非正交弧线齿面齿轮齿面方程

图１　圆柱齿轮坐标系

Ｆｉｇ．１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ｇｅａｒ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１１　弧线齿圆柱齿轮齿面方程

如图１、图２所示，刀具分度圆半径为犚１，基

圆半径犚ｂ，齿根圆半径犚ｍ，圆弧半径为犚ｔ，刀具

齿数为犖ｓ，压力角为αｓ，齿宽为犅，渐开线上任意

一点的角度参数θｓ，齿槽对称线犗ｈ狓ｈ到渐开线起

始点的角度参数θｓ０，分度圆柱面上的齿槽对称线

为，狓ａ和狓ｓ之间的夹角为位置角β，平面犗ａ狓ａ狔ａ

图２　圆柱齿轮截面

Ｆｉｇ．２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ｇｅａ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与平面犗ｓ狓ｓ狔ｓ间的垂直距离为犺。

位置角β与犺的关系为

β＝ （犚ｔ－ 犚２ｔ－犺槡
２）／犚１ （１）

　　渐开线齿廓方程为

狉ａ（θｓ）＝ （狓ａ，狔ａ，狕ａ，狋）
Ｔ
＝

犚ｂ［ｃｏｓ（θｓ０＋θｓ）＋θｓｓｉｎ（θｓ０＋θｓ）］

±犚ｂ［ｓｉｎ（θｓ０＋θｓ）－θｓｃｏｓ（θｓ０＋θｓ）］

烄

烆

烌

烎

０

１

（２）

　　犗ａ狓ａ狔ａ狕ａ到犗ｓ狓ｓ狔ｓ狕ｓ的坐标变换矩阵为

犕ｓａ＝

ｃｏｓβ －ｓｉｎβ ０ ０

ｓｉｎβ ｃｏｓβ ０ ０

０ ０ １ 犺

烄

烆

烌

烎０ ０ ０ １

（３）

　　刀具齿面方程为

狉ｓ（狓ｓ，狔ｓ，狕ｓ，狋）
Ｔ
＝犕ｓａ狉ａ （４）

　　刀具齿面法向量为

狀＝
狉ｓ

θｓ
×
狉ｓ

犺
＝ （狀狓，狀狔，狀狕）

Ｔ （５）

１２　非正交弧线齿面齿轮齿面的方程推导

图３为非正交弧线齿面齿轮传动简图，根据

非正交弧线齿面齿轮副的位置关系建立面齿轮传

动坐标系，如图４所示。弧线齿面齿轮静坐标系

和动坐标系分别为犗２０狓２０狔２０狕２０、犗２狓２狔２狕２，刀

具的静坐标系和动坐标系分别为犗１狓１狔１狕１、犗ｓ

狓ｓ狔ｓ狕ｓ，由于非正交弧线齿面齿轮传动副轴交角γ

为钝角，为了方便刀具与面齿轮之间的坐标变换，

建立中间坐标系犗ｐ狓ｐ狔ｐ狕ｐ，且两齿传动轴的轴

心距为犔０，面齿轮齿数为犖２，面齿轮与刀具齿轮

角速度分别为狑２、狑ｓ，面齿轮与刀具模数为犿，圆

柱齿轮轴心与面齿轮齿顶距离为犚ｓｍ，刀具齿轮

与面齿轮转角分别为ｓ、２。

如图４所示，犕２，２０是坐标系犗２０狓２０狔２０狕２０到

７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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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面齿轮传动简图

Ｆｉｇ．３　Ｆａｃｅｇｅａｒ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

图４　面齿轮坐标系

Ｆｉｇ．４　Ｆａｃｅｇｅａｒ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犗２狓２狔２狕２ 的坐标变换，犕２０，ｐ是坐标系犗ｐ狓ｐ狔ｐ狕ｐ

到犗２０狓２０狔２０狕２０的坐标变换，犕ｐ，１是坐标系犗１

狓１狔１狕１ 到犗ｐ狓ｐ狔ｐ狕ｐ 的坐标变化，犕１，ｓ是坐标系

犗ｓ狓ｓ狔ｓ狕ｓ到犗１狓１狔１狕１ 的坐标变换，故刀具与面

齿轮坐标变换矩阵为

犕２，ｓ＝犕２，２０·犕２０，ｐ·犕ｐ，１·犕１，ｓ （６）

　　设接触点沿刀具坐标系运动的速度为狏ｓ，随

面齿轮坐标系运动的速度为狏２，那么刀具齿轮与

面齿轮的齿面接触处的相对速度就是狏
（ｓ，２）。

刀具与面齿轮齿面相对速度为

狏
（ｓ，２）
＝ （狑ｓ犽ｓ－狑２犽２）×狉ｓ－狑２犽２×犔０犽ｓ＝

（狏
（ｓ，２）
狓 ，狏

（ｓ，２）
狔 ，狏

（ｓ，２）
狕 ）Ｔ （７）

　　将式（５）、式（７）代入啮合方程（式（８））得

犳＝狀·狏
（ｓ，２）
＝ｓｉｎｓ犪０＋ｃｏｓｓ犫０－犃＝０

（８）

其中式（８）中的犪０、犫０、犃分别为

犃＝±狉狔（狑ｓ－ｃｏｓγ狑２）ｓｉｎ（θｓ０＋θｓ±β）＋

狉狓（狑ｓ－ｃｏｓγ狑２）ｃｏｓ（θｓ０＋θｓ±β）

犪０ ＝犚ｂ
β

犺
ｓｉｎγ狑２狉狓

ｓｉｎγ狑２（狉狕＋犔０）ｓｉｎ（θｓ０＋θｓ±β）

犫０ ＝犚ｂ
β

犺
ｓｉｎγ狑２狉狔＋

ｓｉｎγ狑２（狉狕＋犔０）ｃｏｓ（θｓ０＋θｓ±β） （９）

　　根据式（８）、式（９）可得

ｓ＝ａｒｃｓｉｎ
犃

犪２０＋犫槡（ ）２
０

－ａｒｃｔａｎ
犫０
犪０

（１０）

　　工作齿面方程为

狉２（狉２狓，狉２狔，狉２狕，狋）
Ｔ
＝犕２ｓ狉ｓ （１１）

　　由过渡曲面形成条件，将面齿轮齿面方程（式

（１１））与刀具齿顶处的θｓ（式（１２））联立

θｓ＝
犚２ａ－犚

２
槡 ｂ

犚ｂ
（１２）

即可求得非正交弧线齿面齿轮过渡曲面方程。

设计参数如表１。

表１　设计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犲狊犻犵狀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犿／ｍｍ ４

犖ｓ ３０

αｓ／（°） ２０

犅／ｍｍ １００

犚ｔ／ｍｍ ５００

犖２ １２０

犔０／ｍｍ ２４０

γ／（°） １００

　　全齿面数学模型如图５。

图５　全齿面数学模型

Ｆｉｇ．５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ｆｕｌｌｔｏｏｔｈｓｕｒｆａｃｅ

２　齿宽设计

２１　根　切

由齿轮根切理论［１］可知，当狏２ 为零时，面齿

轮齿面将会出现根切点。故根切判别式为

犈 ＝

犳
θｓ

犳
犺

－
犳
ｓ

ｄｓ

ｄ狋

狓ｓ

θｓ

狓ｓ

犺
－狏

（ｓ，２）
狓

狕ｓ

θｓ

狕ｓ

犺
－狏

（狊，２）
狕

＝０

（１３）

　　由式（１０）可知，ｓ是θｓ和犺的函数，故根据

８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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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切理论，根切界限线与刀具齿顶圆柱的交点就

是根切界限点，且刀具齿顶位置处的θｓ为式（１２）。

故通过将式（８）、式（１２）和式（１３）进行联立求得不

同齿面下的值，并分别代入两侧齿面，由于非正交

弧线齿面齿轮两侧齿面不具有对称性，故应分别

求解出不产生根切的内径，后取最大值为最终内

径值，设发生根切点为犆（狓２，狔２，狕２），γ２＝π－γ。

内径计算公式为

犚ｉｎ＝
狓２２＋狔槡

２
２

ｓｉｎγ２
（１４）

　　经计算犚ｉｎ＝２３１．４１９９ｍｍ。

２２　顶　尖

本文给出两种求顶尖位置的方法。

如图６利用顶尖形成条件及尖点坐标关系得

到方法一。弧线齿面齿轮外径两侧齿面相交于一

点，该点即为顶尖位置点 犇，即凸齿面上的

犇１（狓１，狔１，狕１）和凹齿面上的犇２（狓２，狔２，狕２）。犇

点在刀具坐标平面上狕ｓ犗ｓ狔ｓ 上的投影点为犇″，

在面齿轮坐标平面狓２犗２狔２ 上投影点为犇′，过点

犇做刀具坐标平面狕ｓ犗ｓ狔ｓ 的垂线，交点为犅点，

过点犇在面齿轮齿顶平面上做线段与面齿轮轴

线交于点犃。

图６　方法一简图

Ｆｉｇ．６　Ｍｅｔｈｏｄｏｎｅｄｉａｇｒａｍ

根据顶尖位置及面齿轮副的啮合关系可列出

如下方程组，其中犇１（狓１，狔１，狕１）中的未知量为

θｓ１、犺１、ｓ１，犇２（狓２，狔２，狕２）中的未知量为，其中γ′＝

γ－
π
２
。

狓１（θｓ１，犺１，ｓ１）＝狓２（θｓ２，犺２，ｓ２）

狔１（θｓ１，犺１，ｓ１）＝狔２（θｓ２，犺２，ｓ２）

狕１（θｓ１，犺１，ｓ１）＝狕２（θｓ２，犺２，ｓ２）＝

－
犚ｓｍ

ｃｏｓγ′
－ 狓２２＋狔槡

２
２ｔａｎγ′

犳１（θｓ１，犺１，ｓ１）＝犳２（θｓ２，犺２，ｓ２）＝

烅

烄

烆 ０

（１５）

　　犚ｓｍ的取值需要考虑如下两种情况：

１）若犚ｍ≥狉ｂ或犖ｓ≥
２

１－ｃｏｓαｓ
，则犚ｓｍ＝犚ｍ；

２）若犚ｍ＜犚ｂ或犖ｓ＜
２

１－ｃｏｓαｓ
，则犚ｓｍ＝犚ｂ。

通过式（１５）可求出对应的４个未知数，并将

所求得的犺１、犺２、θｓ１、θ狊２代入式（１０）即可求得两齿

面分别对应的ｓ１、ｓ２，随后将６个未知量分别代

入式（１１）即可求得尖点犇１（狓１，狔１，狕１）或犇２（狓２，

狔２，狕２），从而求出外径犚ｏｕｔ。

犚ｏｕｔ＝犚犃犇 ＝
狓２１＋狔槡

２
１

ｓｉｎγ２

或

犚ｏｕｔ＝犚犃犇 ＝
狓２２＋狔槡

２
２

ｓｉｎγ２
（１６）

　　由于方法一涉及到的变量较多，求解过程繁

琐，故本文利用法二进行求解顶尖位置。

方法二根据发生顶尖位置并对面齿轮进行截

面的近似解法［１］。图７（ａ）根据传动简图３得出

的根切位置图，刀具与面齿轮传动的瞬时回转轴

为犗ｓ犃ｓ２，瞬时回转轴与刀具轴线的夹角为γ１，犐

是瞬时回转轴上的流动点，犗ｊ犘１ 是假想刀具齿轮

的节线，犺１ 是刀具齿轮的节线与面齿轮齿顶线的

距离，截面１是过节点犘 垂直于刀具轴线的平

面，如图７（ｂ），假设截面２是过顶尖位置点犇 且

平行于截面１的平面，如图７（ｃ），两平面垂直距离

为犔２，犅点为截面２与刀具轴线的交点，过犗ｄ做垂

直于刀具轴线的垂线，交点为点犃，αｓ是刀具端截

面的压力角，α为发生齿顶尖化现象时的压力角，

本文假设在截面２处发生面齿轮外径齿顶变尖

现象。

图７（ｃ）中的各点矢量关系为

犗ｓ犈＋犈犉＋犉犇 ＝犗ｓ犇 （１７）

９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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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方法二简图

Ｆｉｇ．７　Ｍｅｔｈｏｄｔｗｏｄｉａｇｒａｍ

其中 犗ｓ犇 ＝犚１－犿，设 犉犇 ＝犽，则式（１７）可以

表示为如下关系式：

犚ｂ（ｓｉｎα－θｓｃｏｓα）－犽ｓｉｎα＝０

－犚ｂ（ｃｏｓα＋θｓｓｉｎα）＋犽ｃｏｓα＝－犚１＋
烅
烄

烆 犿

（１８）

其中犚ｂ、αｓ的关系为

犚ｂ＝
犖ｓ犿ｃｏｓαｓ
２

（１９）

　　根据图７（ｃ），发生顶尖时的θｓ０、θｓ、α的关系为

θｓ＋θｓ０ ＝α （２０）

　　且式（２０）可写为

α－
（犖ｓ－２）ｓｉｎα
犖ｓｃｏｓαｓ

＝θｓ０ （２１）

　　犔１、α的关系为

犔１ ＝犗ｓ犐－犗ｓ犘＝
犚ｂ
ｃｏｓα

－
犚ｂ
ｃｏｓαｓ

＝

犖ｓ犿

２

ｃｏｓαｓ－ｃｏｓα
ｃｏｓ（ ）α

（２２）

　　γ１、犔１、犔２ 的关系为

ｔａｎγ１ ＝
ｓｉｎγ２

狇２ｓ＋ｃｏｓγ２
＝
犔１
犔２

（２３）

　　则避免齿顶变尖的最大外径为

犚ｏｕｔ＝
犚１
ｔａｎγ１

＋犔２－犔犗
ｓ
犃 （２４）

其中犔犗
ｓ
犃为

犔犗
ｓ
犃 ＝

犚１－犺１
ｔａｎγ２

（２５）

　　根据表１面齿轮传动副设计参数，借助 Ｍａｔ

ｌａｂ编程计算得表２。

表２　外径参数计算结果

犜犪犫犾犲２　犆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狅犳狅狌狋犲狉犱犻犪犿犲狋犲狉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

参数 数值

ｔａｎγ１ ０．２３９５

犔１／ｍｍ ７．８６６

犔２／ｍｍ ３３．３３７

犔犗
ｓ
犃／ｍｍ ９．８７４３

犚ｏｕｔ／ｍｍ ２７７．７５８８

　　如图８所示，将式（１４）、式（２４）代入式（２６）即

可求得有效齿宽为

犚ｗｉｄｔｈ＝犚ｏｕｔ－犚ｉｎ＝４６．３３８ｍｍ （２６）

图８　有效齿宽简图

Ｆｉｇ．８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ｏｔｈｗｉｄｔｈｄｉａｇｒａｍ

２３　实例仿真验证

基于Ｃａｔｉａ二次开发，对上述计算结果进行

仿真滚齿验证，图９（ａ）是非正交弧线齿面齿轮副

按照标准中心距进行安装的齿坯模型，图９（ｂ）为

两齿的根切及齿顶变尖现象，图９（ｃ）为仿真滚齿

与齿宽计算结果比对后得出的双齿模型。

２４　顶尖影响因素

如图１０（ａ）～图１０（ｃ）和图１０（ｄ）～图１０（ｆ）

是在表１所给参数下，只改变面齿轮传动副轴交

０４１２



　第１０期 陈　勇等：非正交弧线齿面齿轮齿宽设计

角γ或圆柱齿轮压力角αｓ的大小来讨论其对内、

外径（犚ｉｎ、犚ｏｕｔ）及有效齿宽（犚ｗｉｄｔｈ）的影响，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进行辅助计算得出当轴交角不断增大时，

面齿轮内外径及有效齿宽逐渐变大，当压力角不

图９　滚齿仿真

Ｆｉｇ．９　Ｈｏｂｂｉｎｇ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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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齿轮内、外径和有效齿宽的影响因素

Ｆｉｇ．１０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ｇｅａｒｉｎｎｅｒ，ｏｕｔｅｒ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ｏｔｈｗｉｄｔｈ

断增大时面齿轮内外径逐渐减小，但有效齿宽逐

渐变大。

３　结　论

根据面齿轮啮合原理推导得到非正交弧线齿

面齿轮工作齿面及过渡曲面方程，并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

编程实现了单齿全齿面可视化。

为了避免面齿轮传动中发生根切及齿顶变尖

现象，故应对面齿轮内外径进行设计以得到有效

齿宽。并基于Ｃａｔｉａ二次开发对非正交弧线齿面

齿轮齿坯进行仿真滚齿来验证内径和外径计算的

准确性，以此得到完整的双齿实体模型。

当轴交角不断增加时，内径与外径逐渐增大，

且外径变化的曲线上升幅度要比内径更加明显，

从而齿宽不断增大。随着压力角的不断增加，内

径与外径逐渐减小，内径变化曲线下降的幅度比

外径大，故齿宽逐渐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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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自旋飞行体的气动加热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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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种典型的弹箭类高速自旋飞行体为例，选取目标在超声速、跨声速、亚声速飞行状态下的弹道

计算数据作为来流条件，结合滑移网格和多坐标系法，采用基于密度的耦合隐式算法、ＲｏｅＦＤＳ（ｆｌｕｘ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通量格式和ＳＳＴ（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ｓ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犽ω湍流模型，对飞行体的外流场进行了热流模拟研究。

重点分析了目标在高速自旋飞行条件下的壁面压力、温度、气流密度、热流率、湍流动能等变化规律，并与不考

虑飞行体高速自旋的流场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高速自旋飞行条件下，飞行体表面的流线相互

干扰，贴壁气流对飞行体产生的扰动更加剧烈，飞行体尾部的气流集聚效应明显，湍流发展与演化过程更加复

杂，飞行体壁面的气流速度、压力、温度、热流率均高于无转速飞行情况，尤其在超声速飞行条件下的差异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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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ｔｈｅｗａｓｍｏｒｅｉｎｔｅｎｓ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ｐｉｎｎ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ａｉｒｆｌｏｗａｃｃｕ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ｓａｔｔｈｅｔａｉｌｏｆｔｈｅｗｅ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ｗｅｒｅ

ｍｏｒ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ｏ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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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ｉｇｈｔｂｏｄｙ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ｄｉｓ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ｔｈｅｓｐｉｎｎ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ａｔｓｕｐｅｒｓｏｎｉｃ

ｒｅｇｉｍｅ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ｆｌｉｇｈｔｂｏｄｙ；ｓｐｉｎｎｉｎｇｆｌｏｗ；ｆｌｙ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ｌｅ；ａｅｒｏｈｅａｔｉｎｇ；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ｋｉｎｅｔｉｃｅｎｅｒｇｙ

　　开展高速有旋流动的基础理论和数值研究不

仅对流体力学的学科发展有重要意义，且具有十

分广泛的应用价值［１３］。对弹箭类飞行体而言，高

速自旋是其实现稳定飞行的一种方式，掌握其飞

行过程中的气动加热特性既是武器实验靶场中的

弹体坐标、着靶位置、姿态及偏航等实验数据测量

的关键，也是外防热结构设计与隐身、红外成像仿

真及对抗评估技术的理论依据［４７］。

在飞行体气动特性的理论建模和数值研究

中［８１１］，关于目标在高速进动、自旋及俯仰耦合

运动条件下的气动加热研究较少。Ｍａｈｕｌｉｋａｒ

等［１２］建立了飞行器表面的热流分析模型，考虑

了后机身内部排气管以及外部气流的对流和辐

射耦合换热，得出飞行器外部热流对蒙皮冷却

或加热作用主要由飞行马赫数和飞行高度决定

的结论，但没有考虑高速自旋的影响。Ｓｉｌｔｏｎ
［１３］

在不考虑飞行体高速自旋的条件下，针对不同

飞行马赫数和攻角条件下的飞行弹箭外流场进

行了数值模拟，其阻力系数、升力系数与实验值

和半经验公式的计算值符合较好，但是，马格努

斯力和力矩与实验值偏差较大。Ｓｐｉｒｉｔｏ
［１４］对

Ｍ９１０旋转飞行弹箭的绕流流场进行了数值模

拟研究，获得亚声速和跨声速条件下，采用雷诺

平均和大涡模拟混合湍流模型计算的气动数据

与实验值符合最好。刘周等［１５］建立了自旋弹丸

翼身组合体模型的空气动力学模型，研究了弹

箭绝热壁面在不同飞行速度和攻角条件下的温

度场分布，但没有讨论高转速的影响。冈敦殿

等［１６］基于 ＮＰＬＳ（纳米粒子的平面激光散射技

术）开展了来流边界层为层流的平板上三个不

同高度圆台突起物的绕流流场研究，获得了超

声速圆台绕流精细流场结构，观察到突起物后

方尾迹区域边界层发展的过程，但是在ＮＰＬＳ图

像中均可看到自相似的结构。陈东阳［１７］采用非

定常雷诺平均ＮＳ（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对高速自

旋ＳＯＣＢＴ弹丸进行数值模拟，弹丸的侧向气动

力和力矩在小攻角范围与实验数据吻合较好，

而在大攻角范围存在较大差异，通过采用 ＤＥＳ

（延迟分离涡法），其模拟结果得到了明显改善。

马杰等［１８］基于ＣＦＤ稳态方法研究了高速有旋

流场在不同来流条件下的气动效应对飞行体表

面压力分布的影响，而对于不同来流条件对飞

行体表面温度分布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郑

京良［１９］针对高速飞行器的气动加热环境进行实

验研究，其原理是通过热辐射传递给飞行器表

面的热流等于气动加热传递给飞行器的热流，

以进行瞬态热环境模拟和结构热响应分析。文

献［２０２１］主要针对飞行弹丸的气动加热和温度

场进行研究，关于考虑高速自旋的数值计算方

法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国内外针对高速自旋飞行体的气

动力特性开展了大量研究，但对于飞行体在高速

自旋飞行条件下的气动加热研究很少，尤其是高

转速对气动加热的影响机理尚不明确。基于此，

本文以一种高速自旋弹箭飞行目标为研究对象，

选取目标在超声速、跨声速、亚声速飞行状态下的

弹道数据作为来流条件，结合滑移网格和多坐标

系法，对高速飞行体附近的有旋绕流流场进行了

热流模拟研究，得到了飞行体在自旋飞行条件下

的表面压力、温度、热流率及湍流动能等变化规

律，并与不考虑高速自旋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

发现了高转速对飞行体表面的气动加热存在较大

影响的研究结果。

图１　结构模型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ｏｄｅｌ

１　飞行体结构模型及弹道数据

以一种典型的高速自旋弹箭飞行体为研究对

象，图１为飞行体的结构示意图。圆柱部直径

犱＝１５５ｍｍ，锥型部长犔１＝４００ｍｍ，圆柱部长

犔２＝５００ｍｍ，飞行体质量犿＝４６．５ｋｇ，赤道转动

惯量犐ｅ＝１．８１４ｋｇ·ｍ
２，极转动惯量犐ｐ＝０．１６３

ｋｇ·ｍ
２，初始速度狏０＝１０３０ｍ／ｓ，发射角θ＝４５°，

膛线缠度η＝２１，初始自转角速度ω０＝１９８８．２

５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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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ｄ／ｓ。飞行体的运动规律采取六自由度刚体弹

道模型进行描述，其建模过程和动力学方程组参

见文献［１０］。发射位置取标准海平面大气参数，采

用四阶五级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法求解，计算的飞行时间

狋＝８０ｓ。取超声速、跨声速、亚声速飞行状态下的

部分外弹道计算数据作为来流条件，如表１所示。

表１　六自由度弹道模型的计算数据

犜犪犫犾犲１　犆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犪狋狌犿狅犳狊犻狓犱犲犵狉犲犲狅犳犳狉犲犲犱狅犿狋狉犪犼犲犮狋狅狉狔犿狅犱犲犾

飞行时间

狋／ｓ

飞行高度

狔／ｍ

飞行速度

狏／（ｍ／ｓ）

自转角速度

ω／（ｒａｄ／ｓ）

来流气温

犜∞／Ｋ

来流压力

狆∞／Ｐａ

飞行马赫数

犕犪

０ ０ １０３０．０ １９８８．２ ２８８．１５ １０１３２５ ３．０１２

２．０ １３３６．５ ８７５．３ １６７４．５ ２７９．４６ ８６２６６ ２．５９９

６．０ ３４６０．７ ６８９．７ １３２２．６ ２６５．６５ ６６０９６ ２．１００

１０．５ ５１０９．６ ５７８．１ １１２９．６ ２５４．９４ ５３２３３ １．７９７

２０．０ ７９２４．３ ４２０．０ ８８９．７ ２３６．６４ ３５９９１ １．３５５

３０．５ ９４３３．１ ３３４．５ ７６９．１ ２２６．８ ２８８１３ １．１００

４０．２ ９７８０．７ ２９６．６ ６９５．７ ２２４．６ ２７３３５ ０．９８２

８０．０ ２７３３．１ ３５０．３ ３８８．６ ２７０．４ ７２５２２ １．０５７

２　数值计算模型

２１　控制方程与湍流模型

多坐标系法作为一种模拟有旋流动问题的数

值计算方法，其计算结果是非定常解对计算时间

的平均值，其原理是通过旋转坐标系，在飞行体壁

面附近的流场区域施加绕轴线旋转的角速度矢

量，而在该区域之外的流场区域则不设置角速度。

相关研究表明：这种方法能够有效模拟飞行体在

高速进动、自旋及俯仰耦合运动条件下的复杂绕

流现象和飞行体的强迫自旋效应，同时具有计算

规模小、收敛快等优点。

在飞行体旋转坐标系下，流场的控制方程组

采用柱坐标法进行描述。三维非定常可压缩流动

的控制方程组表示为

ρ

狋
＋!·（ρ狌）＝０



狋
（ρ狌）＋!·（ρ狌狌）＋

　ρ（２ω×狌＋ω×ω×狉）＝－!狆＋!·τ＋犉ｍ



狋
（ρ犈ｒ）＋!·（ρ狌犎ｒ）＝ !·（λ!犜＋τ·狌）＋犛

烅

烄

烆 ｈ

（１）

式中动量方程中包括两个附加加速度项，即科氏

加速度ω×狌和向心加速度ω×ω×狉；狆、犉ｍ、τ分

别表示压力、质量力和黏性应力；ρ、λ、狉分别表示

流体密度、热导率和飞行体半径；狌为飞行体旋转

坐标系下的速度，狏是惯性系下的速度，ω为自转

角速度矢量；犛ｈ 表示源项，犈ｒ 表示相对内能，犎ｒ

表示相对总焓。

狌＝狏＋ω×狉 （２）

　　能量方程包含相对内能犈ｒ和相对总焓犎ｒ

犈ｒ＝犲－
狆

ρ
＋
１

２
（狌２－狏

２） （３）

犎ｒ＝犈ｒ＋
狆

ρ
（４）

式中犲为内能。

采用ＳＳＴ（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ｅ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犽ω湍流模

型，该湍流模型不需要使用容易失真的黏性衰减函

数，特别适用于描述高速流动贴壁边界层区域内的

复杂流动现象，其计算模型可表示为

φ３ ＝犳φ１＋（１－犳）φ２ （５）

式中φ１ 表示标准犽ω 两方程湍流模型；φ２ 表示

变形后的犽ε两方程湍流模型；犳表示模式函数。

２２　滑移网格与计算方法

飞行体的外流场网格采取滑移网格划分方

法，设置两个流场计算区域，即飞行体高速自旋产

生的贴壁绕流区域和外部区域。两区域的交界面

不需要节点重合，计算中通过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进行交界

面处理。通过赋予飞行体附近区域的网格绕轴旋

转，设置旋转角速度的数值和方向，即可模拟飞行

体的强迫自旋效应。对绕流区域流动变化剧烈的

部位进行局部网格细化，在贴近壁面的区域添加

边界层网格，网格总数约为３２０万。

６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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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基于密度的耦合隐式算法和 ＲｏｅＦＤＳ

（ｆｌｕｘ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通量格式，这种计算方

法能有效提高数值计算效率和收敛精度［２］。湍流

动能及湍流耗散率均采用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ｕｐｗｉｎｄ

格式。流场入口、出口及周向均采用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ｆａｒｆｉｅｌｄ边界条件。

３　数值模拟与结果分析

３１　飞行体有旋和无旋的流场对比分析

取表１的六自由度弹道计算数据作为来流条

件，对飞行体的外流场进行ＣＦＤ数值模拟。图２

为飞行马赫数为３．０１２时，飞行体有旋和无旋条

件下的贴壁区域流线图。对比分析得出：在不考

虑高速自旋时，飞行体壁面附近的流线基本上不

发生偏转，而在考虑转速时，流线存在明显的旋转

绕流现象，气流对飞行体产生的扰动将更加剧烈，

飞行体有旋比无旋时的流动特性更加复杂；在同

一飞行马赫数下，飞行体有旋情况下的绕流速度

明显高于无旋情况，这种截然不同的绕流差别必

然会对飞行体的气动加热产生影响。

图３和图４给出了飞行体无旋和有旋条件

图２　犕犪＝３．０１２时的贴壁区域流线对比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ｓｎｅａｒｔｈｅｗａｌｌ

ａｔ犕犪＝３．０１２

图３　飞行体壁面的温度对比图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ｗａｌ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ｆｌｉｇｈｔｂｏｄｙ

图４　飞行体壁面的湍流动能对比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ｗａｌｌ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ｋｉｎｅｔｉｃｅｎｅｒｇｙ

ｏｆｆｌｉｇｈｔｂｏｄｙ

下，飞行体表面的温度场和湍流动能变化趋势。

计算结果表明：考虑高速自旋时，飞行体壁面的湍

流动能明显高于无旋情况，湍流发展与演化过程

更加复杂，尤其是对飞行体尾部产生的扰动更加

明显，气流物性的数据变化幅度相对较大；在飞行

体锥型部与圆柱部的交界处，湍流动能产生突跃

变化；考虑转速时的飞行体壁面温度高于无旋情

况，飞行马赫数越高，影响越明显，但主要体现在

飞行体的圆柱部，而对锥型部的影响较小，这是由

于相对飞行体直径而言，弹头的曲率半径小，对气

流的扰动范围较小的缘故。

图５给出了飞行体无旋和有旋两种情况下、

不同飞行马赫数下的壁面热流率变化趋势。计算

结果表明：随着飞行马赫数增大，飞行体壁面热流

率的变化幅度越来越大。在飞行体超声速飞行条

７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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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飞行体壁面热流率的对比图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ｗａｌｌ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ｅｓｏｆｆｌｉｇｈｔｂｏｄｙ

件下，弹头部和锥型部的壁面热流变化幅度明显

高于飞行体圆柱部，而在跨声速和亚声速条件下，

飞行体壁面热流率的变化幅度不大。此外，考虑飞

行体旋转时的壁面热流率明显高于飞行体无旋情

况，尤其在超声速飞行条件下的差别显著，进一步

说明飞行体无旋和有旋两种飞行状况存在较大差

异，因此，高速自旋的影响不可忽略。由此可见，对

于以高速自旋维持稳定的飞行体而言，其表面产生

的气动加热是由持续的高速进动、自旋及俯仰耦合

运动所决定的，仅考虑飞行速度对流场环境和气动

加热特性的影响，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差别。

３２　飞行体自旋条件下的热流特性分析

图６为不同飞行马赫数下的流场压力分布云

图，图７为不同飞行马赫数下的壁面压力变化

规律。

图８为不同飞行马赫数下的飞行体壁面温度

分布云图，图９为不同飞行马赫数下壁面温度变

化趋势。

对比分析可知：弹头部、锥型部与圆柱部交接

处的气流物性数据变化幅度最大，飞行马赫数越

图６　不同飞行马赫数下的压力分布云图

Ｆｉｇ．６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ｌｉｇｈｔ

Ｍａｃｈｎｕｍｂｅｒｓ

高，飞行体壁面的峰值压力和压力变化梯度越大，

飞行体壁面的气流密度与其表面压力的变化趋势

相近。在超声速飞行条件下，弹头部将出现明显

的强激波，飞行马赫数越高，激波角越小；根据空

气动力学相关理论，气流经过激波时受到了突跃

式压缩作用，气流具有熵增加，做功能力下降的特

点，且激波越强，熵增越大，而气流经过激波后的

物性数据在瞬间和极短距离内将产生剧烈变化，

这种过程必然是一个不可逆的耗散过程，因此经

过激波后的气流流动速度下降，而相应的气流温

８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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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飞行体自旋条件下的壁面压力变化

Ｆｉｇ．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ｌ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ｆｌｉｇｈｔｂｏｄｙ

ｕｎｄｅｒｓｐｉｎｎ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图８　不同飞行马赫数下的飞行体温度分布云图

Ｆｉｇ．８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ｌｉｇｈｔｂｏｄｙ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ｌｉｇｈｔＭａｃｈｎｕｍｂｅｒｓ

度和压力则均升高。

图１０给出了飞行体自旋条件下的壁面气流

密度变化趋势。图１１给出了飞行体自旋条件下

的壁面湍流动能变化规律。

计算结果表明：在飞行体尾部出现了一个连

续的膨胀波扇形区域［２１］，这是由于飞行体壁面的

高速气流产生偏转后，相当于增大了气流通道，而

增大超声速气流的通道截面，必然会使气流进一

步加速流动，因此，每一道膨胀波都不可能出现彼

此相交的情况。在超声速流场中，气流并不能遍

布于整个流场区域，气流数据的变化主要体现在

图９　飞行体自旋条件下的壁面温度变化

Ｆｉｇ．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ｌ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ｆｌｉｇｈｔｂｏｄｙ

ｕｎｄｅｒｓｐｉｎｎ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图１０　飞行体自旋条件下的壁面气流密度变化

Ｆｉｇ．１０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ｌｌａｉｒｆｌ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ｆｌｉｇｈｔ

ｂｏｄｙｕｎｄｅｒｓｐｉｎｎ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图１１　飞行体自旋条件下的贴壁湍流动能变化

Ｆｉｇ．１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ｌｌ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ｋｉｎｅｔｉｃｅｎｅｒｇｙｏｆ

ｆｌｉｇｈｔｂｏｄｙｕｎｄｅｒｓｐｉｎｎ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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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赫锥以内，而在马赫锥以外，气流的物性参数均

不产生明显变化，飞行马赫数越高，受到超声速干

扰的流场范围越小。在亚声速流场中，贴壁绕流

流场中不存在明显的强压缩激波，只出现了弱压

缩波，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飞行体壁面对气流所造

成的扰动能够逆流传播，从而会影响到前方的气

流，使其流线产生偏转，所以整个流场中的气流物

性参数都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由于气流高速绕流

过程中的流线相互干扰，在飞行体的尾部出现了

明显的气流集聚效应，造成飞行体壁面的湍流动

能增大；飞行体的尾部和底部的温度均高于无自

旋飞行情况，随着飞行马赫数增加，飞行体表面的

温度呈非线性增加趋势；飞行体的头部和底部的

温度变化幅度最大，其表面的湍流产生和演变过

程越复杂，而锥型部和圆柱部的温度变化较小，因

此其表面的湍流动能变化幅度也相对较小。

４　结　论

１）在飞行体超声速飞行条件下，壁面气流数

据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马赫锥范围内，飞行马赫数

越高，激波角越小，激波越强，熵增越大；飞行马赫

数越高，飞行体壁面的压力梯度和峰值压力越大，

气流密度与飞行体表面压力的变化趋势相近；在

飞行体尾部的流场区域内，形成了一个连续的膨

胀波扇形区域，该区域对飞行体尾部的流动环境

有较大影响；在飞行体亚声速飞行条件下，不产生

明显的强压缩激波，只存在弱压缩波，整个流场的

气流物性参数都将产生相应变化。

２）在飞行体自旋飞行条件下，高速气流对飞

行体产生的扰动更加剧烈，飞行体贴壁绕流的湍

流发展与演化过程更加复杂，壁面的绕流流线相

互干扰，尾部出现了明显的气流集聚效应，尾部和

底部的温度明显高于无自旋情况；在同一飞行马

赫数下，壁面附近的气流速度、压力、温度、热流率

均高于无自旋情况，尤其在超声速情况下的差异

显著。综合以上分析得出，对于以高速自旋维持

稳定的超声速飞行体而言，转速对气动换热存在

较大影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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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１０期 彭云龙等：舰载高级教练机动力发展途径与未来趋势

　　舰载机决定着航母的作战能力，而舰载高级

教练机则是培养舰载机飞行员的核心装备。除中

国外，目前世界上有９个国家拥有１８艘现役航

母，但能够独立培养舰载机飞行员的只有美国、俄

罗斯等少数军事强国，多数国家并没有能够上舰

使用的舰载高级教练机，舰载机飞行员的培养只

能通过委托培养或改装培训的方式实施［１］。因

此，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全球局势下，要保证持续有

效的航母体系作战打击能力，构建科学的舰载机

飞行员培养体系，发展自主的舰载高级教练机是

十分有必要的。

一型好的舰载高级教练机及其配套动力除了

应满足一般教练机易操作、易维护、高培训质量、

低训练成本的基本要求［２］，性能上与目标服役战

斗机性能接近外，在气动稳定性、结构设计、使用

环境、舰面保障等方面与陆基高级教练机也有诸

多不同。本文主要通过梳理高级教练机发动机发

展历程，分析舰载机高级教练机发动机的使用性

能要求和国外发展现状，探究舰载高级教练机动

力的发展途径与未来趋势，为我国海军舰载机训

练装备的选择或研制提供参考。

１　高级教练机发动机发展历程

教练机是空、海军飞行员训练系统的核心，在

理论授课、模拟器练习和教练机空中飞行训练组

成的训练系统中，教练机空中飞行训练占到了整

个训练系统效益的７０％以上
［３］。根据在飞行员

训练程序中所处的阶段和承担的教学任务的不

同，教练机大致可分为初级、初／中级、中级、中／高

级、高级／战斗教练机和同型教练机［４６］，其中高级

教练机一般承担高级阶段（ＡＪＴ）和部分改装阶段

（ＬＩＦＴ）的训练内容。高级阶段训练是通过复杂

气象、武器使用、基本战术演练等进一步提高飞行

技巧；改装阶段训练是在顺利驾驶高性能作战飞机

之前通过特定的技术训练使学员掌握作战机动和

战术等方面的技能，其中一部分可在高级教练机上

实施，剩下部分在现役战斗机同型教练机上完成。

高级教练机是飞行学员成长为战斗机飞行员

的过渡装备，目的是以最经济的训练成本实现最

优的训练效益，使飞行学员达到战斗入门训练的

基本水平。高级教练机动力不要求具备先进军用

航空发动机卓越的热力学性能或采用最为先进的

设计方法，但一定要在接近或实现服役战斗机主

要特性的基础上具有较长的使用寿命、较低的耗

油率、较高的可靠性、较好的维修性和良好的控制

品质［２］。

高级教练机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

初，其配套发动机依据类型和性能的差异大致可

以分为以下３个阶段：

１）２０世纪初期至４０年代

２０世纪初受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

响，为满足战争对飞行员的大量需求，德、法、英、

美等国生产了大量教练机。当时人类对航空领域

的探索刚刚起步，飞机飞行速度不高，飞行性能还

比较落后。这一阶段，教练机与作战飞机性能相

仿，飞行员培养自始至终采用同一型教练机，主要

进行驾驶技能的训练。教练机和战斗机的动力均

为活塞式航空发动机，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和

制造工艺等方面，发动机使用寿命较短，仅为３００

ｈ左右，教练机的训练效益相对较低。图１为美

国的ＡＴ６教练机和配套动力普惠（ＰＷ）Ｒ１３４０

４９发动机，功率为４４７ｋＷ，该发动机属于著名的

普惠“黄蜂”系列活塞发动机。

图１　ＡＴ６教练机和普惠Ｒ１３４０４９发动机

Ｆｉｇ．１　ＡＴ６ｔｒａｉｎｅｒａｎｄＰＷＲ１３４０４９ｅｎｇｉｎｅ

２）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９０年代

１９４４年，德国和英国的首批喷气式战斗机投

入使用，标志着军用飞机进入喷气时代。喷气战

斗机的飞行速度较螺旋桨飞机大幅提高，在飞行

性能、操作特性等方面也有显著不同，原有的活塞

发动机教练机已无法满足喷气式战斗机飞行员的

培养需要。为此飞行员训练体制进行了改革，将

原有的活塞式教练机用于初级训练，并在喷气式

战斗机基础上进行改型得到喷气式教练机用于高

级训练，以实现活塞式初级教练机与喷气式战斗

机之间的衔接过渡。这一时期的高级教练机动力

多是早期喷气发动机的改型，存在耗油率高、稳定

性差、维修困难、工作包线窄等诸多问题，致使飞

行员在训练过程中难以充分地发挥飞机的机动性

能，训练收益不高。如美国的Ｔ３３教练机采用的

是艾利逊Ｊ３３Ａ３５发动机，其推力为２１．３ｋＮ，见

图２。后期针对存在的问题，世界各发动机厂商

对发动机的气动性能、结构设计、稳定性、控制系

３５１２



航　空　动　力　学　报 第３５卷

图２　Ｔ３３教练机和艾利逊Ｊ３３Ａ３５发动机

Ｆｉｇ．２　Ｔ３３ｔｒａｉｎｅｒａｎｄＡｌｌｉｓｏｎＪ３３Ａ３５ｅｎｇｉｎｅ

统等进行了改进优化，逐渐形成２０世纪主流高级

教练机配套动力。如美国Ｔ３８高级教练机动力

为两台通用Ｊ８５ＧＥ５Ｊ涡喷发动机，单台中间推

力为１１．９３ｋＮ，加力推力为１７．１６ｋＮ，最大加力

耗油率为０．２２３５ｋｇ／（Ｎ·ｈ），推质比为６．６，涡轮

前温度为９７７℃。该发动机是通用Ｊ８５ＧＥ４Ａ涡

喷发动机的改型，与之相比增加了加力燃烧室，特

点是采用全钢材料，尺寸小，结构简单，压气机静

子叶片、燃烧室、涡轮盘组件和点火器等可单独拆

卸更换，主要附件集中于机匣顶部或底部便于维

修；法、德合作研制的阿尔法高级教练机配装的是

两台拉扎克０４Ｃ６非加力涡扇发动机，单台推力

为１３．２４ｋＮ，耗油率为０．０７４４ｋｇ／（Ｎ·ｈ），推质

比为４．５６，涡轮前温度为１１３０℃。该型发动机

最初为军用和民用飞机研制，后主要用于军用攻

击／教练机；英国“鹰”Ｔ．ＭＫＩ高级教练机采用动

力为一台阿杜尔１５１０１非加力涡扇发动机，推力

为２３．１３ｋＮ，耗油率为０．０７２４ｋｇ／（Ｎ·ｈ），推质

比为４．２６。该型发动机是在“美洲虎”教练／攻击

机双转子涡轮风扇发动机基础上的改型，阿杜尔

发动机在设计之初就注重低空性能和高空超声速

性能，并要求巡航时具有良好的经济性。其采用

了先进的气动设计和简单紧凑的结构，设计有１２

个单元体，允许在外场不从飞机上拆下发动机就

可更换部件，更易于维修。

３）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

２０世纪末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许多技

术瓶颈被相继突破，继第三代战斗机服役之后各

国先后研制出第四代、第五代战斗机。原有高级

教练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训练需求矛盾的问题日

益凸显，一些国家开始着手研制新一代高级教练

机，期望在满足第三代战斗机飞行高级训练要求

的同时兼顾第四、五代战斗机飞行员的训练［７］。

与此同时高级教练机配套发动机在推质比、涡轮

前温度、控制品质等方面也有了质的飞跃，全权限

数字电子控制系统（ＦＡＤＥＣ）逐步成熟应用，并在

此基础上不断对材料、设计、工艺和结构等方面改

进升级［８］。表１是世界上几款典型的高级教练机

及其配套动力，这几款发动机在提供充足动力具

有较宽工作包线的同时兼顾了经济性与维修性，

使得飞机性能更接近战斗机，保证了飞行员高级

训练和改装训练的高效完成。图３为美国空军最

新订购的Ｔ７Ａ“红鹰”高级教练机及其配套动力

一台通用（ＧＥ）Ｆ４０４ＧＥ４０２涡扇发动机
［９１２］。

该型发动机主要用于Ｆ／Ａ１８Ｃ／Ｄ“大黄蜂”双发

舰载战斗／攻击机，是Ｆ４０４ＧＥ４００发动机的性

能增强型，加力推力提高了１０％，热端部件检查

间隔延长到了２０００ｈ，改善了燃油消耗，同时保持

与基本型的部件通用性超过９５％。

表１　典型高级教练机及其配套动力

犜犪犫犾犲１　犜狔狆犻犮犪犾犪犱狏犪狀犮犲犱狋狉犪犻狀犲狉犪狀犱犻狋狊狊狌狆狆狅狉狋犻狀犵狆狅狑犲狉

教练机 国家
服役

年份

配套

动力

最大状态

推力／ｋＮ

最大耗油率／

（ｋｇ／（Ｎ·ｈ））
涵道比 推质比

涡轮前

温度／℃

Ｔ７Ａ 美国 ２０２３

１台

Ｆ４０４ＧＥ４０２

涡扇发动机

７８．７３（加力） ０．１７７４ ０．３４ ７．８３ １４１３

Ｔ５０ 韩国／美国 ２００６

１台

Ｆ４０４ＧＥ１０２

涡扇发动机

７８．７１（加力） ０．１７７ ０．３４ ７．７６ １４１３

Ｍ３４６ 意大利 ２００８

２台

Ｆ１２４ＧＡ２００

涡扇发动机

２８．３６ ０．０８２６ ０．４７ ５．７１ １３６６

雅克１３０ 俄罗斯 ２０１２

２台

ＡＩ２２２２５

涡扇发动机

２４．５ ０．０６５１ １．１９ ５．６８ １２１０

４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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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Ｔ７Ａ“红鹰”高级教练机和通用Ｆ４０４ＧＥ４０２

涡扇发动机

Ｆｉｇ．３　Ｔ７Ａ“Ｒｅｄｅａｇｌ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ｔｒａｉｎｅｒａｎｄ

ＧＥＦ４０４ＧＥ４０２ｔｕｒｂｏｆａｎｅｎｇｉｎｅ

２　舰载高级教练机发动机性能要求

和发展现状

２１　舰载高级教练机发动机性能要求

根据世界各国舰载机飞行员的培养经验，一

名海军舰载机飞行员除了完成陆基的常规各阶段

训练后还要额外增加完成陆基模拟舰载起降训练

（ＦＣＬＰ）和航母上舰资质训练（ＣＱ）
［１３］，所以舰载

高级教练机配套动力既要满足陆基高级教练机的

性能要求又要满足舰载飞机特殊环境的使用

特点。

舰载战斗机由于特殊的作战环境与起降方

式，对动力装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１４］，这些要求

同样适用于舰载高级教练机。主要可概括为以下

六点：一是抗进气畸变能力。海上舰面环境复杂，

舰载机受母舰高速航行尾流、舰舷侧风等因素影

响会加剧发动机进气压力畸变程度，导致发动机

工作不稳定甚至喘振；另外无论是滑跃式航母还

是弹射式航母，舰载机起飞位的偏流板都会引起

发动机进口的温度场畸变，所以要求发动机具有

较强的抗温度／压力组合畸变能力；二是抗大过载

能力。舰载机在弹射起飞或阻拦着舰过程中发动

机都要承受巨大的轴向和法向过载，而舰载高级

教练机以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培养为目的，其高强

度的舰载起降频次相比舰载战斗机可能更大，这

要求发动机具有更强的抗大过载能力；三是推力

瞬变和快速响应能力。与陆基飞机相比，舰载机

在着舰过程中对飞行速度和下滑轨迹有精准的控

制要求，如果着舰失败需立即复飞，这需要发动机

具备良好的控制品质和快速的推力响应能力，对

舰载高级教练机更是如此；四是海洋环境适应能

力。海洋工作环境具有高温、高湿和高盐雾的特

点，这些恶劣条件会加速发动机内部和表面的老

化腐蚀，所以必须采用抗腐蚀材料或各种抗腐蚀

涂层，强化海洋环境下发动机的性能保持；五是电

磁兼容能力。航母上装有各种指挥、控制、导航、

探测和电子设备，雷达工作频率覆盖范围宽，而舰

载机为了保证在海上恶劣气候条件下全天候起降

以及海上无地标情况下的远程自主导航能力，也

装有大量专用机载电子设备，异常复杂的舰面电

磁环境要求其配套动力装置满足相应的电磁兼容

要求；六是舰面一体化综合保障能力。与陆地上

航空场站不同，航母上空间狭小维修保障资源有

限，舰载机发动机应充分考虑与母舰、飞机的适配

性要求，减少保障工作量和资源的需求，满足航母

舰载机多机种一体化集约保障的要求。

总结来看，舰载高级教练机发动机应是一型

具有较长的翻修寿命和总寿命、工作包线宽广、耗

油率低、性能保持能力强、易保障维修且满足航母

舰载训练、海洋环境使用和舰机发适配等“适海

性”［１５１６］要求的涡扇／涡喷发动机。

２２　舰载高级教练机发动机发展现状

２．２．１　美国舰载高级教练机发动机

美国海军早期的舰载高级教练机为 ＴＡ４Ｊ

“天鹰”舰载高级教练机，配装一台普惠Ｊ５２Ｐ６Ｂ

涡喷发动机，推力为３７．８ｋＮ。Ｊ５２发动机是普惠公

司为美国海军攻击机和战斗机设计研制的一型中

等推力级无加力双转子涡喷发动机，其派生出了多

个不同型号，先后应用于美国海军Ａ４Ｍ／Ｆ／Ｊ“空

中之鹰”单发攻击机、ＥＡ６Ｂ双发电子对抗飞机

等多个机型，截止１９７２年Ｊ５２发动机的飞行时数

已累计达到２．５×１０６ｈ。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在英国“鹰”高级教练机的基

础上美国麦道公司和英国宇航公司联合研制出

Ｔ４５“苍鹰”舰载高级教练机用于替代ＴＡ４Ｊ，目

前有Ｔ４５Ａ／Ｃ两个型号，动力装置为一台罗·罗

Ｆ４０５系列无加力涡扇发动机，如图４。前期采用

Ｆ４０５ＲＲ４０１（阿杜尔８７１）无加力涡扇发动机，推

力为２６．７ｋＮ，２００８年以后的升级版 Ｆ４０５ＲＲ

４０２（阿杜尔９５１）采用了全权限数字电子控制系

统，且推力增加至２８．９ｋＮ，并延长了发动机寿

命，同时更易于维护保养。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制

的阿杜尔系列发动机自１９７６年英国“鹰”式教练

机列装服役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已成功在多型飞

机（英／法美洲虎攻击机、日本三菱Ｆ１战斗机／Ｔ２

教练机）上装配使用了十多年，是一款十分成熟可

靠的发动机［１７］。为满足Ｔ４５舰载高级教练机使

用，罗·罗公司通过改进材料和冷却将燃烧室和

涡轮翻修寿命从１０００ｈ提高到２０００ｈ，并广泛采

５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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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防腐措施，增加了备份燃油系统，同时提高抗

电磁干扰能力，为解决Ｔ４５Ａ飞机着舰下滑过程

中发动机响应慢的问题对燃油控制系统也做了相

应调整。

近几年，美国海军拟规划发展一型更为先进

的舰载高级教练机来替代 Ｔ４５Ａ／Ｃ，并对 Ｔ７Ａ

“红鹰”表示出浓厚的兴趣［１８１９］。Ｔ７Ａ的配装动

力为通用Ｆ４０４ＧＥ４０２涡扇发动机，主要用于Ｆ／

Ａ１８Ｃ／Ｄ“大黄蜂”双发舰载战斗／攻击机。美海

军这种通过选择一型成熟的舰载机发动机降状态

使用为舰载高级教练机提供动力，以提高发动机

寿命，增加循环数的思路，可以说是一种简单高效

的方法。

图４　Ｔ４５舰载高级教练机和阿杜尔涡扇发动机

Ｆｉｇ．４　Ｔ４５ｃａｒｒｉｅｒｂａｓｅｄ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ｔｒａｉｎｅｒａｎｄ

Ａｄｏｕｒｔｕｒｂｏｆａｎｅｎｇｉｎｅ

２．２．２　俄罗斯舰载高级教练机发动机

俄罗斯海军仅有一艘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和一

个舰载战斗机团，舰载战斗飞行员规模较小。为

满足舰载战斗飞行员培养需要，俄海军在低空性

能优异的Ｓｕ２５攻击机基础上改装得到了Ｓｕ

２５ＵＴＧ舰载教练机，其动力为两台图曼斯基Ｒ

１９５无加力涡喷发动机，单台推力为４４．１８ｋＮ，如

图５。Ｓｕ２５攻击机１９７５年首飞，１９８４年装备部

队，Ｓｕ２５ＵＴＧ舰教练机于１９８９年底上舰试飞。

从时间跨度上看，图曼斯基Ｒ１９５涡喷发动机自

配装Ｓｕ２５首飞至Ｓｕ２５ＵＴＧ舰载改装后试飞也

经历了十多年的使用经验积累。

图５　Ｓｕ２５ＴＵＧ舰载教练攻击机和图曼斯基Ｒ１９５

涡喷发动机

Ｆｉｇ．５　Ｓｕ２５ＴＵＧｃａｒｒｉｅｒｂａｓｅｄ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ｔｒａｉｎｅｒａｎｄ

ＴｕｍａｎｓｋｙＲ１９５ｔｕｒｂｏｅｎｇｉｎｅ

通过上述舰载高级教练机对动力装置性能要

求的分析和国外舰载高级教练机发动机发展现状

的回顾，不难发现，舰载高级教练机动力装置最有

效地发展途径是围绕其对发动机长寿命、宽包线、

低油耗、强性能保持、易保障维修及“适海性”等使

用要求选择一款成熟可靠的发动机进行改进研

制，或直接选用一型成熟的舰载战斗机动力降状

态使用，以提高使用寿命。

３　未来舰载高级教练机发动机发展

趋势

　　舰载高级教练机动力的发展离不开舰载战斗

机飞行员培养需求的牵引，同时也应与高级教练

机的发展相匹配。

随着美国Ｆ３５Ｃ第四代舰载战斗机的服役，

拉开了未来信息化、体系化、智能化海上空战的序

幕［２０］，这对未来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的训练培养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飞行技巧、态势感知、作战

思维等方面。未来舰载高级教练机性能上将会向

新一代舰载战斗机进一步靠拢，能够实现超声速

巡航、超机动、持续大机动飞行、智能辅助决策等

飞行训练，并具有更为先进的航电系统，这也要求

配套动力应是具有更高推质比、更低油耗和更大

功率提取的小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美国空军的下

一代高级教练机 Ｔ７Ａ“红鹰”直接选用 Ｆ／Ａ

１８Ｃ／Ｄ“大黄蜂”舰载战斗／攻击机的配套动力也

侧面印证了这一观点。

同时，各国为节省训练成本，优化训练体制，

促使着高级教练机朝着“一机多型，一型多用”的

方向发展［２１２２］。一方面空海军可以联合培养、共

同规划、协同发展，另一方面高级教练机在实现教

练功能的基础上也可改装成为战术飞机。如俄罗

斯在高级教练机雅克１３０的后续发展中即规划

有相应的作战机型，意大利也在２０１７年发布了

Ｍ３４６高级教练机的攻击作战机型 Ｍ３４６ＦＡ，韩

国在Ｔ５０高级教练机的基础上开发推出了ＦＡ

５０轻型攻击机。同样，舰载高级教练机也可改装

发展成为舰载轻型攻击机，实现对地火力支援的

功能。俄罗斯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的舰载机设

计部署方案即为２０架Ｓｕ３３和４架Ｓｕ２５ＵＴＧ，

Ｓｕ２５ＵＴＧ舰载教练机通过改装后就可承担对地

攻击任务。“一机多型、一型多用”的发展思路要

求舰载高级教练机将会长期驻舰伴随训练或承担

相应作战任务，发动机也将长期暴露在恶劣的海

洋环境和复杂的电磁环境中。因此，考虑当前第

五代军用发动机的技术特征［２３２６］，未来舰载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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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动力将会更加注重长寿命设计与管理技术。

如采用新型的高分子复合材料，既可以解决海洋

环境防腐问题又能大大减轻发动机质量；引入发

动机健康管理、智能控制等技术，能够有效评估发

动机状态，预测高强度舰载起降训练与海洋环境

贮存造成的性能衰减，管理发动机维修计划，延长

发动机使用寿命。

此外，舰载高级教练机舰面起飞位偏流板前

的高频次使用势必会造成发动机进口的温度／压

力组合畸变，增加发动机喘振风险。２０００年美国

曾在例行保障时为全部的Ｔ４５舰载高级教练机

换装了改进后的进气唇口，有效改善了部分工况

下的流场质量，减少了发动机喘振和压气机失速

次数［２７］。未来舰载高级教练机发动机也将在努

力提高气动稳定性的同时进一步强化飞发一体化

设计技术，充分考虑发动机与飞机之间的协调和

相互影响，提高复杂条件下的抗进气畸变能力。

结合舰载高级教练机动力装置的发展途径，

未来舰载高级教练机动力将会在选择成熟可靠发

动机进行改进研制或选用舰载战斗机配套动力的

基础上更加侧重对发动机的性能提升、长寿命设

计与管理，以及飞发一体化联合设计。

４　结　论

舰载高级教练机在飞行员培养训练体系中起

到衔接基础教练机和舰载战斗机的重要作用，是

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培养不可或缺的重要装备。本

文通过回顾高级教练机发动机的发展历程，分析

舰载高级教练机对配套动力的性能要求，梳理国

外舰载高级教练机发动机现状，认为当前发展舰

载高级教练机动力的最有效途径是根据飞机平台

的动力需求，在成熟可靠涡扇发动机基础上围绕

舰载高级教练机发动机长寿命、宽包线、低油耗、

强性能保持、易保障维修及“适海性”等方面的相

关要求进行改进研制或直接选用一型舰载战斗机

配套动力降状态使用。未来舰载高级教练机配套

动力将朝着更高推质比、更低油耗、更大提取功

率，更长使用寿命和飞发一体化联合设计的方向

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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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航空发动机的研制和实验中，一些重要的

飞行参数，如总压、静压、飞行器相对于空气的速

度等性能指标都是以压力测试为基础，通常采用

压力受感部、压力探针等带引压管腔形式的测压

系统对压力参数进行动态测量［１４］。由于高温、空

间限制等因素，被测压力通过一段传压管腔后输

出给敏感元件，为了不失真的测出动态信号中的

各种低频到高频的谐波成分，就必须考虑引压管

腔的动态特性［５９］。

在动态压力测量中，分析引压管腔的动态特

性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由于引压管腔自身结

构的频响特性通常较低，引压管腔的动态特性常

常成为制约整个测压系统动态特性的主要因素。

对于静态压力测试，引压管腔的存在并不会影响

压力信号的测量，但对于动态压力测试，引压管腔

往往会导致被测压力信号的谐振或滞后。为了不

失真的测量动态压力信号，对引压管腔动态特性

的研究是修正压力信号畸变的有效方法。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国外以法国国家计

量测试实验室（ＬＮＥ）、美国国家航天局（ＮＡＳＡ）、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ＮＩＳＴ）等为代表，开

展了大量的引压管腔动态特性管腔模型建立和实

验验证［１０１４］，还逐步开展了针对引压管腔的测压

系统内存在不同介质，不同温度，多场耦合等情况

下的动态特性研究。国内以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

有限公司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中国航空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北京长城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等为代表［１５１８］，对引压管腔的动态

特性也进行了大量理论与实验研究，大多针对于

引压管腔结构设计和结构对于动态特性影响分析

补偿上，对于引压管腔使用状态或多物理场耦合

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

综上所述，目前针对引压管腔实际使用环境

下的动态特性研究较少，缺乏不同环境因素对引

压管腔动态特性影响的评估研究。本文建立了引

压管腔的传压模型和谐振频率表达式，通过引压

管腔实验装置实现了不同环境下的引压管腔实

验，研究了静态压力、温度、气体介质对引压管腔

动态特性影响的机理。

１　引压管腔传压模型

在动态压力测量中，由于引压管腔有着低通

滤波的作用，往往使得信号在被传感器接收时就

已经失真［１９］。引压管腔的动态特性对测得信号

的完整性起着决定性作用，管腔的特性往往跟流

体介质属性和管腔结构属性相关。

对引压管腔模型的分析可以从元件的角度出

发的，类比于电路系统中的电子元件，借助电路理

论完成引压管腔的建模［２０２１］。流体在管道内加速

时惯性导致的流感，类似于电路中的电感；管道内

流体柔性导致的流容，类似于电路中的电容；管道

系统因热传递效应导致的流导，类似于电路中的

电导；流体因受黏性摩擦力导致的流阻，类似于电

路中的电阻。利用阻抗分析法得到管腔在频域内

的动态特性。

对于常用的简单直管形式引压管腔测压系

统，结构如图１所示，管腔一端为压力和流量输入

端，另一端为压力和流量输出端，并安装传感器。

图１　直管引压管腔形式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ｉｐｅ

采用频域法进行引压管腔动态特性分析，将

流体方程进行拉普拉斯变换，在二维分布参数模

型下，得到等径流体传输管道动态特性基本方

程为

狆１（狊）

犙１（狊
［ ］）＝

ｃｈΓ（狊） 犣０（狊）ｓｈΓ（狊）

１

犣０（狊）
ｃｈΓ（狊

烄

烆

烌

烎
）

狆２（狊）

犙２（狊
［ ］）

（１）

式中
狆１（狊）

犙１（狊
［ ］）、

狆２（狊）

犙２（狊
［ ］）分别表示输入与输出端的

压力、流量的拉普拉斯变换，犣０（狊）为管腔自身的

特征阻抗，Γ（狊）为传播算子。

可通过式（１）将输入端与输出端的关系演化

成不同的方程，如图１所示的引压管腔边界条件

为：在输出端由于传感器封闭，体积流量为零，即

犙２（狊）＝０ｍ
３／ｓ，可得压力传递函数为

狆２（狊）

狆１（狊）
＝

１

ｃｈΓ（狊）
（２）

　　通常传播算子 Γ（狊）的计算十分复杂，且

Γ（狊）＝γ（狊）犾，用ｊω代替狊，可以得到引压管腔的

幅频特性为

犌（ｊω）＝
狆２（ｊω）

狆１（ｊω）
＝

１

ｃｈγ（ｊω）犾
（３）

　　而管腔发生谐振的条件为

ｃｔｈΓ（ｊω）＝－ｊｃｔｇ
ω犾
狏
＝０ （４）

０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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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ω犾
狏
＝ （２狀－１）

π
２
　（狀＝１，２，…） （５）

　　由此得到引压管腔谐振频率为

犳狀 ＝
（２狀－１）狏
４犾

　（狀＝１，２，…） （６）

式中狏为气体介质中声音传播速度，犳１ 为狀＝１

的时的频率，是引压管腔的固有频率，谐振频率必

为固有频率的整数倍。

根据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可以推算声音在理

想气体中的传播速度为

狏＝
γ狆

槡ρ
＝

γ犚（狋＋２７３．５）

槡 犕
（７）

式中γ为气体等熵指数，狆为气体介质压力，狋为

温度，犕 为气体分子质量。

将式（７）带入式（６），得到引压管腔谐振频率

关系式为

犳狀 ＝

（２狀－１）
γ犚（狋＋２７３．５）

槡 犕
４犾

（８）

　　从式（８）中可以看出，引压管腔的谐振频率与

气体介质压力、温度、气体类型、管腔结构等存在

着一定的数学关系，关于引压管腔结构相关的研

究已开展很多，但对于引压管腔所处不同压力、温

度、介质等不同环境状态等研究较少，那么引压管

腔的动态特性也必将受到上述环境参量的影响。

２　引压管腔实验设计

图２　引压管腔实验装置结构图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ｖ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ｉｐｅ

２１　实验装置

通过理论推导建立了引压管腔传压模型，并

分析了引压管腔特性，但在计算过程中忽略了一

些工程因素对传压模型的影响，如非稳定压力环

境、温度波动、介质不同等，还需要开展进一步的实

验验证，利用实验的方式得到引压管腔的动态特性

曲线，从而分析对引压管腔动态特性的影响因素。

由于正弦信号可控可调，且任意复杂信号都

可以通过频域变换分解为不同幅值和频率的正弦

信号叠加，因此选择正弦信号为动态激励信号，对

评价引压管腔的幅频特性具有代表性，并可以进

一步分析引压管腔的线性特征。

因此设计的引压管腔正弦压力实验装置，其

结构组成如图２所示，主要包括静态压力系统、动

态压力系统和温度系统，基于测试平台（ＰＸＩ）采

集数据，并通过串口通信（ＵＳＢ）控制动态压力系

统产生动态激励。

静态压力系统主要实现在密闭压力容腔内产

生（０～１）ＭＰａ的静态压力，可实现引压管腔在某

一静态压力下产生动态压力；动态压力系统利用

换能器实现在设定静态压力下产生频率范围覆盖

２０～１０００Ｈｚ的正弦压力波；温度系统可为引压

管腔提供２０～４００℃的环境实验条件。

上述实验装置基本满足工程应用中环境参数

的模拟，实际装置如图３所示。

２２　测量方案

利用两支校准过的ＰＣＢ１１２Ａ２２传感器进行

实验，在频率为２０～１０００Ｈｚ内，两支传感器对不

同频点的同一次测量结果偏差在０．８％以内，经

过间隔１Ｈｚ的６次扫频测试，通过贝塞尔公式计

算相对标准偏差来表征测量结果的重复性，结果

表明重复性小于０．１％，选用一支作为参考传感

器，另一支与引压管腔组合作为被测对象，引压管

腔上被加热丝缠绕可以在设定温度环境下对引压

管腔进行温度实验。

将引压管腔与参考传感器安装于同一平面，

１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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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尽量靠近，理论上引压管腔和参考传感器安装

位置极为接近，可认为两者测量的是同一点的压

力值，正弦压力幅值狆ｐ≈狆１≈狆２，引压管腔测量

原理图如图４所示。

图３　实验装置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ｄｅｖｉｃｅ

图４　引压管腔实验原理图

Ｆｉｇ．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ｉｐｅ

在密闭压力容腔内产生的正弦压力幅值狆ｐ

可以依据下式计算：

狆ｐ＝
犝１
犛１

（９）

式中犝１ 为参考传感器输出电压峰值，犛１ 为参考

传感器灵敏度。

而传感器与引压管腔组合后的幅值灵敏度未

知，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犛＝
犝２
犝ｐ

＝
犝２
犝１
犛１ ＝犽犛１ （１０）

式中犝２ 为引压管腔传感器输出电压峰值，犝１ 为

参考传感器输出电压峰值，犽为引压管腔放大系

数，犛１ 为参考传感器灵敏度。

通过式（１０）可以看出，引压管腔的传递函可

以通过引压管腔信号与参考信号的幅值比进行描

述，即引压管腔放大系数犽关于频率的函数，采用

这个特征量来刻画引压管腔系统的幅频特性。

３　影响因素实验与分析

３１　静态压力

引压管腔在实际工程动态测试中，通常处于

某一静态压力或平均压力环境下测量脉动压力

值。为了探究静态压力对引压管腔幅频特性的影

响，保持动态压力系统输出不变，避免传感器感压

面受压不均影响测量结果，选用与感压面近似的

管腔内径，在２０℃环境中利用引压管腔３００５（长

为３００ｍｍ，内径为５ｍｍ）在不同静态压力条件下

进行２０～１０００Ｈｚ扫频实验，分别得到在静态压

力狆ｓ为０．２、０．５、０．８、１．０ＭＰａ下引压管腔的幅

频特性曲线如图５所示，具体实验结果如表１

所示。

图５　不同静态压力下引压管腔幅频特性

Ｆｉｇ．５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ｉｐ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２６１２



　第１０期 李　博等：不同环境因素对引压管腔动态特性影响

表１　不同静态压力下实验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狉犲狊狌犾狋狊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狋犪狋犻犮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狊

静态压力／ＭＰａ 谐振频率／Ｈｚ 谐振点放大系数犽

０．２ ２７９ ２３．３

０．５ ２８１ ２９．９

０．８ ２８３ ３４．５

１．０ ２８３ ３６．８

　　根据图５可知，静态压力基本不会影响引压

管腔的传输特性，谐振点大体在２８０Ｈｚ附近，与

理论计算值２８５．８Ｈｚ近似。在谐振点附近静态

压力有放大谐振效果的作用，并且这种放大效果

随着压力的增大而非线性增大。

理论上，通过式（８）可以看出，静态压力参数

与气体等熵指数γ相关，等熵指数是比定压热容

犮狆 与比定容热容犮犞 之比，对于理想气体，等熵指

数是常数，由气体性质决定，但对于实际气体，等

熵指数与温度狋和压力狆有关。对于实际工况下

气体的犮狆 的实测数据较少，工程上常进行估算，

这就对等熵指数γ计算带来不确定性，等熵指数

γ也就影响着引压管腔的谐振频率，但从实验数

据来看，这种影响很小。

３２　温　度

为了探究温度对引压管腔幅频特性的影响，

选用引压管腔６００５（长为６００ｍｍ，内径为５

ｍｍ），保持动态压力系统输出不变，在０．５ＭＰａ

静态压力下，调节不同温度环境进行２０～１０００

Ｈｚ扫频实验，分别得到环境温度狋ａ 为２０、１００、

２００、３００、４００℃下引压管腔的幅频特性曲线如图

６所示。

图６　不同温度下引压管腔幅频特性

Ｆｉｇ．６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ｉｐ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根据图６中的幅频特性曲线可知，温度对引

压管腔幅频特性造成了偏移并伴随引压管腔放大

系数的改变。随着温度的升高，幅频特性整体右

移，各温度点在谐振频率附近偏移较小，在之后的

谐振频率段内出现较大偏移；伴随温度的升高，引

压管腔放大系数随之非线性减小，具体实验结果

如表２。

表２　不同温度下实验结果

犜犪犫犾犲２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狉犲狊狌犾狋狊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狊

环境温度／℃ 谐振频率／Ｈｚ 谐振点放大系数犽

２０ １４０ １３．９

１００ １４４ １３．３

２００ １５２ １１．７

３００ １５９ １１．３

４００ １６７ １０．９

　　温度对于引压管腔动态特性的影响表现在两

个方面，一方面是温度对于管长的影响，温度升高

导致管长存在微小伸长，导致谐振频率的右移，另

一方面是温度气体介质声速的影响，温度升高导

致声速的增大，从而导致谐振频率的右移，并且随

着频率的升高，气体的热传导系数也在降低，表现

为引压管腔放大系数的降低。

３３　气体介质

在实际工作环境中，引压管腔内的气体成分

通常具有不确定性，不同的气体介质具有不同的

物理属性，主要差异表现在声音传播速度上。同

一种引压管腔在不同的介质下表现为不同的动态

特性，因此对于评估引压管腔所使用的气体介质，

对其工作频段选择和获取数据的准确性评价具有

参考作用。

在狋ａ＝２０℃环境中和狆ｓ＝０．５ＭＰａ静态压力

下，利用引压管腔３００５进行不同气体介质在

２０～１０００Ｈｚ的扫频实验，分别得到空气 Ａｉｒ、氦

气Ｈｅ、氮气Ｎ２ 下的幅频特性如图７所示。

结果表明，空气和氮气下的引压管腔特性基

本一致，谐振频率相差较小，原因可能是空气中氮

气体积分数达７８％与氮气的性质基本一致。氦

气下谐振频率与空气下二次谐振频率接近，是空

气下谐振频率的３倍左右，使用氦气介质引压管

腔的工作带宽明显优于使用空气介质，可能由于

在大气环境下氦气声速是空气声速的３倍左右，

这与式（６）的计算结果接近，利用氦气作为压力介

３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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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不同介质下引压管腔幅频特性

（狋ａ＝２０℃，狆ｓ＝０．５ＭＰａ）

Ｆｉｇ．７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ｉ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ｉｐ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ｄｉａ

（狋ａ＝２０℃，狆ｓ＝０．５ＭＰａ）

质进行校准和测试有利于增加有效的频率带宽。

４　结　论

本文通过理论建立引压管腔传压模型和谐振

频率关系式，确立影响引压管腔动态特性的主要

因素，包括静态压力、温度、气体介质等，利用研制

的引压管腔实验装置进行影响因素验证实验，主

要结论如下：

１）静态压力会引起引压管腔在谐振频率附

近的输出增益效果，引压管腔放大系数随着静态

压力的增大而非线性增大，且并不会引起引压管

腔动态特性的整体改变，对谐振频率改变微小。

２）温度对引压管腔的动态特性影响显著，主

要表现为温度会直接影响声速在介质中的传播速

度，随着温度升高声速增大，导致引压管腔幅频特

性的右移，谐振频率增大。同时，温度与气体导热

系数成反比，温度升高会引起气体传递压力波的

衰减。

３）气体介质对于引压管腔动态特性的改变

取决于气体本身的热动力学参数，通过气体微观

运动可以理解为气体分子结构与声波的相互作

用，不同气体如果性质较一致则会表现为相似的

动态特性，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利用气体介质的不

同选择合适长度的引压管腔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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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保证舰载直升机的安全，本文基于嵌套网格方法，针对ＣＧ４７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搭载 ＵＨ

６０“黑鹰”直升机的机舰组合进行了流场仿真。研究了此组合在不同风向角及风速下的着舰流场，并结合飞行

力学模型计算了直升机操纵量和姿态角。根据安全着舰判据，绘制了此组合的理论风限图。结果表明：滚转

角及周期变距操纵量均随来流速度增加，俯仰角则受到来流和舰上建筑的多重影响。风向角越小，最大着舰

速度越大，且总体左侧大于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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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升机以旋翼旋转作为飞行动力，相比于常

规的固定翼飞机，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可以做出垂

直起降、悬停、低空低速飞行等动作，在海上执行

多种其他飞行器无法执行的任务。然而舰船飞行

甲板面积狭小，附近空域会受到海风、波浪、舰船

上层建筑紊流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导致舰载直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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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起降条件差，飞行环境复杂，危险系数很大［１］。

因此，认真研究舰船飞行甲板附近的流场特性以

及流场对舰载直升机的影响，对指导舰载直升机

安全飞行具有很积极的意义。

１　研究背景与现状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针对舰载直升机在起

降区域流场特性的研究逐渐展开。在研究过程中

逐渐发展出三类主流研究方法：实船测量、风洞试

验和数值模拟。实船测量基本能完全再现舰载直

升机实际的使用场景，结果误差较小，真实可信，

有很强的参考价值。但需要大量的试验仪器和装

备的配合，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成本居高不下

且有一定的危险性，可执行程度低，通常作为补充

验证。风洞试验在针对舰载直升机附近流场的研

究中应用广泛，其具有安全性高、适应性广的特点。

但是由于采用缩比模型，同时还有风洞壁面和测量

设备的影响，在试验结果上可能会有一定误差。随

着计算机技术以及性能的不断提升，数值模拟方法

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在针对舰载直升机流场的研究

中。其成本低廉，可模拟各种不同的、复杂的应用

场景。在计算方法不断进步的今天，数值模拟的

计算精度也有大幅提升。数值模拟方法已经成为

舰载直升机流场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国外针对舰载直升机流场研究起步较早，且

主要是针对飞行甲板处的流场研究。Ｊｏｈｎｓ等
［２］

利用可视化烟雾研究了ＤＤ９６３驱逐舰在风洞中

的流场形态，并观察到在舰船锐边产生的非定常

分离流动。Ｃｈｅｎｅｙ和Ｚａｎ等
［３４］提出了重要的简

化护卫舰模型（ＳＦＳ）和ＳＦＳ２，并针对其缩比模型

进行了一系列风洞试验，得到了甲板附近的流场

流态、平均速度及湍流强度等。Ｎａｃａｋｌｉ和Ｓｔａｒ

ｇｅｌ等
［５６］利用ＳＦＳ模型和四旋翼模型进行了风

洞试验，得到了旋翼与舰船之间相互干扰的数据。

Ｆｏｒｒｅｓｔ等
［７］，采用非结构网格的ＤＥＳ（ｄｅｔａｃｈｅｄ

ｅｄｄ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方法，针对ＳＦＳ２模型和皇家海

军护卫舰Ｔ２３，在多种风场条件下，研究模拟了飞

行甲板上方的流场情况，并将模拟结果与风洞试

验及实船测量结果相对比，表明ＣＦＤ方法的结果

与试验结果基本相似，但在风向角较大时有一定

差异。Ｂｒｏｗｎｅｌｌ等
［８］针对 ＹＰ６７６型舰船，测量

了在０°和１５°右舷风下飞行甲板附近流场的速度

和雷诺应力。

早期的直升机／舰船耦合流场数值研究出于

简单的考虑，大多不考虑与舰载机的耦合（单向耦

合），即把孤立舰船的流场信息提取出来，再添加

到旋翼流场的计算当中，只考虑舰船航流场对直

升机流场的气动干扰。这样，飞行动力学和 ＣＦＤ

可以分开单独计算，避免复杂的建模要求，降低计

算成本。如Ｆｏｒｒｅｓｔ等
［９］将采用ＤＥＳ方法计算得

到的非定常舰船空气流场数据导入到ＦｌｉｇｈｔＬａｂ

飞行仿真软件里，分析“山猫”、“海鹰”舰载直升机

模型在ＤＩＰＥＳ（ｄｅｃｋ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ｐｉｌｏｔｅｆｆｏｒｔｓｃａｌｅ）

评定标准下的飞行员操纵环境和起降飞行包线。

Ｋｒｉ等
［１０］将时间精确计算的舰船航流场数据

集成到ＦｌｉｇｈｔＬａｂ模拟环境，记录在舰船航流场

单向作用下直升机模型在不同甲板位置处旋翼的

气动载荷变化曲线，从而分析旋翼的操纵性能和

潜在的飞行员工作载荷。但是通过与试验数据对

比可知，直升机的控制输入参数存在较大的差异，

这是由于没有考虑到直升机流场对舰船航流场的

反向作用。Ｒｏｐｅｒ等
［１１］在直升机舰面起降飞行

动力学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六自由度飞行模拟器进

行驾驶员在环的直升机舰面起降飞行仿真，在仿

真中采用线性插值的方式计入稳态舰船尾流对直

升机飞行特性的影响，并通过驾驶员的主观评价

确定起降风限图。结果表明，虽然只考虑到稳态

舰船尾流的作用，但驾驶员在环飞行仿真能捕捉

到舰船前方来流的风速、风向变化和直升机操纵

行程限制对起降风限图的影响。

随着ＣＦＤ数值模拟技术的发展，双向耦合的

着舰域流场的数值研究工作逐渐开展。Ｔａｔｔｅｒ

ｓａｌｌ等
［１２］采用均匀的作用盘方法对舰船与舰载机

（直升机）旋翼、机身的交互稳态气流场进行研究。

英国利物浦大学的Ｃｒｏｚｏｎ等
［１３］利用ＣＦＤ方法

和作用盘方法研究了海王直升机主旋翼对加拿大

某型号巡逻护卫舰的着舰域流场的影响，并且着

重研究了旋翼处在前飞状态和靠近甲板悬停时候

的流场。并将动量源方法计算的耦合定常计算结

果与“单向耦合法”的计算结果进行对比，指出了

当直升机在近舰面空气流场操纵时，舰船流场和

旋翼尾流场之间会发生严重的耦合作用。

国内在舰船流场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不过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赵维义等［１４１５］应用粒子图

像测速技术（ＰＩＶ）针对某型护卫舰的缩比模型进

行了风洞试验，在不同风场的工况下研究了机库

门开合等对流场的影响，并且探讨说明了缩比模

型风洞试验的结果与舰船真实流场基本一致。陆

超等［１６］利用ＡＮＳＹＳＣＦＸ软件针对ｌａｎｄｉｎｇｈｅｌｉ

ｃｏｐｔｅｒａｓｓａｕｌｔ（ＬＨＡ）护卫舰缩比模型进行了不

７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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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风向角的情况下的ＣＦＤ模拟，通过对比多个起

降点的风场模拟数据得出风向角对舰面空气流场

形态有较大影响的结论，并且越靠近上层建筑区

域气流变化越剧烈。宗昆等［１７］分别利用Ｎａｖｉｅｒ

Ｓｔｏｋｅｓ（ＮＳ）方程（ＳｐａｌａｒｔＡｌｌｍａｒａｓ（ＳＡ）湍流

模型）和ｍｏｎｏｔｏｎ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ｌａｒｇｅｅｄｄｙ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ＭＩＬＥＳ）方法对ＳＦＳ２模型的舰船流场进行

ＣＦＤ模拟，并将结果与国外风洞试验结果相对

比，研究表明两种方法都能较为准确的模拟流场

信息，并且 ＭＩＬＥＳ方法对尾流场的模拟预测精

度较ＳＡ模型更高。

本文从ＣＦＤ数值模拟方法出发，跳出了以前

单纯模拟舰船飞行甲板附近流场，得到结果再分

析对舰载直升机影响的思路。利用嵌套网格方

法，直接将可模拟真实旋翼转动的直升机模型放

置在飞行甲板的起降区域，建立起直升机舰船的

耦合流场并进行模拟分析，得到舰载直升机的一

些飞行特性，可为舰载直升机的安全起降提供一

定的参考。

２　计算方法与模型

２１　流动控制方程

流动控制方程包括连续方程、动量方程和能

量方程，是在质量、动量及能量三大守恒定律上建

立起来的计算流体力学的基本方程。通常，对非

定常可压缩的流体，流动控制方程可表达为

ρ

狋
＋
（ρ狌犻）

狓犻
＝０ （１）

（ρ狌犻）

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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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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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

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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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ρ为流体密度，狌犻 为流体在犻方向的速度分

量，犳犻 为单位体积流体受到的体力，狆为流体压

强，犺为流体的焓，τ犻犼为应力张量的分量，犜 为流

体温度。

以ＮＳ方程作为主控方程在流动数值模拟

中占据了主要地位，但直接求解ＮＳ方程计算量

很大，非常困难。因此在对直升机舰船耦合流场

进行数值模拟时，本文使用求解雷诺平均ＮＳ方

程（ＲＡＮＳ）的方法。即把ＮＳ方程中的瞬态变量

分为平均量和脉动量两部分，可表达为

ψ犻 ＝
珔
ψ犻＋ψ′犻 （４）

式中ψ犻可表达为速度、能量、压力等各个变量。

将其代入前述控制方程，取平均值即可得到

可压缩流体流动的质量加权平均控制方程。

２２　湍流模型

湍流是典型的非线性随机过程，在数值模拟

中可选择的湍流模型有很多。考虑到重点关注的

对象为舰船飞行甲板附近的直升机，流体速度较

低，并带有真实旋翼转动，本文选用ｒ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ＲＮＧ）犽ε模型
［１８］，以避免标准犽ε模

拟旋流和绕流时的缺陷。ＲＮＧ犽ε模型的输运

方程可表达为

犽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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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犽和ε是两个基本变量，犌ｋ 是由平均速度梯

度引起的湍流动能犽的产生项，犌ｂ 是由浮力引起

的湍流动能犽的产生项，犢ｍ 代表了可压缩湍流中

的脉动扩张对整体湍流动能耗散率的贡献，犆１ε、

犆２ε和犆３ε是常数，σ犽 和σε 分别为犽 和ε的湍流

Ｐｒａｎｄｔｌ数，犛犽 和犛ε是用户定义的源项。

２３　嵌套网格方法

在先前的研究中，为了得到舰载直升机在飞

行甲板附近的飞行特性，往往采用两种方法：①先

单独分析孤立的舰船流场，再将飞行甲板附近的

流场数据提取出来，代入到直升机模型中进行分

析。②将舰载直升机的旋翼部分简化为固定的动

量源项，即作用盘，再一同分析直升机舰船的组

合模型。这两种方法可以提高效率，节省计算资

源，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很好地刻画舰载直

升机周围流场的流动特点。为方便进行对旋翼

机身舰船一体化模型的数值模拟，可采用嵌套网

格技术。首先将计算区域分为若干个子区域，独

立生成网格，然后将有区域重叠嵌套部分的网格

之间设置重叠网格交界面，进行网格装配。本文

生成一套非结构的嵌套网格。整套网格主要包括

三部分：①代表旋翼桨叶的贴体网格，可随旋翼一

起进行转动；②代表直升机机身、舰船及其上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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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等复杂外形的贴体网格，可静止不动也可根据

需要进行移动；③代表整体空间流场的背景网格，

并在直升机附近和飞行甲板上方等重点观测区域

进行了网格加密。

２４　飞行力学模型

建立一个完整准确的直升机动力学模型是对

其进行平衡特性计算、稳定性分析和操纵响应研

究的基础。本文以ＵＨ６０直升机为研究对象，其

总体布局为单旋翼带尾桨。本文将直升机主要气

动部件分为主旋翼、尾旋翼、机身、水平和垂直安

定面，采用各部件分别建模的方法，考虑各个部件

间存在的运动耦合和气动干扰，最终得到直升机

整体的非线性动力学模型。建模中使用到的气动

力数据采用风洞试验结果。

在分析直升机的基本运动学方程和动力学方

程时，为方便和简化直升机动力学方程的推导，假

定直升机为一刚体，做如下假设：①忽略直升机的

弹性振动及变形的影响；②假定地球固定于空间，

忽略地球自传与公转的影响；③假定直升机本身

的质量及质量分布保持不变；④假定直升机是左

右对称的。

在上述假定下，直升机的运动可以看成是６

个自由度的刚体运动，即包括质心沿３个轴的线

运动（航向的进退、升降和横向的左右侧飞）和３

个轴的转动（滚转、俯仰和偏航）。下面给出几个

主要部件的建模过程。

１）主旋翼气动模型

主旋翼是直升机最主要的操纵面，是直升机

的主升力面，也提供着直升机纵向、横向的操纵

力。在本文中，以叶素理论和旋翼升力线理论为

基础，推导建立旋翼各方向的力和力矩方程。

先给出旋翼翼尖轨迹平面运动学方程为

犪̈＋珦犇犪＋珦犓犪＝珟犳 （７）

其中犪＝（犪０，犪１，犫１）
Ｔ，列向量的各参数分别代表

挥舞角、后倒角和侧倒角。̈犪、犪分别为犪向量的

一阶和二阶导数，之后依据旋翼动量理论和叶素

理论，建立了积分格式的旋翼气动模型，推导得到

旋翼的拉力、侧向力、后向力以及三个方向上的力

矩（犜，犎，犢，犕，犔，犙）的计算公式。再进行坐标

系转换即可得到体轴系下的力和力矩的表达式。

２）尾桨旋翼气动模型

尾桨主要产生偏航力矩，为直升机提供航向

操纵力，且用来平衡主旋翼的反扭矩。尾桨的建

模与主旋翼建模大致相同，但由于尾桨角速度较

大，在考虑尾桨的挥舞运动时，这里假定其挥舞系

数稳定不变，其表达式如下：

犪１ｔｒ，ｃ＝
１

Δｔｒ，ｃ
·

犓１ｔｒ １＋
３

２μ
２
ｔｒ，（ ）ｃ 犳１ｔｒ，ｃ－ １＋

μ
２
ｔｒ，ｃ（ ）２ 犳２ｔｒ，［ ］ｃ （８）

犫１ｔｒ，ｃ＝

１

Δｔｒ，ｃ
犓１ｔｒ １＋

１

２μ
２
ｔｒ，（ ）ｃ 犳２ｔｒ，ｃ＋ １－

μ
２
ｔｒ，ｃ（ ）２ 犳１ｔｒ，［ ］ｃ

（９）

其中

Δｔｒ，ｃ＝１－
μ
４
ｔｒ，ｃ

４
＋犓

２
１ｔｒ １＋

μ
２
ｔｒ，ｃ（ ）２ １＋

３

２μ
２
ｔｒ，（ ）ｃ
（１０）

犳１ｔｒ，ｃ＝
４

３μ
ｔｒ，ｃα０ｔｒ－

１６

γｔｒΩｔｒ
ρｔｒ，ｃｗ－

狇ｔｒ，ｃｗ

Ωｔｒ
（１１）

犳２ｔｒ，ｃ＝
８

３
犓１ｔｒμｔｒ，ｃα０ｔｒ＋

１６狇ｔｒ，ｃｗ

γｔｒΩｔｒ
－

μｔｒ，ｃ
８

３
θ０ｔｒ＋２θｔｔｒ＋２λ（ ）ｔｒ －狆ｔｒ，ｃｗΩｔｒ （１２）

式中犓１ｔｒ为尾桨旋翼俯仰挥舞耦合系数，α０ｔｒ为尾

桨旋翼锥度角，γｔｒ为尾桨旋翼洛克数，θ０ｔｒ为尾桨

桨叶叶根安装角，θｔｔｒ为尾桨桨叶扭度，λｔｒ为尾桨

旋翼入流比。

尾桨旋翼的当地来流速度还需要考虑主旋翼

的下洗影响，其表达式如下：

狌ｔｒ＝狌ｂ

狏ｔｒ＝狏ｂ＋狆ｂ（犆ｗｌ，ｔｒ－犆ｗｌ，ｃｇ）－狉ｂ（犆ｓｔａ，ｔｒ－犆ｓｔａ，ｃｇ）

狑ｔｒ＝狑ｂ＋狇ｂ（犆ｓｔａ，ｔｒ－犆ｓｔａ，ｃｇ）＋狑犻，ｔｒ （１３）

式中犆ｓｔａ、犆ｗｌ分别为地面坐标系分量，ｃｇ表示直

升机质心，狑犻，ｔｒ即为主旋翼的下洗诱导速度，由风

洞数据插值得到。

３）机身气动模型

由于机身的形状不规则，目前并没有直接计

算机身气动力和力矩的理论公式，本文主要利用

直升机机身的大量风洞试验数据进行模拟，假定

机身产生的力和力矩是迎角和侧滑角的函数，最

后通过回归算法计算得到机身上的力和力矩。

首先定义机身处的迎角与侧滑角

αｆ＝θｗ ＝ｔａｎ
－１
狑ｆ

狌ｆ
（１４）

βｆ＝－ψｗ ＝ｔａｎ
－１ 狏ｆ

狌２ｆ＋狑
２

槡 ｆ

（１５）

其中机身的各速度分量为

狌ｆ＝狌ｂ

狏ｆ＝狏ｂ－狉ｂ（犆ｓｔａ，ｆ－犆ｓｔａ，ｃｇ）

狑ｆ＝狑ｂ＋狇ｂ（犆ｓｔａ，ｆ－犆ｓｔａ，ｃｇ）－狑犻，ｆ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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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狑犻，ｆ是主旋翼对机身的诱导速度项。之后通

过对风洞数据的插值计算得到机身的力和力矩表

达式。

通过上述介绍的各部件建模，我们可以得到

各部件上的气动力和气动力矩，再加上全机的重

力载荷，忽略发动机产生的力矩，便可以通过叠加

合成得到全机上的合力和合力矩表达式。其全机

动力学方程为

犡

犢

熿

燀

燄

燅犣 ｒ

＝

犿

狌ｂ

狏ｂ

狑

熿

燀

燄

燅ｂ

＋

０ －狉ｂ 狇ｂ

狉ｂ ０ －狆ｂ

－狇ｂ 狆ｂ

熿

燀

燄

燅０

·

狌ｂ

狏ｂ

狑

熿

燀

燄

燅

烄

烆

烌

烎ｂ

（１７）

犔

犕

熿

燀

燄

燅犖 ｒ

＝犐ｂ·

狆ｂ

狇ｂ

狉

熿

燀

燄

燅ｂ

＋

０ －狉ｂ 狇ｂ

狉ｂ ０ －狆ｂ

－狇ｂ 狆ｂ

熿

燀

燄

燅０

·犐ｂ·

狆ｂ

狇ｂ

狉

熿

燀

燄

燅

烄

烆

烌

烎ｂ

（１８）

其中犐ｂ为直升机的惯性矩阵

犐ｂ＝

犐狓狓 ０ 犐狓狕

０ 犐狔狔 ０

犐狓狕 ０ 犐

熿

燀

燄

燅狕狕

（１９）

　　最后附加直升机姿态角和角速度间的关系

１ ０ －ｓｉｎθ

０ ｃｏｓ ｓｉｎｃｏｓθ

０ －ｓｉｎ ｃｏｓｓｉｎ

熿

燀

燄

燅θ

·



θ



熿

燀

燄

燅ψ

＝

狆ｂ

狇ｂ

狉

熿

燀

燄

燅ｂ

（２０）

　　在稳定飞行状态下，令直升机上的全部外力

和外力矩合成为零，采用牛顿迭代法对方程组进

行迭代求解，即可得到直升机在该状态下所需的

操纵量和姿态角。

２５　研究对象

本文采用美国ＣＧ４７Ｔｉｃｏｎｄｅｒｏｇａ级巡洋舰

搭载ＵＨ６０“黑鹰”直升机的模型进行计算分析。

主要参数见表１和表２。

采用前述的网格生成方法，利用 ＡＮＳＹＳ

ＩＣＥＭＣＦＤ软件，分别针对旋翼、直升机及舰船、

背景部分进行网格划分，效果如图１所示，其中飞

行甲板附近加密网格部分如图２所示。

表１　犆犌４７巡洋舰的主要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犕犪犻狀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犆犌４７犮狉狌犻狊犲狉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舰长／ｍ １７３

型宽／ｍ １６．８

航速／（ｋｍ／ｈ） ６０．１９

最大吃水深度／ｍ １０．２

表２　犝犎６０直升机的主要参数

犜犪犫犾犲２　犕犪犻狀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犝犎６０犺犲犾犻犮狅狆狋犲狉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总长度／ｍ １９．７６

机身长度／ｍ １５．２７

机身宽度／ｍ ２．３６

高度／ｍ ５．１３

总质量／ｋｇ ７４３８．９１

主旋翼半径／ｍ ８．１８

主旋翼桨叶数 ４

旋翼面积／ｍ２ ２１０

尾桨半径／ｍ １．６８

图１　舰载直升机整体网格

Ｆｉｇ．１　Ｇｌｏｂａｌｇｒｉｄｏｆｓｈｉｐｂｏｒｎｅ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

图２　飞行甲板附近加密网格

Ｆｉｇ．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ｄｅｎｓｉｔｙｇｒｉｄｎｅａｒｔｈｅｆｌｉｇｈｔｄｅｃｋ

２６　计算设置

流场仿真计算采用ＳＴＡＲＣＣＭ＋软件。计

算区域大小设置以舰长犾和型宽犮为依据。前部

长度为４犾，后部长度为６犾，左右宽分别为１０狑，高

度依据舰上建筑物的典型高度犺，设为１０犺。计算

域前方入口边界条件为速度入口，后方出口为压

力出口。上部为速度入口，左右均为对称面，考虑

到模型复杂程度，为简化计算量，下部即海平面为

无滑移壁面。直升机及舰船均为无滑移壁面。计

算方法是三维非定常隐式求解方法，湍流模型是

ＲＮＧ犽ε模型，流体模型是理想气体，时间离散

格式选为２阶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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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算例及结果分析

３１　验证算例

采用国际通用的简化护卫舰模型ＳＦＳ２进行

算例验证，ＳＦＳ２模型长为１３８．６８ｍ，宽为１３．７２

ｍ，高为１６．７６ｍ，具体造型如图３所示。建模分

析方法均采用前文所述的相同方法，模型网格如

图４所示。

图３　ＳＦＳ２护卫舰模型尺寸参数（单位：ｍ）
［１９］

Ｆｉｇ．３ＳＦＳ２ｆｒｉｇａｔｅｍｏｄｅｌｓｉｚ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ｕｎｉｔ：ｍ）
［１９］

图４　ＳＦＳ２护卫舰模型网格

Ｆｉｇ．４　ＧｒｉｄｏｆＳＦＳ２ｆｒｉｇａｔｅｍｏｄｅｌ

　　以０°正前方来流速度为１５ｍ／ｓ为例，在舰艉

甲板长１／２处，机库高度处，设置一条两倍于甲板

宽度的横向观察线，线上布置一系列观察点，分别

取得各观察点的 犡、犢、犣 三向气流速度，与文

献［１４］中同条件下的风洞试验数据进行对比，结

果如图５所示，其中横轴代表当前观察点到甲板

对称面的距离狔与甲板宽度犫的比，纵轴代表当

前观察点某向分速度与远方来流入口速度狏１ 的

比。可以看出对于舰艉甲板附近的流场状态，数

值模拟方法和风洞试验的结果基本吻合，两种方

法各方向分速度比之差基本小于０．２，仅在速度狌

的个别点误差较大，但整体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可

图５　观察点三向速度试验值与计算值对比图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ｅｓｔａｎ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ｔｈｒｅｅｗａｙｓｐｅｅｄ

以用来探究直升机的着舰过程。

３２　舰载直升机算例

本文采用前述ＣＧ４７和 ＵＨ６０组合模型进

行多组计算，包括风向角αｗ 为０°、左右侧３０°、

６０°、９０°下的多组不同速度工况，并根据每个工况

下的气动力对舰载直升机进行飞行力学分析，得

到了不同工况下的舰载直升机周围流场情况、机

身姿态和操纵量情况。

３．２．１　流场情况

以风向角０°工况为例，图６绘制了风向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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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来流速度为６０ｋｍ／ｈ工况舰船纵向对称面的

速度云图。图７绘制了风向角为０°，来流速度为

６０ｋｍ／ｈ工况不同视角下的等值涡量图，包括飞

行甲板附近视图和飞行甲板俯视视图，并以当地

速度进行着色。由图可见，利用嵌套网格方法处

理直升机，模拟真实的旋翼转动，可以较为准确地

捕捉到旋翼产生的桨尖涡及涡向后脱落发展的痕

迹。由于ＣＧ４７型舰船上层建筑复杂，远前方来

流首先要绕过上层建筑，速度降低，已经产生一定

的涡旋，使均匀来流变为乱流。再流动到飞行甲

图６　风向角为０°、来流速度为６０ｋｍ／ｈ对称面速度云图

Ｆｉｇ．６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ｐｌａｎ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ｕｎｄｅｒｗｉ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０°ａｎｄｆ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６０ｋｍ／ｈ

图７　风向角为０°、来流速度为６０ｋｍ／ｈ涡量图

Ｆｉｇ．７　Ｖｏｒｔｅｘ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ｕｎｄｅｒｗｉ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

０°ａｎｄｆ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６０ｋｍ／ｈ

板区域受到直升机旋翼的作用，产生更大范围的

复杂涡旋。同时，直升机在这种乱流中悬停或降

落，都是非常危险的，困难程度远超在地面的情

况。因此，很有必要对舰载直升机的飞行力学特

性进行分析，了解直升机的操纵量和姿态角变化，

为安全飞行提供指导。

３．２．２　来流风速对直升机着舰的影响

采用前述方法，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中搭建好

飞行力学模型，将不同工况下计算得到的舰载直

升机流场数据代入到飞行力学模型中，使用牛顿

迭代法进行配平，得到初步配平结果。再利用初

步配平结果对ＣＦＤ模型进行姿态修正，继续计算

得到修正后的流场数据再次进行配平。如此反复

耦合配平直到结果变化小于收敛条件，可求得直

升机在着舰过程中，受到各方向海风和舰船前部

建筑及甲板的共同影响下，稳定时的机身姿态和

操纵量。

在风向角为０°工况下，选取来流速度为５５、

６０、６５、７０ｋｍ／ｈ进行观察。在风向角左侧３０°工

况下，选取来流速度为６０、６５、７０、７５ｋｍ／ｈ进行观

察。图８给出了滚转角的变化情况，其中横轴代

表远前方来流速度，纵轴代表当前工况下配平滚

转角。由图可见，在同一风向角下，直升机的平衡

滚转角都有随速度逐渐增大的趋势，这对于需要

平稳降落的直升机是非常不利的。且曲线斜率也

随速度有所增加，这说明在大风速下直升机的滚

转姿态平衡会迅速恶化，导致安全事故。同样，图

９给出了俯仰角的变化情况。风向角不同时，平

衡俯仰角随速度产生了不同的变化趋势，这说明

图８　风向角为０°和左侧３０°工况配平滚转角

Ｆｉｇ．８　Ｔｒｉｍｍｉｎｇｒｏｌｌａｎｇｌｅｕｎｄｅｒｗｉ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

０°ａｎｄｌｅｆｔ３０°

直升机在飞行甲板上方准备降落时，平衡姿态并

不和来流速度呈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受到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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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风向角为０°和左侧３０°工况配平俯仰角

Ｆｉｇ．９　Ｔｒｉｍｍｉｎｇｐｉｔｃｈａｎｇｌｅｕｎｄｅｒｗｉ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

０°ａｎｄｌｅｆｔ３０°

方向和舰上建筑的多重影响。

对于操纵量，同样选取前述工况，图１０～图

１２给出了不同风向角下直升机主要操纵量的变

化情况，其中横轴代表远前方来流速度，纵轴代表

图１０　风向角为０°和左侧３０°工况配平纵向周期变距

Ｆｉｇ．１０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ｃｙｃｌｅｐｉｔｃｈｕｎｄｅｒｗｉ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ｇｌｅ０°ａｎｄｌｅｆｔ３０°

图１１　风向角为０°和左侧３０°工况配平横向周期变距

Ｆｉｇ．１１　Ｌａｔｅｒａｌｃｙｃｌｅｐｉｔｃｈｕｎｄｅｒｗｉ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

０°ａｎｄｌｅｆｔ３０°

图１２　风向角为０°和左侧３０°工况配平总距

Ｆｉｇ．１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ｐｉｔｃｈｕｎｄｅｒｗｉ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

０°ａｎｄｌｅｆｔ３０°

各个操纵量占设计最大值的百分比。由图可见，

纵向、横向周期变距操纵量在相同的风向角下，均

随速度的增加有所增长。这是因为随着速度增

加，直升机的机身姿态更加偏离基准位置，需要更

大的操纵量来维持姿态。但在飞行甲板附近时，

为了安全考虑，全机的载荷和垂向降落速度基本

不会发生很大变化，所以总距操纵量则是随速度

增加有所下降。

３．２．３　来流风向角对直升机着舰的影响

在相同速度下，对不同风向角的配平情况进

行对比。随着风向角增大，即侧风风速增加而正

面风速降低，直升机的姿态角有着显著变化。俯

仰角逐渐减小，而滚转角则逐渐增加且偏向来流

侧风的方向。这种趋势同时也反映在操纵量上，

纵向周期变距操纵量减小而横向周期变距的操纵

量增大。至于总距则是略微有所下降，主要还是

与风速有关。

总体来看，根据常见的直升机着舰安全准则，

各个操纵量虽然变化幅度不小，但都在安全裕度

之内。反而是滚转角和俯仰角容易超出安全限

制，成为影响直升机安全着舰的重要指标。

３３　理论风限图绘制

在各种海面环境、气象条件以及进场方式等

等状况下，某一具体直升机在某一舰船上起降时

的，不同风向下的最大速度，即安全边界即为舰载

直升机的风限图。这个风限图是综合反映机舰动

态配合安全性的参考标准。

综合直升机陆基操作规范和前人的研究经

验，确定ＣＧ４７巡洋舰搭载 ＵＨ６０直升机理论

风限图直升机安全着舰判据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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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直升机安全着舰判据

犜犪犫犾犲３　犎犲犾犻犮狅狆狋犲狉狊犪犳犲狋狔犾犪狀犱犻狀犵犮狉犻狋犲狉犻狅狀

变量 数值

滚转角／（°） ＜ ５

俯仰角／（°） ＜ ８

纵向操纵量／％ ＜８５

横向操纵量／％ ＜８５

总距推进量／％ ＜８５

脚蹬位移量／％ ＜８０

　　结合前述流场计算与飞行力学配平的方法，

依据表２中安全着舰判据，可分别求出不同风向

角下直升机可着舰作业的最大风速。将不同角度

的最大风速边界以极坐标的形式绘制出来，即可

得到理论风限图。针对本文选取的ＣＧ４７巡洋

舰搭载ＵＨ６０直升机这一机舰组合，理论风限图

如图１３。其中０°方向为舰船船头方向，风速单位

为ｋｍ／ｈ。

图１３　ＣＧ４７巡洋舰搭载ＵＨ６０直升机理论风限图

（单位：ｋｍ／ｈ）

Ｆｉｇ．１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ａｆ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ｏｆＣＧ４７

ｃｒｕｉｓｅｒｗｉｔｈＵＨ６０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ｕｎｉｔ：ｋｍ／ｈ）

由图１３可见，同一机舰组合，在不同风向角

下的最大着舰风速差别较大，总的来说，来流风

向越靠近船头航向，最大着舰风速越大。侧向

风则会导致最大着舰风速快速减小。左右对比

来说，风限图并不对称。侧滑角绝对值相同的

情况下，左侧来流的最大着舰风速普遍大于右

侧，这与直升机的构型有关。ＵＨ６０直升机为

右旋旋翼，尾桨拉力向右，所以对左侧风的抵抗

能力较强。

４　结　论

本文基于嵌套网格方法，对ＣＧ４７巡洋舰搭

载ＵＨ６０直升机这一机舰组合的流场特性和飞

行力学特性进行了分析研究，并结合安全着舰判

据绘制了理论风限图，结果表明：

１）利用嵌套网格方法对舰载直升机进行数

值模拟，可以较为准确的刻画舰船尾流场和直升

机旋翼的相互作用。

２）在同一风向角下，直升机的平衡滚转角都

有随来流速度逐渐增大的趋势，平衡俯仰角并不

和来流速度呈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受到来流方

向和舰上建筑的多重影响。纵向、横向周期变距

操纵量在相同的风向角下，均随速度的增加有所

增长。

３）在同一速度下，随着风向角增大，俯仰角

逐渐减小，而滚转角则逐渐增加且偏向来流侧风

的方向。这种趋势同时也反映在操纵量上，纵向

周期变距操纵量减小而横向周期变距的操纵量

增大。

４）绘制了ＣＧ４７巡洋舰搭载ＵＨ６０直升机

的理论风限图。风向角越小，最大着舰风速越大，

且总体左侧大于右侧。最大值出现在左侧风３０°

附近，约为７０ｋｍ／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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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球头体多孔逆向射流的减阻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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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基于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ｓ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ＳＴ）犽ω双方程湍流模型的数值方法研究了等面积多孔逆向射

流对超声速来流条件下半球头体减阻性能的影响。基于等射流面积设计原则，在半球头体驻点附近进行多孔

逆向射流喷注，通过改变射流总压比、射流孔数量，分析各变量对减阻性能的影响，并探讨多孔逆向射流间的

相互影响。仿真发现：逆向射流能有效减小半球头体受到的阻力，随着总压比的增大，多孔逆向射流回流区增

大，射流减阻性能提高；随着射流孔数的增多，射流减阻性能先提高再降低。在研究范围中，双孔逆向射流取

得最优的减阻效果，其减阻比高达２９％，双孔逆向射流间的相互影响是其取得良好减阻性能的关键。多孔逆

向射流展现了取得优良减阻性能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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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ｄｒａ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ｓ２９％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ｗｏｏｐｐｏ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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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ｅｔｓ．Ｔｈｅｐｏｒｏｕｓｏｐｐｏｓｉｎｇｊｅｔ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ｇｏｏｄｄｒａｇ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ｄｒａｇ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ｕｐｅｒｓｏｎｉｃ；ｐｏｒｏｕｓｏｐｐｏｓｉｎｇｊｅｔｓ；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ｂｏｄｙ；

ｔｗｏ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ＳＴ （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ｓ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犽ω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ｌ

　　超声速飞行器在大气层中飞行时会受到巨大

的波阻，在飞行器的头部和迎风前缘产生高压区，

这对超声速飞行器的气动性能和结构稳定十分不

利。为解决这一难题，国内外学者提出逆向射流

主动减阻方案。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逆向射

流技术的空气动力学问题就成为广大学者的研究

对象，其流场图如图１所示，逆向射流从射流孔中

高速射出，与高速来流相互作用形成脱体激波，将

高总压的来流推离壁面，并且在射流孔附近形成

低压的回流区，这有利于减小波阻，提高飞行器的

气动性能。

图１　逆向射流流场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ｔｈｅｏｐｐｏｓｉｎｇｊｅｔ

国内学者对单孔逆向射流方案开展了许多研

究。何琨等人［１］利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轴对称

球头、截锥的逆向射流流场，得出了喷口参数对减

阻效率的影响和不同模态下钝头体表面压力、气

动力系数和不同模态之间转换的瞬态效应规律。

田婷等人［２］采用高分辨率的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ＮＳ）

方程对钝头体头部逆向射流进行研究，发现流场

重构形成低压回流区，大大减小了阻力系数，并且

发现来流马赫数、射流马赫数和攻角在有射流时

对阻力系数影响更大。王兴等人［３］利用数值模拟

方法研究逆向射流对超声速流场钝头体压力分布

和温度分布的影响，发现逆向射流使钝头体头部

压力和温度得到明显降低，头部高温高压情况得

到改善。周超英等人［４５］利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

了超声速半球头体逆向射流流场，分析来流与射

流总压比、模型与喷口直径比对流场的影响，发现

射流总压变化导致流场模态的变化，射流能明显

减小半球头体阻力，半球头体压力随喷口直径的

减小而增大以及减阻效率随着喷口直径的减小而

下降。Ｌｉ等人
［６］利用逆向射流技术对高超声速

飞行器升阻特性进行优化，使升阻比提高约４％，

这对飞行器的总体设计优化起到重要作用。

国外学者针对单孔逆向射流方案也进行了

大量的实验和数值计算模拟分析。Ｗａｒｒｅｎ
［７］通

过实验研究来流马赫数为５．８，以氮气和氦气为

冷却剂的射流对钝头体表面压力和热量的影

响。实验发现射流产生两种流场模态，分析了

射流质量流量以及不同气体对于降热效果的影

响。Ｆｉｎｅｌｙ
［８］对来流马赫数为２．５、声速喷注的

逆向射流流场进行实验研究。分析了射流的总

压比对流场稳定性及减阻性能的影响，还分析

了射流喷口直径对钝头体表面压力分布的影

响。Ｆｏｒｍｉｎ等人
［９］通过实验和数值模拟得到了

超声速来流下截锥体模型逆向射流流场的两种

不同模态，分析了射流参数以及物理模型的几

何参数对流场模态的影响。Ｖｅｎｕｋｕｍａｒ等人
［１０］

开展了不同射流压力条件下的逆向射流实验，

实现了对钝头体模型的有效减阻。此外，国内外

学者还研究了多孔逆向射流的防热特性［１１１３］。

Ｇｅｒｄｒｏｏｄｂａｒｙ等人
［１１］发现多孔逆向射流冷却剂

的质量流量对防热性能有很大的影响。Ｓｒｉｒａｍ

等人［１３］发现相同质量流量条件下，多孔逆向射流

的动量通量较小，冷却剂能更好地覆盖钝头体表

面，从而获得更好的防热效果。但文献［１１，１３］中

没有进行减阻性能的讨论。Ｌｉ等人
［１２］将多孔逆

向射流应用于钝化乘波飞行器的细长钝化前缘

上，结果发现当多孔逆向射流位于来流滞止线上

时，其减阻防热的性能会更好，驻点附近的多孔逆

向射流流场特性及其减阻性能值得进一步研究。

综合上述，国内外学者主要研究了钝头体单

孔逆向射流的减阻特性，而对多孔逆向射流的研

究较少。从他们的研究中也可以发现单孔逆向射

流具有局限性，单孔逆向射流在展向上的影响区

域有限，对高超声速飞行器钝化前缘的防护面积

小，而多孔逆向射流通过多微孔阵列的排布产生

流场的三维效应为实现良好的减阻效果提供了可

７７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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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同时微孔阵列由于微孔的尺度很小也更适

用于前缘半径较小的气动部件，比如机翼前缘上。

因此，多孔逆向射流的研究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

和工程应用意义。本文采用半球头体模型进行了

等面积多孔逆向射流数值研究，分析了１～４孔逆

向射流在不同总压比下的三维流场特性和减阻性

能，为多孔逆向射流在超声速飞行器上的减阻应

用提供借鉴。

１　物理模型和数值方法

１１　物理模型

本研究采用的是对称的半球头体，直径０＝

５０ｍｍ，原点位于球心。来流马赫数、总温和总压

分别记为犕犪∞、犜０∞和狆０∞。单射流孔设置在驻

点处，与半球头体同轴。多射流孔布置在驻点区

域，各孔的圆心按等圆周角间隔分布，并位于与单

孔直径相同的圆周上，保持总射流面积不变。沿

自由来流方向（＋犡 方向），射流孔分布示意图如

图２所示，射流孔直径犖（犖＝１，２，３，４）如表１

所示。

图２　多射流孔直径及分布示意图（单位：ｍｍ）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ｐｏｒｏｕｓｊｅｔｓ（ｕｎｉｔ：ｍｍ）

表１　射流孔直径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犻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狋犺犲狆狅狉狅狌狊犼犲狋狊

射流孔数犖 １ ２ ３ ４

射流孔直径犖／ｍｍ ４．００ ２．８２ ２．３１ ２．００

１２　数值方法

采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
［１４］基于密度的双精度求

解器求解三维雷诺平均的ＮＳ方程（ＲＡＮＳ）
［１４１６］，

引入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ｓ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ＳＴ）犽ω双方程湍流

模型以便更好地捕捉到逆向射流流场的特

性［１７１９］。空间离散采用二阶精度的迎风格式，采

用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ＡＵＳＭ）通

量矢量分裂格式，时间离散采用一阶精度的隐

式离散格式。普朗特数设置为０．８５，库朗数初

始设置为０．２，随着计算的推进自动变化，加速

收敛。壁面设置为无滑移等温壁面。计算的收

敛标准采用监测全局残差和变量相结合的方式：

①残差下降五个量级；②相邻迭代步的阻力系数

差值下降六个量级；③进出口质量流量差小于

０．０１ｇ／ｓ。

计算域为外直径为１００ｍｍ，内直径为５０ｍｍ

的半球头体构型，采用ＩＣＥＭＣＦＤ１６．０进行计

算域网格划分，如图３所示。网格量约为１０３万，

网格节点数为９７（轴向）×５０（径向）×１６０（周

向）。考虑边界层内流动参数的剧烈变化，对壁面

和射流出口进行了网格加密，同时为了取得合适

的狔
＋值，壁面第一层网格高度取１．５×１０－４ｍｍ。

边界条件的设置如下：自由来流设置为压力远场；

射流设置为压力入口，以声速沿－犡 方向射入流

场；出口设置为压力出口，当流场出口为超声速

时，流动参数由内流场外推得出；自由来流与射流

皆采用空气，且气体性质符合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表２给出了边界条件的具体设置值，其中 犕犪ｊ、

犜０ｊ和狆０ｊ分别表示射流马赫数、总温和总压，

犕犪∞、犜０∞和狆０∞分别表示自由来流相应的参数，

犘表示射流总压与来流总压的比值，犜ｗ 表示恒温

壁温度。

图３　单孔逆向射流的计算网格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ｉｄｏｆ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ｏｐｐｏｓｉｎｇｊ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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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计算边界条件

犜犪犫犾犲２　犅狅狌狀犱犪狉狔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狅犳狊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狊

边界 气体 速度 压力／ｋＰａ 温度／Ｋ

压力远场 空气 犕犪∞＝３．９８ 狆０∞＝１３７０ 犜０∞＝３９７

压力入口 空气 犕犪ｊ＝１．０ 狆０ｊ＝犘·狆０∞ 犜０ｊ＝３００

壁面 犜ｗ＝２９５

２　数值方法验证和网格独立性分析

采用公开文献［２０］里的半球头体模型对数值

方法进行验证，采用轴向和径向的网格节点数为

２５０×１６０的网格进行仿真。图４展示了实验结果

与仿真结果的对比。由图４（ａ）可知，虽然仿真得到

的斯坦顿数分布与实验值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但两

者的分布趋势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文献［２０］

中的射流气体是氮气而数值模拟中采用的是空气，

考虑到气体不同，仿真值与实验值的差异在可以接

受的范围内。图４（ｂ）展示了仿真的流场密度云图

与实验纹影图的对比。可以看到，仿真得到的流场

结构与实验纹影图中的基本一致，脱体激波量对

结果的影响不大。由于精细网格的计算时间较

长，而中等网格也能捕捉到精细的流场结构，因此

下文的研究中采用中等网格进行计算。

和马赫盘等流场结构吻合较好，流场结构较

为清晰。综上所述，本数值方法能较好地捕获流

场特性。

为确保计算结果的网格独立性，采用三种不

同密度的网格进行网格无关性分析，划分的网格

数量分别为９５万（粗糙网格）、１０３万（中等网格）

和１１５万（精细网格）。图５展示了上半球头体壁

面犣＝０ｍｍ母线（即上半球头体壁面与犣＝０ｍｍ

平面相交所得的母线）上的壁面压力分布，图中角

图４　单孔逆向射流仿真结果与实验结果的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ｏｐｐｏｓｉｎｇｊｅ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

图５　不同网格密度下的半球头体表面压力分布

Ｆｉｇ．５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ｂｏｄｙｓｕｒｆａｃ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ｉｄｓ

度θ是犣＝０ｍｍ母线上各点的角坐标，当该点位

于上半球体时为θ正，反之θ为负。由图可知，三

种不同尺寸的网格计算得到的压力分布情况基本

一致，相应的网格尺寸已能达到网格无关性要求，

９７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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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增加网格数量对结果的影响不大。由于精细网

格的计算时间较长，而中等网格也能捕捉到精细

的流场结构，因此下文的研究中采用中等网格进

行计算。

３　结果与讨论

通过截取壁面犣＝０ｍｍ母线上的压力分布，

结合半球头体表面的压力分布云图，分析半球头

体上的压力分布情况。同时截取犢＝０ｍｍ，犣＝０

ｍｍ面上的流场并创建声速等值面，分析多孔逆

同射流的三维流场特性，探讨分析了总压比犘和

射流孔数量犖 对半球头体多孔逆向射流减阻性

能的影响。

３１　总压比犘对减阻性能的影响

本节对不同总压比犘＝０．４，０．５，０．６下的逆

向射流进行分析，研究总压比犘对多孔逆向射流

减阻性能的影响。图６给出了不同犘 时半球头

体的犣＝０ｍｍ 母线上的压力分布曲线，可以发

现，各射流孔附近的壁面压力显著降低，但随着

θ 增大，即远离射流孔时，逆向射流的影响减

弱，壁面压力又逐渐上升，最终与无射流条件的压

力分布趋近重合，壁面压力分布随着 θ 增大呈

先减小再增大最后与无射流条件接近的趋势。由

图６（ａ）～图６（ｄ）可知，不同孔数产生的射流对壁

面的影响区域具有显著差异。单孔逆向射流

（犖＝１）显著降低了半球头体±３５°区域内的压

力。双孔逆向射流（犖＝２）的影响区域略有增大，

达到±３８°。三孔逆向射流（犖＝３）由于上下非对

称性，一个孔位于上半球体且位于犣＝０ｍｍ母线

上，另两个孔位于下半球体且分布在犣＝０ｍｍ母

线的两侧，因此上单孔主要影响上半球体３０°内

的区域而下双孔共同影响下半球体－２４°内的区

域。四孔逆向射流（犖＝４）主要影响半球头体±

图６　不同犘下的半球头体表面压力分布

Ｆｉｇ．６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ｂｏｄｙｓｕｒｆａｃ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犘

３０°内的区域。因此，由该图可以看出，相比无射

流条件，逆向射流能够明显降低半球头体驻点附

近的压力，不同射流孔数对半球头体壁面压力分

布的影响呈现相似的趋势，半球头体壁面的压力

随着犘的增大而逐渐减小。

由于各射流在不同犘 时对壁面压力分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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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趋势相似，选取双孔逆向射流进行进一步的

流场分析。图７给出犣＝０ｍｍ截面上的无射流

和双孔逆向射流流场压力云图和流线图。由图可

知，自由来流经过激波后压力突增。无逆向射流

时，激波后的高压区直接附着在壁面驻点处，产生

巨大的波阻。而逆向射流将弓形激波推离壁面，

使波后高压区远离壁面，在双孔附近形成了两个

低压回流区，自由来流附着点不再位于鼻锥处

（０°），而是位于壁面的±３８°附近，逆向射流对再

图７　无射流和双孔逆向射流在不同犘下

犣＝０ｍｍ截面的压力云图

Ｆｉｇ．７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ｎ犣＝０ｍｍｐｌａｎｅｏｆ

ｎｏｊｅｔａｎｄｄｏｕｂｌｅｏｐｐｏｓｉｎｇｊｅｔｓ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犘

附点之后的区域影响很小，因此再附点之后的壁

面压力分布与无射流条件下的基本一致。

图８展示了双孔逆向射流在不同犘下犢＝０

ｍｍ截面的压力云图。由图可知，射流在垂直于

两孔连线的方向（横向）上也形成了低压回流区，

相比犣＝０ｍｍ截面上的小，因此自由来流在壁面

形成了较强的再附激波，并形成高压区。说明射

流在横向上也存在影响但影响较弱。随着犘 的

增大，弓形激波脱体距离增加，射流对横向的影响

增强，使再附激波的强度逐渐减弱，壁面压力进一

步降低，减阻能力进一步提高。

综上所述，逆向射流通过将主激波推离壁面，

在射流孔附近形成低压回流区，能有效减小波阻。

随着总压比犘 的增大，主激波脱体距离越大，多

孔逆向射流回流区增大，射流影响作用区域扩大，

对壁面的覆盖防护作用越好，减阻性能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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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双孔逆向射流在不同犘下犢＝０ｍｍ截面的

压力云图

Ｆｉｇ．８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ｎ犢＝０ｍｍｐｌａｎｅｏｆｄｏｕｂｌｅ

ｏｐｐｏｓｉｎｇｊｅｔ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犘

３２　射流孔数犖对减阻性能的影响

保持总压比犘＝０．４不变，分析不同射流孔

数犖 对逆向射流减阻性能的影响以及多孔逆向

射流的流场特性。图９给出了犘＝０．４下不同射

流孔数下的壁面犣＝０ｍｍ母线上的壁面压力分

布。从图中可以看出，双孔逆向射流的壁面压力

最低，其压力峰值仅约为６０ｋＰａ，由于双孔在０°附

近有一段小间隔，该处是来流压缩最剧烈的地方。

因此，该处有一个压力小尖峰。单孔逆向射流与

四孔逆向射流的压力峰值接近，达到约１２５ｋＰａ，

但单孔逆向射流在射流影响域内的压力更低。与

双孔逆向射流类似，四孔逆向射流在０°附近同样

存在一个压力小尖峰。三孔逆向射流由于上下非

对称，其压力分布也呈现出强烈的非对称性，下壁

面的压力峰值远超上壁面的压力峰值，下壁面压

力峰值约１７０ｋＰａ而上壁面压力峰值仅约为１１５

图９　不同犖 下半球头体表面的压力分布（犘＝０．４）

Ｆｉｇ．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ｂｏｄｙｓｕｒｆａｃ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犖 （犘＝０．４）

ｋＰａ，０°附近处于射流之间的间隙，也存在一个压

力尖峰。综合上述，壁面压力分布随着孔数的增

大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双孔逆向射流的压

力分布最低。

图１０给出了不同射流孔数下的壁面压力云

图。射流孔数的不同以及孔的几何分布造成了壁

面压力分布的不同。单孔逆向射流对壁面的减压

区域呈现以射流孔为中心的圆环状。以射流孔为

中心，由近及远，射流的影响逐渐递减，壁面压力

以环状先减小后增大。双孔逆向射流上下对称分

布，因此，在竖直方向上能有效减小压力分布，但

在水平方向上出现高压区，双孔逆向射流在水平

方向上的减压能力减弱。三孔逆向射流在相邻的

射流区域出现高压区，分别处于相邻两孔连线的

垂直平分线上，三个高压区的连线呈倒三角状，说

明三孔逆向射流在靠近射流孔的一侧能有效减小

压力，但射流在各孔间的区域防护能力显著下降。

与三孔逆向射流相似，四孔逆向射流的高压区也

分布在相邻两孔连线的垂直平分线上，四个高压

区的连线呈正方形状，说明四孔逆向射流对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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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不同犖 下的半球体表面压力云图

Ｆｉｇ．１０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ｎｔｈｅ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ｂｏｄｙｓｕｒｆａｃ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犖

孔间的防护能力也下降。综合上述，多孔逆向射

流对两相邻孔连线方向上的影响较强而对垂直于

两孔连线方向上的影响较弱。

图１１给出了减阻比ε与孔数犖 的变化关

系，减阻比ε的定义如下：

ε＝
犆ｄ０－犆ｄ犖

犆ｄ０
×１００％

式中犆ｄ０表示无射流条件下的阻力系数，犆ｄ犖表示

射流孔数犖＝１，２，３，４时的阻力系数，且只考虑

来流对半球头体壁面的阻力作用。从图１１中可

以发现，双孔逆向射流的减阻能力最强，减阻比约

图１１　不同犖 下的减阻比分布

Ｆｉｇ．１１　Ｄｒａｇ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犖

为２９％。单孔逆向射流减阻能力次之，减阻比约

为１８％，三孔与四孔逆向射流的减阻性能接近，

减阻比约为１３％。

图１２给出了犣＝０ｍｍ向截面上的压力分布

云图和声速等值面图。由图可知，射流从射流孔

射出后先膨胀加速，与来流相互作用后减速，形成

马赫盘，将来流推离壁面。由压力云图可知，双孔

逆向射流的激波脱体距离比单孔逆向射流的更

长。由声速等值面可知，单孔逆向射流与双孔逆

向射流在射流出口都产生了较大的膨胀波束。双

孔逆向射流声速等值面产生了连接，说明双孔逆

向射流相互影响较强，能将自由来流更远地推离

壁面，更有效减小壁面压力。而三孔和四孔逆向

射流在出口处的膨胀波束很小，射流声速等值面

之间没有互相连接，说明三孔和四孔逆向射流之

间的相互影响很弱，将自由来流推离壁面的能力

大大减弱，减阻能力显著降低。在射流孔的几何

分布上，双孔逆向射流孔径较大，双孔之间的距离

较小，射流出口后膨胀扩张，较小的孔间距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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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不同犖 下的犣＝０ｍｍ截面压力分布云图

和声速等值面

Ｆｉｇ．１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ｎ犣＝０ｍｍｐｌａｎｅａｎｄ

ｉｓｏ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ｆｓｏｕｎｄｓｐｅｅｄ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犖

射流间的相互连接充分膨胀产生更大的膨胀波

束。而三孔和四孔逆向射流孔径都较小而各孔间

距较大，射流出口后膨胀扩张但较大的孔间距使

自由来流对射流急剧压缩，射流的膨胀波束减小，

不能相互连接，削弱了射流之间的相互作用，且自

由来流形成的声速等值面在相邻射流之间向内凹

陷，来流在该方向上压缩剧烈，在壁面上形成再附

激波，对壁面的阻力增加。

综上所述，多孔逆向射流之间具有三维流场

效应，等射流面积下，随着射流孔数犖 的增大，射

流的减阻性能先增大后减小。本文中，射流孔数

犖 较小时，射流孔间的距离相对射流孔的半径较

小，射流间的相互作用会有利于提高减阻性能，但

当犖 增加时孔间距离相对射流孔的半径较大，射

流之间的影响减弱，减阻性能反而下降。

４　结　论

本文对超声速半球头体多孔逆向射流进行了

数值模拟，分析了不同总压比犘和不同射流孔数

犖 的流场特性及其减阻性能，得到以下结论：

１）多孔逆向射流是一种有效的减阻方法，能

有效减小半球头体的阻力，具有良好的减阻特性。

多孔逆向射流的低压回流区和主激波脱体距离随

着犘的增大而增大，半球头体壁面压力随着犘的

增大而减小，使减阻性能增强。

２）等射流面积条件下，不同的射流孔数 犖

对减阻性能产生一定影响，随着射流孔数的增大，

减阻性能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双孔逆向射

流取得最好的减阻性能，减阻比高达２９％。因

此，等射流面积下，多孔逆向射流相对单孔逆向射

流可能具备更好的减阻性能，但射流孔的孔径以

及各孔的距离等因素对多孔逆向射流减阻性能的

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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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冠预扭涡轮叶片模态分析及

动应力测试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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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航空发动机带冠预扭涡轮叶片非线性接触预应力模态分析机理，并以ＡＮＳＹＳ软件为平

台，对某型涡轴发动机动力涡轮叶片进行了模态分析。结果表明：非线性接触预应力模态分析方法得到的叶

片盘９～１３节径１阶频率与动应力测试频率在变化规律上保持一致，差别基本稳定在１２％～１３％，计算精度

较传统方法有了明显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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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袁巍（１９８２－），男，高级工程师，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航空发动机及直升机传动系统强度振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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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冠预扭涡轮叶片被广泛应用于航空发动机

低压涡轮转子和动力涡轮转子叶片上。这类转子

叶片一般展弦比大、刚性较低，共振与颤振问题非

常突出，带预扭叶冠结构的引入很好地解决了这

些问题，同时为系统提供了一定的额外阻尼。但

是，带冠预扭涡轮叶片与轮盘之间通常采用榫头

榫槽结构连接，榫头榫槽工作面以及带预扭叶冠

工作面间非线性接触边界的存在使得叶片振动分

析精度难以保证，结构设计变得十分困难。因此，

带冠预扭涡轮叶片振动设计一直是国内航空发动

机研制过程中的一项重要“瓶颈”。

国内针对带冠预扭涡轮叶片振动分析精度问

题已经开展了大量的探索性研究。王相平等［１］系

统论述了有限元分析时，叶身、榫头及凸肩／叶冠

的边界条件处理方法，给出了叶片静力分析与振

动分析时边界条件的选取方法或原则。欧阳德

等［２］采用有限元方法对叶片第一榫齿部位固支和

叶尖固支两种边界条件下的振动模态进行了对比

分析。周传月等［３］利用自行开发的带冠预扭叶片

耦合振动分析程序对某舰用燃气轮机动力涡轮第

二级带冠预扭叶片动频与静频进行了分析及验

证。郑君等［４］采用循环对称方法计算分析了叶冠

工作面固接和叶冠自由两种极限状态下涡轮叶片

盘的振动特性。汤凤等［５］研究了叶冠工作面完全

接触和相互接触两种条件对振动特性的影响。

摩擦阻尼方面，朱永新［６］对各主要参数对带

冠预扭涡轮叶片振动特性的影响规律进行了分

析。杨鑫［７］从理论和工程应用出发，描述了叶冠

工作过程中接触面的实际接触情况、具体受力状

态和磨损程度，并研究了叶冠接触状态的影响规

律。陈香等［８］则对叶冠之间不同接触紧度、不同

接触面积以及不同材料阻尼时的带冠预扭涡轮叶

片动力特性和减振效果进行了试验研究。

结构设计方面，丛佩红、汤凤等［９１０］研究了温

度、离心载荷及气动载荷对叶冠接触紧度的影响。

孙立业等［１１］研究了装配状态下的叶冠工作面应

力状态分析方法。李文明［１２］根据锯齿冠（即带预

扭叶冠）结构原理，直观地描述了各特性参数之间

的关系和变化规律，论述了锯齿冠结构的设计方

法。黄庆南等［１３］则提出了预扭设计的指导思想

和原则。何榜［１４］和樊江等［１５］基于ＩＳＩＧＮＴ平台

对锯齿冠涡轮叶片进行了结构与减轻质量优化。

陈露露、李迪等［１６１７］在非旋转状态下对不同接触

紧度和不同接触角度的带冠预扭涡轮叶片振动特

性进行了测试，获得了叶冠接触面紧度和接触角

度等主要参数对带冠预扭叶片振动特性和减振效

果的影响规律。

上述研究丰富了带冠预扭涡轮叶片模态分析

与摩擦阻尼减振理论，促进了国内带冠预扭涡轮

叶片结构设计技术的发展。但是，目前仍然没有

形成一个工程上真正成熟可用的带冠预扭涡轮叶

片振动设计方法。本文首先介绍了带冠预扭涡轮

叶片非线性接触预应力模态分析方法（下文简称

为接触预应力模态分析）与摩擦机理；其次，以某

型涡轴发动机一级动力涡轮转子叶片为例，利用

大型商业有限元软件ＡＮＳＹＳ对该带冠预扭涡轮

叶片进行了模态分析，并与传统模态分析方法得

到的动频结果进行对比；最后，基于该动力涡轮转

子叶片动应力测试频率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

采用接触预应力模态分析得到的叶片动频计算结

果的精度较传统方法有了明显提高，具有较高的

工程实用价值。

１　典型的带冠涡轮叶片叶冠结构

典型的带冠涡轮叶片叶冠结构可分为平行冠

与锯齿冠两类，如图１所示。

图１　典型的带冠涡轮叶片叶冠结构

Ｆｉｇ．１　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ｈｒｏｕ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ｈｒｏｕｄｅｄ

ｔｕｒｂｉｎｅｂｌａｄｅｓ

平行冠（图１（ａ））通常不带预扭，平行冠相邻

边设计成相互平行，主要用于降低叶尖泄漏，保障

涡轮性能，正常工作状态下相邻平行冠不接触，分

析时一般将平行冠做自由状态处理。

锯齿冠（图１（ｂ），下文所涉及叶冠均带预

扭），相邻边一般设计成Ｚ字形，通过叶身初始预

扭使叶冠工作面相互接触，工作过程中的离心解

扭与热膨胀会进一步提高工作面的接触紧度，使

叶冠工作面始终有效贴合并形成一个连续的整

７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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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１８］。锯齿冠结构的引入在降低叶尖泄漏的同

时，一方面提高了整圈涡轮转子叶片的刚性，避免

了叶片低频主模态共振的发生，同时对于抑制叶

片颤振效果显著；另一方面，叶冠接触面在工作过

程中会产生一定的相对滑移，这种相对滑移为叶

片轮盘系统提供了额外的振动阻尼，可有效抑制

叶片在特定模态下的振动响应，从而降低了叶片

工作过程中出现高周疲劳破坏的风险。

２　接触预应力模态分析原理及方法

本文采用大型商业有限元软件ＡＮＳＹＳ对叶

片盘进行模态分析。叶片盘预应力模态分析过程

主要分两步：第一步，考虑温度与离心载荷对叶片

盘进行非线性静力分析，获得叶片盘在温度与离

心载荷下产生的初始变形和预应力；第二步，将初

始变形和预应力代入模态分析过程，获得叶片盘

的模态频率和振型。接触预应力模态分析与传统

模态分析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预应力分析过程考

虑接触而后者不考虑。

２１　结构接触预应力分析原理

２．１．１　非线性静力分析

ＡＮＳＹＳ中，近似非线性求解是将载荷分成一

系列的载荷增量，可以在几个载荷步内或者在一个

载荷步的几个子步内施加载荷增量。每一个载荷

增量求解完成后和继续进行下一个载荷增量之前，

程序调整刚度矩阵以反映结构刚度的非线性变化。

线性结构静力分析的总体平衡方程可以写为

犓狌＝犉
ａ
＋犉

ｒ （１）

式中犓为总刚度矩阵；狌为节点位移向量；犉ａ 为

总的载荷向量；犉ｒ为反作用力向量。

总的载荷向量犉ａ可由下式得到
［１９］：

犉ａ＝犉
ｎｄ
＋犉

ａｃ
＋∑

犖

犿＝１

犉ｔｈｅ ＋犉
ｐｒ（ ）ｅ （２）

式中犉ｎｄ为节点载荷向量；犉ａｃ为加速度载荷向量；

犉ｔｈｅ 为单元热载荷向量；犉ｐ
ｒ
ｅ 为单元压力载荷向量。

２．１．２　库仑摩擦模型

基于库仑摩擦理论（图２），两接触面间可承

受一定的剪切力，当等效剪切力小于临界摩擦力

（犳ｌｉｍ）时，两接触面间不会出现相对运动，这种状

态称为黏滞。库仑摩擦模型定义如下：

犳ｌｉｍ ＝μ犘＋犫 （３）

其中μ为摩擦因数；犘为接触正压力；犫为接触凝

聚力。

等效剪切力 τ 由下式得到：

τ ＝
τ

τ
２
１＋τ槡

２
２

（４）

式中 τ 为二维等效剪切力，τ
２
１＋τ槡

２
２为三维等效

剪切力，其中τ１ 为１方向剪切力，τ２ 为２方向剪

切力。

当等效剪切力 τ 超过临界摩擦力犳ｌｉｍ时，接

触面与目标面间将出现相对运动，这种状态称为

滑移。黏滞／滑移状态的计算用于确定接触点何

时从黏滞过渡到滑移或者何时从滑移过渡到黏滞。

即使在正压力为零的情况下，滑移阻力同样存在。

ＡＮＳＹＳ接触预应力分析过程中，带冠预扭

涡轮叶片叶冠工作面间及榫头榫槽工作面的接触

关系均采用ＣＯＮＴＡ１７４和ＴＡＲＧＥ１７０单元模

拟。ＣＯＮＴＡ１７４和ＴＡＲＧＥ１７０单元间可定义

最大等效摩擦力犳ｍａｘ，此时，无论接触正压力有多

大，只要等效剪切力达到该值，滑移就会发生。接

触单元提供了两种库仑摩擦模型：各向同性摩擦

和正交各向异性摩擦。本文假设带冠预扭涡轮叶

片叶冠工作面的摩擦为各向同性摩擦。

图２　库仑摩擦模型
［１９］

Ｆｉｇ．２　Ｃｏｕｌｏｍｂ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１９］

罚函数法是通过接触刚度在接触力犉ｃ与接

触面间的穿透值（接触位移）间建立力与位移的线

性关系。

犉ｃ＝犓ｆ狌ｆ （５）

式中狌ｆ为接触位移，接触刚度通常由实常数犓ｆ

义，在ＡＮＳＹＳ中，输入的犓ｆ值通常不是直接定

义的接触刚度，而是接触单元刚度因子，犓ｆ取值

一般介于０．１～１之间。穿透值则通过两接触体

上对应位置的节点间距离来计算。接触刚度越

大，穿透值就越小，理论上在接触刚度为无穷大时，

可以实现完全的接触状态，使穿透值等于零。但实

际上接触刚度不可能为无穷大，否则将导致病态的

全局刚度矩阵，使计算收敛困难。本文分析过程

中，设定初始的榫头榫槽和叶冠接触面犓ｆ 均为

０．１，而后逐步增加，直到结果收敛且不再变化，最

８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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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确定榫头榫槽的犓ｆ为０．７，叶冠的犓ｆ为０．３。

罚函数法中，接触界面力向量为［犘　τ１　τ２］。

接触正压力犘由下式得到

犘＝
０ 　狌ｎ＞０

犓ｎ狌ｎ 　狌ｎ≤
烅
烄

烆 ０
（６）

式中犓ｎ为法向接触刚度；狌ｎ为接触间隙尺寸。

对于各向同性摩擦，其摩擦力可通过库仑理

论得到

犳犻＝

犳
狀－１
犻 ＋犓ｓΔ狌犻

μ犘
Δ狌犻

Δ

烅

烄

烆 狌

（７）

式中犓ｓ为切向接触刚度；滑移状态下，Δ狌犻 为当

前子步的犻方向滑移增量，黏滞状态下，Δ狌犻 为弹

性滑移增量，代表当前子步骤中可反向的切向运

动量；Δ狌 为当前子步的等效滑移增量；犳
狀－１
犻 为

前一子步结束时的犻方向（犻＝１，２）摩擦力。

如果 τ ＝ τ
２
１＋τ槡

２
２－μｉｓｏ犘＜０，犓狌＝犉

ａ＋犉ｒ，

接触面间黏滞；如果 τ ＝ τ
２
１＋τ槡

２
２－μ犘＝０，接

触面间产生滑移。

２２　循环对称结构模态分析原理

自由振动方程为

犕狌＋犓狌＝０ （８）

式中犕 为总质量矩阵。

带冠预扭涡轮叶片盘属于典型的循环对称结

构，通常取包含一个完整叶片的循环对称段进行

有限元建模分析。求解时，程序在与基本扇区相

同的几何位置生成重复扇区。基本扇区上存在的

所有载荷、边界条件、耦合和约束方程将应用于重

复扇区。在基本扇区和重复扇区连接低边缘和高

边缘组件上的节点强制执行循环对称兼容性条

件，之后保留基本扇区上定义的所有内部耦合和

约束方程以供后续分析。节点的约束方程如式

（９）所示。在循环对称性分析求解阶段，程序将自

动旋转低、高扇区边缘（图３）上所有节点的坐标

系，使其与循环坐标系平行［１９］。

狌
（犃）
ｈｉｇｈ

狌
（犅）
ｈｉｇ

［ ］
ｈ

＝
ｃｏｓ（犽α） ｓｉｎ（犽α）

－ｓｉｎ（犽α） ｃｏｓ（犽α
［ ］）

狌
（犃）
ｌｏｗ

狌
（犅）［ ］
ｌｏｗ

（９）

其中犽为谐波指数，当犖 为偶数时，谐波指数取

０，１，２，…，犖／２；当犖 为奇数时，谐波指数取０，１，

２，…，（犖－１）／２。犖 为整数，表示３６０°范围内的

循环对称段数。α为循环对称段角度α＝２π／犖；

狌
（犃）
ｌｏｗ为基础段低角度循环对称面；狌

（犃）
ｈｉｇｈ为基础段高

角度循环对称面；狌
（犅）
ｌｏｗ为重复段低角度循环对称

面；狌
（犅）
ｈｉｇｈ为重复段高角度循环对称面。

图３　连接基本和重复扇区的低边缘和高边缘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ｌｏｗａｎｄｈｉｇｈｅｄｇｅｓｏｆｂａｓｉｃ

ａｎｄ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ｅｓｅｃｔｏｒｓ

式（９）是谐波指数犽的函数，为每个谐波指数

生成不同的约束方程组。因此，对于每一个要求

的谐波指数解，程序都会自动创建适当的约束方

程，连接基本扇区犃和重复扇区犅 上的边缘分量

节点并求解。

３　模态分析实例

３１　有限元模型

事实上，在准确考虑带冠预扭涡轮叶片工作

温度及离心载荷的前提下，叶片模态分析精度主

要取决于对叶冠及榫头榫槽接触边界的模拟。传

统模态分析方法中，为使模型简化，一般将叶冠工

作面按循环对称处理，即工作面之间变形协调，没

有相对运动，相当于完全固接，榫头榫槽之间则采

用等效或黏合的方式进行一体化处理。显然，这

种边界模拟方式与叶片实际的安装状态存在较为

显著的差异，将导致叶片模态分析结果出现较大

偏差。接触预应力模态分析时，榫头榫槽工作面

以及叶冠工作面间均按照面面接触边界处理，尽

可能模拟真实的安装条件，以降低边界条件模拟

可能带来的计算偏差。

某型涡轴发动机一级动力涡轮叶片采用带预

扭的锯齿冠结构。接触预应力模态分析时，为考

虑预扭的影响，建模过程中将叶背侧的叶冠悬臂

端从中截断，截断的部分旋转一个循环对称角度，

使叶冠工作面过盈装配，截断的两个面按循环对

称处理，工作面之间建立非线性接触（图４）。非

线性静力分析过程中，叶冠工作面通过过盈装配

接触预应力分析，可以将过盈状态调整为刚好接

触的状态，从而实现对叶冠预扭的模拟。同时，轮

盘的两个截面同样按循环对称边界条件处理，榫

头榫槽接触面按非线性接触处理（图５）。传统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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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分析则将榫头榫槽接触面等效，叶冠工作面及

轮盘按循环对称处理（图６）。

图４　接触预应力模态分析叶冠边界条件

Ｆｉｇ．４　Ｓｈｒｏｕｄ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ｍｏｄ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图５　接触预应力模态分析叶片盘边界条件

Ｆｉｇ．５　Ｂｌｉｓｋ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ｍｏｄ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图６　传统模态分析叶片盘边界条件

Ｆｉｇ．６　Ｂｌｉｓｋ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模态分析结果

由于叶片盘各节径模态频率及振型分析数据

较多，且后续动应力测试有效数据以各节径１阶

为主，故本文只给出了动力涡轮叶片盘各节径１

阶模态频率分析结果（表１和图７）以及９～１３节

径１阶振型结果（图８～图１２）。基于此，本文对

表１　动力涡轮叶片盘动频

犜犪犫犾犲１　犇狔狀犪犿犻犮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犻犲狊狅犳狆狅狑犲狉狋狌狉犫犻狀犲犫犾犻狊犽

节径 阶次

频率／Ｈｚ

传统模态

分析

接触预应力

模态分析

差异／

％

１ １ １０９８ １１１９ １．８４

２ １ １２３２ １２１９ １．１０

３ １ １５５９ １４７２ ５．９０

４ １ １９７０ １７８２ １０．５６

５ １ ２３６６ ２０７０ １４．３１

６ １ ２７０９ ２３０１ １７．７３

７ １ ３００５ ２４７４ ２１．４４

８ １ ３２８０ ２６０６ ２５．８７

９ １ ３５５６ ２７０９ ３１．２４

１０ １ ３８４９ ２７９６ ３７．６５

１１ １ ４１６５ ２８７２ ４５．０２

１２ １ ４５０９ ２９４２ ５３．２４

１３ １ ４８７７ ３００９ ６２．０８

１４ １ ５２６７ ３０７５ ７１．２９

１５ １ ５６６８ ３１４０ ８０．５１

１６ １ ６０６９ ３２０５ ８９．３４

１７ １ ６４４９ ３２７１ ９７．１４

１８ １ ６７７１ ３３３６ １０２．９７

１９ １ ６９８６ ３３９９ １０５．５２

２０ １ ７０８７ ３４５９ １０４．９０

２１ １ ７１２１ ３５１３ １０２．７３

２２ １ ７１２１ ３５５８ １００．１４

２３ １ ７１２５ ３５９３ ９８．３１

２４ １ ７１２１ ３６１５ ９７．００

２５ １ ７１１９ ３６２２ ９６．５４

注：差异＝（传统模态分析频率－接触预应力模态分析频

率）／接触预应力模态分析频率×１００％。

图７　动力涡轮叶片盘动频变化曲线

Ｆｉｇ．７　Ｖａ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ｏｆ

ｐｏｗｅｒｔｕｒｂｉｎｅｂｌｉｓｋ

０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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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叶片盘振型（９节径１阶）

Ｆｉｇ．８　Ｂｌｉｓｋ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

（１ｓｔｏｒｄｅｒ，９ｔｈｎｏｄａｌ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图９　叶片盘振型（１０节径１阶）

Ｆｉｇ．９　Ｂｌｉｓｋ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

（１ｓｔｏｒｄｅｒ，１０ｔｈｎｏｄａｌ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图１０　叶片盘振型（１１节径１阶）

Ｆｉｇ．１０　Ｂｌｉｓｋ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

（１ｓｔｏｒｄｅｒ，１１ｔｈｎｏｄａｌ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接触预应力模态分析和传统模态分析结果进行了

详细的对比分析，结果表明：

１）针对本文中的动力涡轮叶片盘，接触预应

力模态分析方法与传统模态分析方法所得的各节

径１阶模态频率在１～２节径时差异很小，基本维

持在２％以内，且变化规律基本一致。这两节径１

阶模态频率接近的主要原因是两者的振动模式以

叶片轮盘系统耦合振动为主，叶冠及榫头榫槽参

与度较低，贡献较小。

图１１　叶片盘振型（１２节径１阶）

Ｆｉｇ．１１　Ｂｌｉｓｋ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

（１ｓｔｏｒｄｅｒ，１２ｔｈｎｏｄａｌ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图１２　叶片盘振型（１３节径１阶）

Ｆｉｇ．１２　Ｂｌｉｓｋ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

（１ｓｔｏｒｄｅｒ，１３ｔｈｎｏｄａｌ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２）从３节径开始，传统模态分析方法得到的

叶片盘模态频率上升趋势开始明显大于接触预应

力模态分析方法，直到１９节径后趋于平缓；而接

触预应力模态分析方法在７节径之前变化都比较

显著，之后从８节径一直到２５节径，均呈现缓慢上

升趋势。总体上，传统模态分析频率要高于接触预

应力模态分析频率，两者之间的频率差异从３节径

的５．９０％逐步增加到１９节径的１０５．５２％，之后由

于传统模态分析频率增长趋于停滞，而接触预应力

模态分析频率仍然在缓慢增长，因此两者的差异又

逐步回落，直至２５节径时减小到９６．５４％。造成传

统模态分析频率高于接触预应力模态分析频率的

主要原因是越往高节径，叶片频率受叶冠刚性影响

越大，传统模态分析中叶冠工作面局部刚性远大于

接触预应力模态分析，因此频率增长更快。

４　动应力测试验证

４１　动应力测点选取

本文中的动力涡轮叶片盘工作一段时间后，

若干叶片出现了疲劳裂纹。为准确获得该叶片的

共振状态及振动应力水平，专门开展了动应力测

１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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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工作。本次测试共安排了１２个应变计（图

１３），具体的贴片位置如下：

图１３　动力涡轮叶片动应力测点布局（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ｒａｉｎｇａｕｇ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ｔｕｒｂｉｎｅｂｌａｄｅｓ（ｕｎｉｔ：ｍｍ）

１）荧光检查及外场统计分析表明，动力涡轮

叶片渗透到基体的穿透性裂纹多出现在进气边距

叶冠下缘６．０～７．８ｍｍ 位置，属于重点关注区

域，故选取６片叶片进行测量，即测点犕１；

２）叶片最大稳态应力出现在进气边叶盆面

距叶冠下缘３．５ｍｍ位置，该区域虽存在大量渗

层裂纹，但没有到基体的穿透性裂纹，故只选取３

片叶片进行测量，即测点犕２；

３）叶片排气边距叶冠下缘１３ｍｍ处为振动

应力相对较高且对应频率阶次较多的位置，故同

样选取３片叶片进行测量，即测点犕３。

４２　动应力测试结果分析

动力涡轮叶片盘动应力测试结果见图１４、图

１５和表２。图１４给出了叶片不同测点位置动应

力随燃气发生器转子转速的变化情况。此时，不

同共振响应峰值转速对应的叶片通过频率即为叶

片的各阶共振频率，据此在Ｃａｍｐｂｅｌｌ图中可以得

到叶片盘的节径数。由于此次动应力测试获得的

有效数据主要为９～１３节径的１阶响应，其余高

阶振动数据辨识度不高，故表２只对９～１３节径

的１阶模态频率进行了对比分析。

图１４　动力涡轮叶片动应力测试结果

Ｆｉｇ．１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ｒｅｓｓ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ｏｗｅｒ

ｔｕｒｂｉｎｅｂｌａｄｅｓ

图１５　动力涡轮叶片盘频率分析与测试结果对比

Ｆｉｇ．１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ｐｏｗｅｒｔｕｒｂｉｎｅｂｌｉｓｋ

图１５和表２中的结果表明，叶片盘９～１３节

径１阶测试频率与接触预应力模态分析得到的１

阶频率在变化规律上保持了很好的一致性，并且

计算与试验差别基本稳定在１２％～１３％。传统

模态分析方法随着节径数提高，频率差异越来越

大，到１３节径时这种差异约４０％，超出了工程可

接受的范围。由此可知，接触预应力方法计算精

度较传统方法更高。

２９１２



　第１０期 袁　巍等：带冠预扭涡轮叶片模态分析及动应力测试验证

表２　动力涡轮叶片盘频率分析与测试结果对比（９～１３节径１阶）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犪狀犱狋犲狊狋狉犲狊狌犾狋狊犳狅狉狆狅狑犲狉狋狌狉犫犻狀犲犫犾犻狊犽（１狊狋狅狉犱犲狉，１９狋犺－１３狋犺狀狅犱犪犾犱犻犪犿犲狋犲狉）

节径 阶次
频率／Ｈｚ 差异／％

动应力测试 接触预应力模态分析 传统模态分析 接触预应力模态分析 传统模态分析

９ １ ３１５６ ２７４７ ３５５６ １２．９５ １２．６７

１０ １ ３２３４ ２８２９ ３８４９ １２．５４ １９．０２

１１ １ ３３２８ ２８９７ ４１６５ １２．９４ ２５．１５

１２ １ ３３５９ ２９５８ ４５０９ １１．９３ ３４．２４

１３ １ ３４６８ ３０１５ ４８７７ １３．０７ ４０．６３

注：差异＝（模态分析频率－动应力测试频率）／动应力测试频率×１００％。

５　结　论

本文基于ＡＮＳＹＳ软件平台研究了带冠预扭

涡轮叶片的振动，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得到如下

结论：

１）非线性接触预应力模态分析方法得到的

模态频率结果能更真实地反映带冠／榫头榫槽涡

轮叶片盘的振动特性，相比传统模态分析得到的

计算结果精度更高。其分析误差主要来源于加工

装配、边界条件与载荷模拟、接触参数选取以及试

验误差等。

２）在低节径，传统模态分析和非线性接触预

应力模态分析结果表现出了很好的一致性，但随

着节径数的增加，传统模态分析叶片盘频率上升

趋势开始明显大于非线性接触应力模态分析，直

到高节径以后变化才趋于平缓；而非线性接触预

应力模态分析在较低节径变化显著，之后呈现缓

慢上升趋势。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越往高

节径，叶片频率受叶冠刚性影响越大，传统模态分

析叶冠局部刚性显然远大于非线性接触预应力模

态分析，因此频率增长更快。

３）动应力测试频率与非线性接触预应力模

态分析的频率在变化规律上有很好的一致性，并

且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差别相对稳定，这种差别

的稳定性有利于对结果的修正；传统模态分析随

着节径数升高，计算频率与试验差别越来越大，这

种差别可能远超出工程可接受的范围，同时也给

结果修正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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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犆１１钛合金棒材和锻件的室温

设计许用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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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统计学基本概念和原理出发，对金属材料室温拉伸强度设计许用值的直接计算方法要素进行

了简析，并对批产ＴＣ１１钛合金棒材和锻件的室温设计许用值进行了计算与分析。结果表明：采用回归方法

计算的ＴＣ１１棒材不同规格系列设计许用值下限，比材料标准规定的Ｓ基准值下限更接近产品实际强度，不

同规格抗拉强度的计算下限值比规定下限值高３１～８５ＭＰａ；采用不回归方法计算的ＴＣ１１锻件抗拉强度设计

许用值比锻件标准规定的Ｓ基准值低１１ＭＰａ。计算的设计许用值比国内材料数据手册中ＴＣ１１合金的Ａ基

准值高，棒材强度高１．５％～７．２％不等，锻件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分别高３．９％和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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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９５，Ｃｈｉｎａ；

４．Ｈｕｎａｎ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ｐｌａ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ＺｈｕｚｈｏｕＨｕｎａｎ４１２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Ｉｎ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ｄ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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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ｃｔ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ｄｅｓｉｇｎ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ｔｅｎｓｉｌ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ｔｒｏｏｍｔｅｍ

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ｅｒｅｂｒｉｅｆ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ｒＴＣ１１ｔｉｔａｎｉｕｍｂａｒａｎｄｆｏｒｇ

ｉｎｇｗｅ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ｌｉｍｉｔｏｆｓｅｒｉｅｓ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ｖａｌ

ｕｅｓｆｏｒＴＣ１１ｂａｒ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ｚｅ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ｃｌｏｓｅｒｔｏ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Ｓｂａｓｉｓｖａｌｕｅｓ．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ｗｅｒｅ３１－８５ＭＰａ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ｌｏｗｅｒｌｉｍｉｔ．Ｔｈｅ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ｖａｌｕ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ｎｏｎｒｅ

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Ｃ１１ｆｏｒｇｉｎｇ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ｗａｓ１１ＭＰａ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Ｓｂａｓｉｓ

ｖａｌｕ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Ａｂａｓｉｓ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Ｃ１１ａｌｌｏｙｉｎ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ｄａｔａ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ｓ，ｉ．ｅ．１．５％－７．２％ｈｉｇｈｅｒｆｏｒｂａｒｓ，３．９％ａｎｄ５．２％ｈｉｇｈｅｒｆｏｒｆｏｒｇｉｎｇｕｌｔｉ

ｍａｔ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ｄｅｓｉｇｎ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ｖａｌｕｅ；Ａｂａｓｉｓｖａｌｕｅ；Ｓｂａｓｉｓｖａｌｕｅ；

ＴＣ１１ｔｉｔａｎｉｕｍａｌｌｏｙ；ｔｅｎｓｉｌ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是航空产品进行选材和

设计的基础，性能数据受材料制备、试验过程等诸

多因素的影响，需要按照一定的规范获得基准值

作为设计许用值，如Ｓ基准值和Ａ基准值等，方

可用于选材和设计。基准值的计算涉及复杂的统

计计算过程，目前已有一些标准的方法，如已获得

广泛应用的美国《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以 下 简 称

ＭＭＰＤＳ）手册中所述的方法
［１］。

ＭＭＰＤＳ前身为美国《Ｍｉｌｉｔｅｒｙ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５》

（以下简称 ＭＩＬＨＤＢＫ５）系列，是被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Ａｅｒｏｎｓｕｔｉｃ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ＡＡ）认可的公开发

布金属材料和连接件设计许用值性能数据的手

册［２８］。该手册定义 Ａ基准值为统计计算犜９９值

或材料标准规定Ｓ基准值中的较小值。犜９９值指

母体中至少有９９％的数值等于或超过该值，即可

靠度９９％，其置信度为９５％。美国发动机结构完

整性大纲《Ｅｎｇｉｎ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Ｐｒｏｇｒａｍ》

（ＥＮＳＩＰ）ＭＩＬＨＤＢＫ１７８３Ｂ
［９］中要求，除断裂韧

性和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外，所有的材料性能都应

采用５０％置信度的－３σ值（可靠度为９９．８７％）

或９５％置信度的－２σ值（可靠度为９７．７２％），或

者５０％置信度的犅０．１值（可靠度为９９．９％），或者

ＭＩＬＨＤＢＫ５的Ａ基准值。

设计许用值计算方法包括基于大样本的直接

法和基于小样本的间接法，同时分为回归和非回

归两种。非回归的直接法又分为参数统计和非参

数统计。对于直接的参数统计方法计算犜９９值，

在 ＭＩＬＨＤＢＫ５系列早期只采用正态分布，后来

正态法引入了偏斜度，并引入了威布尔分布。但

由于偏斜度难以检验，常导致运用正态法得到的

结果不理想，ＭＩＬＨＤＢＫ５Ｊ（２００３ 年 更 名 为

ＭＭＰＤＳ）不再推荐使用该方法
［５６］。２０１６年发布

的 ＭＭＰＤＳ１１主要采用皮尔森Ⅲ型系列分布和

威布尔分布两种分布形式，并且对于不满足分布

的数据样本，允许删减高侧数据后进行威布尔检

验，或者进行两种分布的回退处理，使得不够理想

的情况下仍可以给出工程可用的设计许用值［１］。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金属材料的室、高温拉伸

强度设计许用值计算方法也开展了一些研

究［１０１２］，并形成了标准［１３１４］。马国宇［１０］研究了不

同来源与样本量的数据统计处理方法，以及三参

数威布尔分布参数的估计方法。陈颖［１１］详细讨

论了样本分布拟合的流程和方法，以及多个样本

母体校验的 Ｋ样本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Ｄａｒｌｉｎｇ检验方法

（以下简称ＡＤＫ检验）。原鲲等
［１２］采用正态分布

直接计算方法给出了某高温合金的容限范围母体

比例９９％的高温设计许用值曲线。北京航空材

料研究所［１３］参照 ＭＩＬＨＤＢＫ５Ｄ，参数统计方法

采用正态分布给出了ＴＣ１１等５种材料的Ａ基准

值和－３σ值。ＧＪＢ１８Ｚ／Ａ２００５
［１４］标准中参数方

法采用带偏斜度的正态分布和威布尔分布，与

ＭＩＬＨＤＢＫ５Ｈ基本一致。

本文对金属材料室温拉伸强度设计许用值的

直接计算方法要素进行简要阐述，对航空发动机

用ＴＣ１１钛合金棒材和锻件的室温拉伸强度批产

检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棒材和锻件的两组数

据分别采用回归和非回归的方法进行计算。其中

非回归的参数方法采用皮尔森Ⅲ型系列分布和威

布尔分布进行检验和计算。最后对计算结果进行

简要分析。

１　数据要求

为了确保获得的设计许用值代表材料当前真

６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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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生产能力，用于测试强度性能的材料必须来

自稳定批生产，且按照当前材料标准生产并供应。

参与计算的数据需满足最小的样本量和最少

的炉批次要求［１，１４］。金属材料的室温抗拉强度和

屈服强度是在材料标准中规定的质量验收指标，

且在生产中被广泛应用。因此，将生产中的这些

检验数据汇集起来较容易满足样本量和炉批次的

要求，可用直接法计算获得室温强度基准值。这

些室温强度基准值是间接法导出其高温强度以及

其他强度性能基准值的前提。

试验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如试样形式和拉伸速

率等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强度测试结果。因此，

需按照统一的试验方法标准进行试验，或者至少

参与计算的一组数据应按照统一的试样形式和试

验参数进行试验，以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有的金属材料制品由于成型工艺的原因，其

不同取样方向会表现出性能上的差异，不同规格

厚度也会呈现出性能差异。因此，在计算设计许

用值以及使用这些设计许用值时都应予以考虑。

２　统计分析方法简析

２１　基本概念

工程上金属材料强度 Ａ基准值或其他设计

许用值的计算，在统计学中可表述为特定分布条

件下母体百分位数的容许下限问题。

设犡＝（狓１，狓２，…，狓狀）是来自分布函数犉θ的

一个样本，其中θ∈Θ，又设犜ｌ和犜ｕ 是两个统计

量，假如对任意给定的β和γ，０＜β，γ＜１，和所有

的θ∈Θ，有

犘θ 犘θ（犜ｌ≤犡）≥｛ ｝β ≥γ （１）

犘θ 犘θ（犡＜犜ｕ）≥｛ ｝β ≥γ （２）

　　或等价地有

犘θ 犉（犜ｌ）≤１－｛ ｝β ≥γ （３）

犘θ 犉（犜ｕ）≥｛ ｝β ≥γ （４）

　　则犜ｌ和犜ｕ分别称为分布犉θ的（β，γ）容许下

限和（β，γ）容许上限
［１５］。

设总体分布属于所有连续型分布的集合，若

犜ｕ是犉θ的β分位数狋β的置信水平为γ的置信上

限，则犜ｕ是犉θ 的（β，γ）容许上限。犜ｌ是犉θ 的

（１－β）分位数狋１－β的置信水平为γ的置信下限，

则犜ｌ是犉θ的（β，γ）容许下限
［１５］。

当γ＝９５％，β＝９９％时，所得到的容许下限

就是工程设计中所用的Ａ基准值。

对于金属材料强度与某一特征量如厚度、直

径、寿命等呈现相关性时，Ａ基准值或其他设计许

用值的计算，则可表述为特定置信度γ、可靠度β
的回归下限问题。工程上常用的方法为单侧容限

系数法［１，１６］。

当γ＝５０％，β＝９９．８７％时，所得到的下限曲

线就是工程设计中所用的５０％置信度的－３σ曲

线。同理可得γ＝９５％，β＝９９％的Ａ基准曲线。

２２　回归显著性检验

首先应对所有数据进行适当的统计显著性检

验，包括回归和不回归的两种情况。由于金属材

料制品的性能有时会随着某些尺寸特性（如材料

规格）呈线性或非线性变化，因此应先检验性能与

尺寸之间的关系，即进行回归显著性检验。

回归显著性检验时通常需要进行正态性假

设，即假设残差服从正态分布，这一正态假设的有

效性可由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Ｄａｒｌｉｎｇ（ＡＤ）检验进行评

估［１，１７］。工程实际中往往一个材料规格会有多个

性能观测值，因此回归显著性检验需要分两步进

行，先检验失拟性，再检验显著性。前者度量所选

回归模型的适用性，后者度量模型对数据进行描

述的关联性。两种检验均通过残差分析，采用不

同的统计量进行Ｆ检验来实现。

如果有两组或多组相互独立的数据，例如不

同来源或不同时间段的数据，则在显著性检验前

需进行回归一致性检验，以判断数据是否可合并。

回归一致性仍然通过Ｆ检验来实现。

如果数据的直接回归关系不成立，有时还可

以通过简单的数据转换，例如对直径取对数，来建

立新的回归关系，这样的转换还可使后续的分析

得到简化［１，１４］。

２３　同类性检验

对于不需要回归的数据，首先应检查数据是

否满足炉批数和子样数要求，满足要求可直接计

算，不满足要求则需进一步增加数据量。如果有

两组或多组相互独立的数据，则可通过同类性检

验来判断数据是否可合并。

同类性检验常用的方法有Ｆ检验、ｔ检验以

及ＡＤＫ检验等。其中Ｆ检验和ｔ检验基于正态

性假设且只能两两相比进行判断，对于多组数据

的检验，过程会比较繁琐。ＡＤＫ检验为非参数统

计方法，只需假设各子样是来自各自母体的独立

随机子样即可，且可对多组数据进行检验，因而在

工程上更为常用［１，１０１１］。

２４　拟合优度检验

对于已满足炉批次和子样数要求的数据，需

７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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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拟合优度检验，来判断数据符合哪种已知

分布，从而采用该分布的参数进行计算。

将样本数据的经验累积分布函数与假设数据

呈某特定分布时期望的理论累积分布函数进行比

较，如果实测差异足够小，常取５％的误差风险，

则接受符合该分布的假设。工程上采用基于ＡＤ

检验的方法，来确定母体是否符合威布尔分布或

皮尔森Ⅲ型分布
［１，１４］。

如果多种分布同时通过检验，则分别进行计

算并择优选取计算结果。择优选取的原则之一是

选择对低侧数据拟合较好的分布。这是因为工程

设计中真正关注的是材料性能分布中的低侧数

据。同样的原因，当数据经检验不符合任何一个

已知分布时，可对高侧数据进行适当的删减。在

某些情况下虽然整体不服从某分布，但对于低侧

数据，分布仍可提供较为合理的近似［１］。如果数

据经过删减后仍不符合分布，还可进一步采用回

退方法，即针对皮尔森分布适当降低母体均值的

估计值，或针对威布尔分布适当降低母体门槛值，

以达到对强度基准值进行适当的保守估计的目

的。如果经上述方法检验，所有已知分布均不能

符合，则按照未知分布的非参数统计方法进行

计算［１，１４］。

３　犜犆１１钛合金设计许用值计算

３１　数据信息

从实际生产中获得的ＴＣ１１合金棒材和锻件

近十年的出入厂检验室温拉伸强度数据见表１和

表２。

表１为棒材不同直径犇的抗拉强度犚ｍ 和屈

服强度犚ｐ０．２数据，按材料标准ＧＪＢ４９４Ａ２００８的

要求进行取样和试验。表２为锻件入厂检验数

据，按锻件标准 Ｑ／１６ＧＪＸＯ６３５２０１３的要求在

锻件试样环上取样。室温拉伸试验方法均采用

ＧＢ／Ｔ２２８．１２０１０。

表１　犜犆１１棒材室温拉伸强度数据

犜犪犫犾犲１　犚狅狅犿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狋犲狀狊犻犾犲狊狋狉犲狀犵狋犺犱犪狋犪狅犳犜犆１１犫犪狉

犇／ｍｍ 犚ｍ／ＭＰａ 犚ｐ０．２／ＭＰａ

２５ １１６０，１１７０，１１９０，１１９０ １０２０，１０２０，１０４０，１０３０

２７ １１４０，１１３０，１１３０，　　，１１６０，１１７０ １０１０，１００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３０，１０４０

２９
１１１０，１１５０，１１１０，１１５０，１１７０，１１８０，

１１００，１１３０，１１５０，１１５０

９８５，１０１０，９８５，１０１０，１０３０，１０４０，

９６５，９９５，１０２０，１０１０

３０ １１３０，１１４０ １０００，１０１０

３２
１１１０，１１１０，１１１０，１１１０，１１２０，１１３０，

１１２０，１１１０，１１４０，１１３０，１１５０，１１３０

９４０，９５５，９４０，９５５，１０００，１０１０，

９７５，９７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２０，１０２０

３５ １１１０，１１００ ９７０，９６０

３６ １１４０，１１１０，１１１０，１１２０ １０１０，９８０，９８０，９７５

３８

１１１０，１１１０，１１２０，１１２０，１１４０，１１３０，１１２０，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１１１０，１１３０，１１２０，１１１０，１１１０，１１２０，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１１１０，１１２０，１１２０，１１２０，１１３０

９４０，９５５，９７０，９９０，１０２０，９９０，９７５，９８５，

９７０，９７５，１０００，９９０，９７５，９９５，９９０，１０００，

９８０，９７０，９６５，９７５，９６５，９６５

４２
１１００，１０９０，１１１０，１１１０，１１１０，１１００，１１３０，１１３０，

１１３０，１１３０，　　，　　，１１２０，１１１０

９７５，９６５，９７５，９７５，９５５，９５０，９７５，９９０，

９８５，９８０，９８５，１０００，９８０，９８５

４３ １１００，１１００，１１１０，１１００ ９６５，９７５，９５５，９５０

４６ １０００，９９５

４８ １１００，１１００，１１２０，１１２０ ９５５，９５５，９８０，９７０

５０ １１２０，１１２０ ９８５，９９５

５１ １１１０，１１１０，１１４０，１１２０ ９８０，９８０，９８０，９７５

５５ １１００，１１００，１１２０，１１２０ ９４０，９４５，９８０，９７５

６９ 　　，１１１０，１０９０，１０９０ １００６，９８８，９４５，９４０

８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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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犜犆１１锻件室温拉伸强度数据

犜犪犫犾犲２　犚狅狅犿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狋犲狀狊犻犾犲狊狋狉犲狀犵狋犺犱犪狋犪狅犳犜犆１１犳狅狉犵犻狀犵

参数 数值

犚ｍ／ＭＰａ

１２００，１２２０，１２００，１２３０，１２００，１２２０，１１６０，１２１０，１０８０，１１３０，１２２０，１２３０，１２２０，１２１０，１０６１，１０６５，

　　，　　，１０８８，１１１２，１１９０，１２１０，１２１０，１１９０，１２３０，１２３０，１２３０，１１８０，１０８０，１０８０，１１４９，１１５６，

１１７０，１２００，１２００，１２１０，１２１０，１２２０，１２３０，１１８０，１１５０，１０９０，１０８０，１０８０，１０７０，１１００，１０６０，１０６７，

１１９０，１２１０，１２２０，１０８０，１０９７，１２３０，１０７０，１０７０，１０８８，１０６１，１０６０，１１１０，１１３０，１１３０，１１３０，１０７０，

１０９０，１１１０，１１００，１１００，１０９０，１１３０，１１６０，１０８０，１１１０，１１８０，１２００，１２２０，１２００，１１８０，１２００，１１１０，

１０９０，１１１０，１１３０，１０９０，１０７０，１１３０，１１３０，１１１０，１１３０，１１１０，１１００，１１０６，１１０８，１１６５，１１４４，１１１７，

１１３０，１１０３，１０８９，１１７５，１１４１，１１４３，１１３２，１１０２，１０８７，１１２０，１１２９，１１４８，１１６１，１１３１，１１３７

犚ｐ０．２／ＭＰａ

１０４０，１０４０，１０４０，１０４０，１０３０，１０５０，１０１０，１０４０，９７０，１０２０，１０４０，１０４０，１０５０，１０４０，９５７，９６４，

９６４，９６５，９９３，１０２２，１０７０，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０５０，１０９０，１１１０，１１００，１０４０，９９０，１０００，１０４４，１０６７，

１０１０，１０３０，１０４０，１０５０，１０５０，１０５０，１０６０，１０７０，１０００，９６５，９５０，９５５，９５０，９６０，９６５，９８０，

１０２０，１０３０，１０５０，９８０，９６５，１０６０，９４５，９４０，９７８，９４０，９３８，１０２０，１０４０，１０５０，１０４０，９６５，

９９５，１０００，９９０，９９０，９８５，１０３０，１０６０，９８０，９９０，１０４０，１０４０，１０４０，１０２０，１０１０，１０３０，１０３０，

９９５，１０１０，１０４０，９９０，９８０，１０４０，１０５０，１０２０，１０３０，１０３０，１０２０，９８６，１０１９，１０６５，１０５０，１０２７，

１０３５，１０２５，１００５，１０７０，１０３０，１０４２，１０３４，１０３７，１０１６，１０２７，１０４１，１０３１，１０３１，１０１２，１０１２

３２　棒材回归显著性检验

ＴＣ１１合金棒材有多个规格，直径分布于

２５～６９ｍｍ之间，每种规格均有多个抗拉强度和

屈服强度数据（详见表１）。首先进行回归失拟性

和显著性检验。由于线性回归未通过检验，两种

强度均进行了二次回归失拟性和显著性检验。

二次回归的关系式如下：

犢 ＝犪＋犫狓＋犮狓
２
＋ε （５）

其中犢 为强度，狓 为直径，ε为残差，犪、犫、犮为

常数。

表３为失拟性和显著性检验的方差分析表。

表中狀表示（狓犻，犢犻）试验点的总数，犽表示不同狓

值的数量，表中各项的计算式见式（６）～式（１３）。

表３　二次回归方差分析表

犜犪犫犾犲３　犙狌犪犱狉犪狋犻犮狉犲犵狉犲狊狊犻狅狀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狏犪狉犻犪狀犮犲

方差源 自由度 平方和 均方值 犉统计量

回归 ２ 犛ｓｒ 犛ｓｒ／２ 犉１

残差 狀－３ 犛ｓｅ 犛ｓｅ／（狀－３） 犉１

失拟性 犽－３ 犛ｓｌｆ 犛ｓｌｆ／（犽－３） 犉２

纯误差 狀－犽 犛ｓｐｅ 犛ｓｐｅ／（狀－犽） 犉２

总和 狀－１ 犛ｓｔ

　　回归平方和犛ｓｒ、残差平方和犛ｓｅ及总离差平

方和犛ｓｔ定义如下：

犛ｓｒ＝∑（^犢犻－珚犢）
２ （６）

犛ｓｅ＝∑（犢犻－犢^犻）
２ （７）

犛ｓｔ＝∑（犢犻－珚犢）
２ （８）

其中犢^犻为狓犻处由方程计算的犢 值；珚犢为所有犢犻

的平均值。

为了计算失拟平方和犛ｓｌｆ和纯误差平方和

犛ｓｐｅ，需按狓值的大小顺序对数据重新编号。令

犢狌犼代表第狌个狓水平所对应的第犼个数据值，狀狌

代表第狌个狓水平的数据个数，则第狌个狓水平

所有犢狌犼的平均值珚犢狌 由下式计算：

珚犢狌 ＝∑

狀狌

犼＝１

犢狌犼／狀狌 （９）

令 犢^狌犼代表第狌 个狓 水平处由方程计算的犢

值，则

犛ｓｌｆ＝∑
犽

狌＝１
∑

狀狌

犼＝１

（珚犢狌－犢^狌犼）
２ （１０）

犛ｓｐｅ＝犛ｓｅ－犛ｓｌｆ （１１）

　　用于二次回归失拟性检验与显著性检验的两

个犉统计量定义如下：

犉１ ＝ （犛ｓｒ／２）／［犛ｓｅ／（狀－３）］ （１２）

犉２ ＝ ［犛ｓｌｆ／（犽－３）］／［犛ｓｐｅ／（狀－犽）］ （１３）

　　如果犉２ 大于分子自由度犽－３且分母自由度

狀－犽的犉 分布９５％分位数，则失拟性显著，模型

不可用。反之，则失拟性不显著，认为该回归模型

可描述狓和犢 之间的关系。若失拟性不显著，则

进一步检验犉１ 是否大于分子自由度２分母自由

度狀－３的犉分布９５％分位数，如果是则回归显

著，狓和犢 之间的关联性显著。反之则回归不

显著。

ＴＣ１１棒材的抗拉强度数据经对数转换后通

９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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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二次回归的失拟性和显著性检验，即对棒材

直径取对数后进行二次回归，用犇 表示直径，则

式（５）中的狓为ｌｇ犇。屈服强度未经数据转换即

通过了二次回归的失拟性和显著性检验，狓为直

径犇。

３３　棒材回归的直接计算

ＴＣ１１棒材抗拉强度数据经对数转换后符合

二次回归关系，屈服强度未经转换符合二次回归

关系。对于二次回归，采用式（１４）计算在狓＝狓０

处的犜９９值。

犜９９ ＝犪＋犫狓０＋犮狓
２
０－

狋０．９５ 狀－３，２．３２６／槡（ ）犙 犙狊槡 狔 （１４）

其中狋０．９５ 狀－３，２．３２６／槡（ ）犙 指 带 有 偏 心 参 数

２．３２６／槡犙和自由度为狀－３的偏心狋分布９５％分

位数，犙为偏心度，狊狔 为回归标准差，犪、犫、犮为常

数。犪、犫、犮、狊狔 和犙 由二次回归计算获得
［１，１４］。

按照上述方法，用自主开发并经过验证的计

算机程序分别计算ＴＣ１１棒材的抗拉强度和屈服

强度犜９９值，结果如图１（ａ）和图１（ｂ）所示。

图１　ＴＣ１１棒材拉伸强度犜９９计算结果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犜９９ｏｆｔｅｎｓｉｌ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ｆｏｒＴＣ１１ｂａｒ

表４列出了直径规格分别取具体数值时犜９９

的数值结果。

表４　不同直径犜犆１１棒材拉伸强度犜９９计算结果

犜犪犫犾犲４　犆狅犿狆狌狋犲犱犜９９狅犳狋犲狀狊犻犾犲狊狋狉犲狀犵狋犺犳狅狉犜犆１１

犫犪狉狑犻狋犺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犱犻犪犿犲狋犲狉狊

犇／ｍｍ ｌｇ犇 犚ｍ／ＭＰａ 犚ｐ０．２／ＭＰａ

２５ １．３９７９４ １１１５ ９５８

３０ １．４７７１２ １０９６ ９４５

３５ １．５４４０７ １０８２ ９３３

４２ １．６２３２５ １０７０ ９２０

５５ １．７４０３６ １０６３ ９０８

６９ １．８３８８５ １０６１ ９１２

３４　锻件拟合优度检验

ＴＣ１１合金锻件的检验数据（见表２）均为锻

件试样环上取样，与尺寸无关，不需要回归，直接

进行拟合优度检验。

图２（ａ）和图２（ｂ）分别给出了ＴＣ１１合金锻

件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的频率直方图，这些数据

是否满足已知分布需要通过威布尔分布或皮尔森

Ⅲ型分布的ＡＤ检验来进行判断
［１，１４，１８］。

两种分布的ＡＤ检验结果显示，上述抗拉强

度和屈服强度均不符合分布。如前文所述，工程

上更关注低侧数据，因此在新标准中允许进行适

当的高侧删减，使数据符合威布尔分布［１］。由图

图２　ＴＣ１１锻件室温强度数据的频率分布直方图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ｆｏｒｒｏｏ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ｅｎｓｉｌ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ＴＣ１１ｆｏｒｇｉｎｇ

０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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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亦可看出，若适当删减高侧数据，保留的低侧数

据即有可能符合威布尔分布。

威布尔分布的ＡＤ检验统计量由下式计算：

犃ｄ＝－∑
狉

犻＝１

２犻－１
狀
ｌｎ犉犻－２犉（ ）犻 ＋

狉２

狀
ｌｎ犉狉＋１－２狉犉狉＋１＋

狀
２
犉２狉＋１ （１５）

其中狀为子样数，狉为删减后的子样数（１≤狉≤

狀）；犉犻为累积分布函数，由式（１６）计算

犉犻＝１－ｅｘ
熿

燀
ｐ －

犡（犻）－τ５０

α（ ）
５０

β 燄

燅

５０

（１６）

其中犡（犻）为所有数据从小到大排序后的第犻个数

据，τ５０、α５０和β５０分别为三参数威布尔分布的母体

门槛值、母体形状参数和尺寸参数。

如果犃ｄ 值满足式（１７）的要求，则母体不符

合威布尔分布。反之，如果犃ｄ 值小于临界值，则

符合威布尔分布［１］。

犃ｄ≥

０．３９５１＋４．１８６×１０
－５狀 　 未删减数据

０．２６０３＋４．１８２×１０
－５狀 　 删减２０％ 数据

０．１７６１＋１．８４２×１０
－５狀 　 删减５０％

烅

烄

烆 数据

（１７）

　　计算结果显示，对抗拉强度的高侧数据进行

２０％删减后，可满足威布尔分布；屈服强度经

２０％删减仍不满足，经５０％删减后方满足威布尔

分布。上述计算过程和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犜犆１１锻件数据的威布尔分布犃犇检验结果

犜犪犫犾犲５　犃犇狋犲狊狋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狑犲犻犫狌犾犾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犳狅狉

犜犆１１犳狅狉犵犻狀犵

待检验数据 狀 犃ｄ 临界值 是否符合

犚ｍ，未删减 １０９ ０．５３６ ０．４００ 否

犚ｍ，２０％删减 ８８ ０．１５６ ０．２６５ 是

犚ｐ０．２，未删减 １１１ ０．５３８ ０．４００ 否

犚ｐ０．２，２０％删减 ８９ ０．５３０ ０．２６５ 否

犚ｐ０．２，５０％删减 ５６ ０．０８８ ０．１７８ 是

　　抗拉强度的未删减数据威布尔分布ＡＤ检验

概率图如图３（ａ）所示，检验结果不符合分布；删减

２０％数据后的威布尔分布 ＡＤ检验概率图如图

３（ｂ）所示，检验结果符合分布。两种情况的威布尔

分布概率密度曲线如图３（ｃ）中的虚线所示。

３５　锻件不回归的直接计算

ＴＣ１１锻件抗拉强度数据经２０％删减、屈服

强度经５０％删减后符合威布尔分布。对于威布

图３　ＴＣ１１锻件抗拉强度威布尔分布ＡＤ检验过程

Ｆｉｇ．３　ＡＤｔｅｓｔ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ｏｆＷｅｉｂｕｌ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犚ｍｆｏｒＴＣ１１ｆｏｒｇｉｎｇ

尔分布，计算犜９９值时需首先确定母体门槛值τ９９、

母体形状参数α９９和尺寸参数β９９以及三参数威布

尔分布的单侧容限系数犞９９
［１，１０，１４］。确定母体各

参数后，可通过式（１８）计算犜９９值。

犜９９ ＝τ９９＋犙９９ｅｘｐ －犞９９／（β９９槡狀［ ］） （１８）

其中犙９９按下式计算：

犙９９ ＝α９９（０．０１００５）
１

β９９ （１９）

　　按照上述方法，用自主开发并经过验证的计

算机程序分别计算了ＴＣ１１锻件的抗拉强度和屈

服强度的犜９９值，结果如表６所示。其中，计算抗

拉强度犜９９值的威布尔分布概率密度曲线如图

３（ｃ）中的实线所示。

１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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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犜犆１１锻件拉伸强度犜９９计算结果

犜犪犫犾犲６　犆狅犿狆狌狋犲犱犜９９狅犳狋犲狀狊犻犾犲狊狋狉犲狀犵狋犺犳狅狉犜犆１１犳狅狉犵犻狀犵

参数 数值

犚ｍ／ＭＰａ １０４９

犚ｐ０．２／ＭＰａ ９１０

４　分析与讨论

参与计算的ＴＣ１１钛合金数据为批产材料的

检验数据，这些数据和材料均满足表７所示的材

料标准或锻件标准的要求。两标准均对抗拉强度

的上下限值和屈服强度下限值进行了规定。设计

许用值一般只关注规定下限值，即Ｓ基准值。如

前文所述，Ａ基准值定义为犜９９值或Ｓ基准值中

的较小值［１］，需要对两者进行比较。初步比较发

现，部分棒材规格的屈服强度犜９９值不同程度地

低于Ｓ基准值９３０ＭＰａ，锻件的抗拉强度犜９９值略

低于Ｓ基准值１０６０ＭＰａ。

表７　犜犆１１合金标准中室温拉伸强度的规定值

犜犪犫犾犲７　犛狆犲犮犻犳犻犲犱狏犪犾狌犲狊狅犳狉狅狅犿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狋犲狀狊犻犾犲狊狋狉犲狀犵狋犺犳狅狉犜犆１１犪犾犾狅狔犪犮犮狅狉犱犻狀犵狋狅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狊

材料或锻件标准 材料品种 犚ｍ／ＭＰａ 犚ｐ０．２／ＭＰａ

ＧＪＢ４９４Ａ２００８ 棒材 １０３０～１２３０ ≥９３０

Ｑ／１６ＧＪＸＯ６３５２０１３ 锻件 １０６０～１２３０ ≥９１０

４１　棒材计算结果分析

在一定直径范围内取计算犜９９值的最小值作

为该直径范围材料最低下限值，将表４中的计算

结果以直径为横坐标重新作图，如图４所示。图

中的粗实线为计算犜９９最低下限值，呈台阶状，绝

大多数情况下随着直径增大逐级降低，只有屈服

强度直径为５５～６９ｍｍ时没有降低而是合并为

一级。这是因为，６９ｍｍ规格的个别数据偏高，造

成回归曲线在６９ｍｍ结尾处略微上翘，在表４中

５５ｍｍ屈服强度９０８ＭＰａ略低于６９ｍｍ屈服强度

９１２ＭＰａ。笔者认为此处４ＭＰａ的差异工程上可忽

略，故将５５ｍｍ和６９ｍｍ合并为一级，取最小值

９０８ＭＰａ作为下限。此外，ＧＪＢ４９４Ａ２００８适用于

直径不大于７０ｍｍ的棒材，参与计算设计许用值

的数据应尽可能均匀地覆盖所有规格范围［１］，但

５５～６９ｍｍ间隔很大一段没有数据，也是本组数

据不够理想之处。因此，需进一步补充规格和数

据，才能很好地弥补上述问题。

图４中点划线为棒材标准规定的Ｓ基准值，

呈水平直线。可以看到，该组棒材抗拉强度所有

规格的计算犜９９值均高于Ｓ基准值。这时以Ｓ基

准值作为犃基准进行设计，显然过于保守。屈服

强度犜９９粗实线一开始高于Ｓ基准值点划线，随

着直径增大，在直径３５ｍｍ规格处转为低于点划

线。这时应先以Ｓ基准值为Ａ基准，直径大于３５

ｍｍ后则以犜９９值为 Ａ基准。实际上，无论抗拉

强度还是屈服强度，直接由计算犜９９值给出不同

规格的最低下限是最接近产品实际强度水平的。

图４　ＴＣ１１棒材室温拉伸强度规定与计算的下限值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ｌｏｗｅｒｌｉｍｉｔ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ｒｒｏｏ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ＴＣ１１ｂａｒ

４２　锻件计算结果分析

为了分析锻件计算结果，先计算锻件数据的

均值犡、标准差狊、变异系数犆ｖ 和过程能力指数

犆ｐｋ。后两者的计算式见式（２０）和式（２１），计算结

果见表８。

犆ｖ＝狊／珡犡 （２０）

犆ｐｋ＝ （珡犡－犛）／３狊 （２１）

其中Ｓ基准值量符号记为犛。

变异系数犆ｖ 反映数据相对波动的特征，犆ｖ

值越低，产品性能波动范围越小。由表８中两种

强度的犆ｖ值相比可知，抗拉强度犆ｖ 值较屈服强

度高，说明抗拉强度数据的波动性大。

过程能力指数犆ｐｋ表示过程能力满足技术标

准的程度，犆ｐｋ越高，则产品过程能力越高。一般

来说，犆ｐｋ＞１为正常，犆ｐｋ＞１．３为充分，说明产品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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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有较大保障。表８中屈服强度的犆ｐｋ勉强接

近１，抗拉强度犆ｐｋ远小于１。

表８　犜犆１１锻件拉伸强度的均值、标准差、犆狏值和犆狆犽值

犜犪犫犾犲８　犆狅犿狆狌狋犲犱犿犲犪狀，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犱犲狏犻犪狋犻狅狀，犆狏犪狀犱犆狆犽

狏犪犾狌犲狊狅犳狋犲狀狊犻犾犲狊狋狉犲狀犵狋犺犳狅狉犜犆１１犳狅狉犵犻狀犵

参数
数值

犚ｍ 犚ｐ０．２

狀 １０９ １１１

犛／ＭＰａ １０６０ ９１０

珡犡／ＭＰａ １１４２ １０１９

狊／ＭＰａ ５４ ３８

犆ｖ／％ ４．７２ ３．６８

犆ｐｋ ０．５０７ ０．９７０

　　由犆ｐｋ的公式可知，该值是均值与规定下限

值之差与３倍标准差的比值，表征材料产品的强

度是否有足够的裕度。产品要具备足够的裕度不

仅要求强度足够高，还要求分散性足够小。锻件

抗拉强度均值１１４０ＭＰａ虽然比规定下限值１０６０

ＭＰａ高出８０ＭＰａ，但由于分散性大，标准差５５

ＭＰａ，使得犆ｐｋ值只有０．５０７。也正是由于该组数

据较为分散，标准差较大，才使得锻件抗拉强度的

计算犜９９值１０４９ＭＰａ比规定下限值低１１ＭＰａ。

不过，工程上一般取１３．８ＭＰａ或规定下限值的

２％，两者取其大作为实际产品计算犜９９值与规定

下限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的判断标准［１］，本文中

虽然计算犜９９值比规定下限值低１１ＭＰａ，但并未

超过上述标准，工程上是可接受的，即认为两者不

存在显著差异。

与 ＭＭＰＤＳ１１
［１］不同，国内的《航空发动机

设计用材料数据手册》（以下简称手册）第２

册［１３］和ＧＪＢ１８Ｚ／Ａ２００５标准
［１４］定义 Ａ基准值

为犜９９值，并在手册中同时给出Ｓ基准值和 Ａ基

准值。将手册中 ＴＣ１１棒材和锻件的室温设计

许用值列于表９中进行比较，可以看到，只有棒

材抗拉强度Ａ基准值比Ｓ基准值高１０ＭＰａ，其

余强度Ａ基准值均低于Ｓ基准值。本文计算结

果的趋势与之基本一致，即棒材不同规格抗拉

强度计算犜９９值比Ｓ基准值高３１～８５ＭＰａ，其余

强度犜９９值与Ｓ基准值相比则有高有低，不具备

这样的优势。

表９　手册第２册中犜犆１１棒材和锻件的室温设计许用值

犜犪犫犾犲９　犚狅狅犿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犱犲狊犻犵狀犪犾犾狅狑犪犫犾犲狏犪犾狌犲狊犳狅狉犜犆１１犫犪狉犪狀犱犳狅狉犵犻狀犵犻狀犪犲狉狅犲狀犵犻狀犲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犱犲狊犻犵狀犱犪狋犪犎犪狀犱犫狅狅犽２

材料或锻件标准 材料品种
犚ｍ／ＭＰａ 犚ｐ０．２／ＭＰａ

Ｓ基准值 Ａ基准值 Ｓ基准值 Ａ基准值

ＧＪＢ４９４８８ 棒材 １０３０ １０４０ ９３０ ８９５

ＨＢ５２６３８３ 锻件 １０３０ １０１０ ８８５ ８６５

　　本文的统计计算方法与手册第二册相比，除

了前文所述的非回归参数方法有较大进步之外，

还有棒材数据采用了回归的方法，可表达出强度

随直径的变化。

本文参与计算的数据来自最近十年生产的材

料，手册第二册数据主要来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生

产的材料，从两者的计算结果还可以看到 ＴＣ１１

材料的发展。这不仅体现在本文计算犜９９值比手

册中的Ａ基准值高，棒材强度高１．５％～７．２％不

等，锻件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分别高３．９％和

５．２％；还体现在锻件标准的差异上，锻件标准的

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规定下限值分别比过去提高

了３０ＭＰａ和２５ＭＰａ。

５　结　论

１）从统计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等方面简

析了金属材料室温强度设计许用值的直接计算方

法，并针对批产ＴＣ１１钛合金棒材和锻件的室温

拉伸强度进行了计算。

２）采用回归方法计算了不同规格 ＴＣ１１合

金棒材室温拉伸强度的系列犜９９值。以犜９９值作

为不同规格材料的最低下限，比Ｓ基准值更接近

产品的实际强度水平。

３）ＴＣ１１合金棒材不同规格抗拉强度的计算

下限值比规定下限值高３１～８５ＭＰａ，屈服强度的

计算下限值与规定下限值相比有高有低。

４）采用非回归方法计算了 ＴＣ１１合金锻件

的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犜９９值。由于抗拉强度数

据较分散，使得计算犜９９值比Ｓ基准值低１１ＭＰａ。

５）本文计算犜９９值比手册第二册中ＴＣ１１合

金的Ａ基准值高，棒材强度高１．５％～７．２％不等，

锻件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分别高３．９％和５．２％。

３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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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Ｃｏｌｕｍｂｕｓ：ＢａｔｔｅｌｌＣｏｌｕｍｂｕｓ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１９８４．

［５］　ＢＲＡＹＭＨ，ＺＯＯＫＬＭ，ＲＡＬＥＹＲＥ，ｅｔａｌ．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ｔｅ

ｒｉａｌ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ｎｇ［Ｒ］．Ｈｕｎｔｓｖｉｌｌｅ，ＵＳ：Ｍａｒ

ｓｈａｌｌＳｐａｃｅＦｌｉｇｈｔＣｅｎｔｅｒ，２０１２．

［６］　ＢＡＫＵＣＫＡＳＪＧＪｒ，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ＳＲ，ＲＩＣＥＲＣ．Ｍｅｔａｌ

ｌ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ＭＰＤ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ＭＩＬＨＤＢＫ

５［Ｒ］．Ｃｏｌｕｍｂｕｓ：ＢａｔｔｅｌｌｅＭｅｍｏｒｉ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０２．

［７］　ＲＩＣＥＲＣ，ＪＡＣＫＳＯＮＪＬ，ＢＡＫＵＣＫＡＳＪ，ｅｔａｌ，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ＭＰＤＳ）［Ｒ］．ＤＯＴ／ＦＡＡ／ＡＲＭＭＰＤＳ０１，２００３．

［８］　沈小明，陈挺，张迎春．民用航空材料适航审定［Ｊ］．材料工

程，２０１７，４５（１１）：１３９１４２．

ＳＨＥＮ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ＣＨＥＮ Ｔ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Ｙｉｎｇｃｈｕｎ．Ａｉｒ

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ｉｖｉｌ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７，４５（１１）：１３９１４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ｆｅｎｓｅ．Ｅｎｇｉｎ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ＥＮＳＩＰ）：ＭＩＬＨＤＢＫ１７８３Ｂ［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ｉｒＦｏｒｃｅ，２００２：６４６５．

［１０］　马国宇．材料力学设计许用值统计方法研究及软件开发

［Ｄ］．沈阳：东北大学，２０１０．

ＭＡＧｕｏｙｕ．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陈颖．飞机材料设计许用值统计分析方法及实际应用［Ｊ］．

工艺设计改造及检测检修，２０１５，２２３（１９）：５８５９．

ＣＨＥＮＹ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

ｓｉｇｎ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ｆｏｒ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Ｃｈｉｎ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２０１５，２２３（１９）：５８５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原鲲，赵熹，叶萍，等．确定 ＧＨ３１２８高温拉伸性能设计许

用值的方法［Ｊ］．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４，

５４（９）：１２３６１２３９．

ＹＵＡＮＫｕｎ，ＺＨＡＯＸｉ，ＹＥ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ｆ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ｔｅｎｓｉｌｅｄｅｓｉｇｎ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ｏｆａｌｌｏｙＧＨ３１２８［Ｊ］．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５４（９）：１２３６１２３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航空发动机设计用材料数据手册：

第２册［Ｍ］．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３．

［１４］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金属材料力学性能数据处理与表

达：ＧＪＢ１８Ｚ／Ａ２００５［Ｓ］．北京：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２００５：９２１．

［１５］　苑诗松，王静龙．数理统计［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０．

［１６］　高镇同，熊峻江．疲劳可靠性［Ｍ］．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７］　何晓群，刘文卿．应用回归分析［Ｍ］．３版．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８］　杜宝江，季长芹，郭京敏，等．航空用某复合材料力学特性

统计分布的研究［Ｊ］．兵器材料科学与工程，２０１２，３５（３）：

３０３３．

ＤＵＢａｏｊｉａｎｇ，ＪＩＣｈａｎｇｑｉｎ，ＧＵＯＪｉｎｇｍｉｎ，ｅｔ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ｆｏｒｏｎｅ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Ｊ］．Ｏｒｄｎａｎｃ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３５（３）：３０３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编辑：张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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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０５５（２０２０）１０２２０５１１　　　　　　　　犱狅犻：１０．１３２２４／ｊ．ｃｎｋｉ．ｊａｓｐ．２０２０．１０．０２１

基于径轴向犜犮犺犲犫犻犮犺犲犳矩函数三维曲面

非对称结构的模型修正

张　浩，臧朝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１６）

摘　　　要：采用积分的思想，将曲面机匣看作由若干圆柱机匣积累而成，将曲面机匣振型数据插值到一个

圈数×点数×层数的三维像素空间内，能够实现径轴向Ｔｃｈｅｂｉｃｈｅｆ矩（ＲＡＴ矩）对曲面机匣模态振型的识别。

利用ＲＡＴ矩函数从曲面结构模态振型数据提取矩特征值，实现对振型数据的压缩，基于矩特征值的相关性

分析能够很好地描述重模态现象，弥补了传统模态置信准则（ＭＡＣ）值对于重模态描述的缺陷。进而将矩特

征值代替振型数据，作为目标函数，应用于模型修正。矩特征值的数据量远小于振型数据，能够提高计算效

率、避免修正结果不收敛。考虑到工程部件大多非完全轴对称，以一个带有非对称凸台的航空发动机机匣为

例，基于ＲＡＴ矩进行模态计算、相关分析和模型修正，发现同时利用频率与ＲＡＴ矩进行模型修正，相关性有

明显的提升，例如第９阶模态的相关性由３５．３５％提升到６７．２１％。各阶模态对的频差也都明显降低，最大频

差由１４．５６％降至９．０９％。证明了ＲＡＴ矩函数能够应用在三维曲面非对称机匣的模型确认中。

关　键　词：径轴向Ｔｃｈｅｂｉｃｈｅｆ矩；曲面机匣；非对称结构；重模态；模态振型；特征提取；模型修正

中图分类号：Ｖ２３１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１０３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１１３７２１２８）

作者简介：张浩（１９９６－），男，硕士生，主要从事模型修正方面的研究。

引用格式：张浩，臧朝平．基于径轴向Ｔｃｈｅｂｉｃｈｅｆ矩函数三维曲面非对称结构的模型修正［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２０，３５（１０）：２２０５

２２１５．ＺＨＡＮＧＨａｏ，ＺＡＮＧＣｈａｏｐ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ｃｕｒｖｅｄ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ｙｒａｄｉａｌａｘｉａｌ

Ｔｃｈｅｂｉｃｈｅｆｍｏｍｅｎ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０，３５（１０）：２２０５２２１５．

犕狅犱犲犾狏犪犾犻犱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狉犲犲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犪犾犮狌狉狏犲犱犪狊狔犿犿犲狋狉犻犮

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犫狔狉犪犱犻犪犾犪狓犻犪犾犜犮犺犲犫犻犮犺犲犳犿狅犿犲狀狋狊

ＺＨＡＮＧＨａｏ，ＺＡＮＧＣｈａｏｐ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１６，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ｔｈｅｃｕｒｖｅｄｃａｓｅｗａ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ｔｏｂ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ａ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ｃａｓｅｓ．Ｔｈｅｍｏｄｅｓｈａｐｅｄａｔａｗｅ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ｅｄｉｎｔｏａ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

ｓｉｏｎａｌｐｉｘｅｌｓｐａｃｅｏｆｃｉｒｃｌｅ×ｐｏｉｎｔｓ×ｌａｙｅｒ，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

ｓｈａｐｅｏｆｃｕｒｖｅｄｃａｓｅｂｙｒａｄｉａｌａｘｉａｌＴｃｈｅｂｉｃｈｅｆｍｏｍｅｎｔ（ＲＡＴｍｏｍｅｎｔ）．Ｔｈ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ｍｏ

ｍｅｎｔｓｅｔｗａ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ｏｄｅｓｈａｐｅｄａｔａ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ＲＡＴｍｏｍｅｎ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ｏａ

ｃｈｉｅｖ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ｓｈａｐｅｄａｔａ．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ＡＴｍｏｍｅｎｔｃａｎ

ｗｅｌｌ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ｔｈｅｄｏｕｂｌｅｍｏｄｅ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ｍａｋｅｕｐ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ａｌ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ｒｉｔｅｒｔｉｏｍ（ＭＡＣ）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ｒｄｏｕｂｌｅｍｏｄｅｓ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ｏｆ

ｔｈｅｍｏｍｅｎｔｗａｓｕｓｅｄａｓ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ｄａｔａ，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ｍｏｄｅｌ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ａｔａ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ｔｈｅｍｏｍｅｎｔ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ｗａｓｍｕｃｈｓｍａｌｌ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

ｍｏｄｅｓｈａｐｅｄａｔａ，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ａｖｏｉｄｔｈｅｎｏｎ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ｔｈｅｕｐｄａ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ａｔｍｏｓ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ｎｏｔ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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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ｘｉ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ｃａｓｉｎｇｗｉｔｈａｎ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ｂｏｓｓｗａｓｔａｋｅｎ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

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ＡＴｍｏ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ｍｏｄ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ｕｐｄａｔｉｎｇ，ｉｔ

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ｂｏｔ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ｄＲＡＴｍｏｍ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ｆｏｒｍｏｄｅｌ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ｉｎｔｈｏｒｄｅｒｍｏｄｅｗａｓ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ｄｆｒｏｍ３５．３５％ｔｏ６７．２１％．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ｅａｃｈｍｏｄｅｐａｉｒｗａｓａｌｓｏ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ｒｅｄｕｃｅｄｆｒｏｍ１４．５６％ ｔｏ

９．０９％．Ｉｔｗａｓ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ＡＴｍｏｍｅｎ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ｒａｄｉａｌａｘｉａｌＴｃｈｅｂｉｃｈｅｆｍｏｍｅｎｔｓ；ｃｕｒｖｅｄｃａｓｅｓ；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ｏｕｂｌｅｍｏｄｅｓ；ｍｏｄｅｓｈａｐ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矩函数是最常用的形状特征提取方法，最初

矩函数主要应用在图像识别领域，随着研究的深

入，在结构动力学领域矩函数也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Ｈｕ
［１］最早提出了几何矩描述符，并将其一系

列不变性应用在自动特征识别上，之后又延伸出

了规则矩［２］、旋转矩［３］等几何矩。但几何矩不具

有正交性，会造成信息的冗余。Ｔｅａｇｕｅ
［４］提出了

Ｚｅｒｎｉｋｅ矩和Ｌｅｇｅｎｇｒｅ矩这两个基于正交多项式

的矩描述符，解决了几何矩造成信息冗余的问题，

但由于一般都是通过数字计算进行图像处理，采

用离散求和来模拟真实积分，上述两种矩函数都为

连续积分形式，故在计算中存在较大的离散误差。

随后Ｍｕｋｕｎｄａｎ等
［５７］提出了Ｔｃｈｅｂｉｃｈｅｆ矩描述符

的概念，Ｔｃｈｅｂｉｃｈｅｆ矩是离散的正交矩，既能够避

免数据冗余，又能消除离散误差，Ｍｕｋｕｎｄａｎ等又

在Ｔｃｈｅｂｉｃｈｅｆ多项式的基础上添加周向三角函

数，构造了径向Ｔｃｈｅｂｉｃｈｅｆ多项式。

从振型图像中提取出的矩特征值保留了模态

振型的特征信息，并实现了对振型数据的压缩。

将矩特征值代替振型数据应用于模型修正中既能

反应振型的变化，又能减少计算的数据量，并且矩

函数的相关性分析相比于传统的模态置信准则能

够更好地描述重模态现象，相关性分析能够得到

有限元模型计算数据与试验数据相关的模态对，

是后续模型修正工作的基础，也是模型确认理论

中的关键步骤。因此进行基于矩函数的模型修正

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国外的 Ｗａｎｇ等
［８１１］最早

将Ｚｅｒｎｉｋｅ矩函数、Ｔｃｈｅｂｉｃｈｅｆ矩函数应用在动

力学模型确认中，并完成了对二维矩形、圆形结构

的振型描述与模型修正。在国内，臧朝平、刘银

超、贾晴晴、姜丹丹等［１２１６］对 Ｚｅｒｎｉｋｅ矩函数、

Ｔｃｈｅｂｉｃｈｅｆ矩函数到径向 Ｔｃｈｅｂｉｃｈｅｆ矩函数进

行了深入研究，但是二维矩函数在处理三维结构

时只能使用投影等降维的方式。这样不仅操作复

杂，还会造成几何信息的缺失。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曾亚未等［１７］使用了三维的径轴向Ｔｃｈｅｂｉｃｈｅｆ

矩函数（ＲＡＴ矩），但是ＲＡＴ矩函数是定义在柱坐

标下的矩函数，只能够描述三维圆柱结构的模态振

型。针对这个问题，马健等［１８］采用了多项式拟合

的方法：采用径向坐标狉的多项式去拟合轴向坐标

狕，改进后的ＲＡＴ矩函数可以描述简单的三维曲

面机匣的模态振型，但该方法不具有通用性，针对

不同曲面机匣需要分别进行多项式拟合，并且随

着结构的复杂程度增加，拟合的难度也会增大。

本文采用积分的思想，将曲面机匣当作由若

干圆柱机匣积累而成，将振型数据插值到一个圈

数×点数×层数的像素空间内。这样就可以使用

ＲＡＴ矩函数直接描述三维曲面结构的模态振型，

并且对于不同曲面结构的通用性更强。目前矩函

数都是应用在轴对称结构上，考虑到工程上大部

分结构并非完全轴对称，与轴对称结构中出现的

重模态现象相比，局部非对称结构会存在近似模

态，由于刚度非对称近似模态间的频率与振型都

会有一些差异，因此需要研究如何使用 ＲＡＴ矩

函数识别非对称结构的位置并且对该部位进行模

型修正，使简化模型能够反映局部非对称结构的

性质。因此，本文采用了一个曲面的局部非对称

机匣结构，并利用ＲＡＴ矩函数对其模型进行模

态识别与模型确认。

１　基于矩函数的三维曲面结构模态

振型描述与模型修正方法

１１　基于矩函数的模态振型描述方法

若是把二维模态振型当做图像来处理，每个

节点都看作像素点，将振型图看成是犖×犖 的图

像，在极坐标下可以用径向 Ｔｃｈｅｂｉｃｈｅｆ矩（ＲＴ

矩，记为犚狆狇）来描述振型。

６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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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狆狇 ＝
１

ρ（狆，犖／２）∑
犖／２－１

狉＝０

狋狆，犖／２（狉）∑
犿－１

犽＝０

１

犿
ｅ－ｊ

２π狇犽
狀ψ（狉，）

（１）

式中狋狆，犖／２（狉）为Ｔｃｈｅｂｉｃｈｅｆ多项式，ｅ
－ｊ
２π狇犽
狀 是周向

的三角函数，ψ（狉，）是代表模态振型函数。

狋狆，犖／２（狉）＝
狆！
（犖／２）∑

狆

犽＝０

（－１）狆－
犽·

犖／２－１－犽

狆－（ ）犽

狆＋犽（ ）狆 （）狉犽 （２）

ρ（狆，犖／２）＝ ∑
犖／２－１

狉＝０

狋狆（狉［ ］）２ （３）

　　当处理三维结构的模态振型时，将模态振型看

成犕×犖×犎的图像，此时二维矩函数无法直接处

理三维图像，需要构建一个三维矩函数。基于ＲＴ

矩增加一个轴向的Ｔｃｈｅｂｉｃｈｅｆ多项式，这样组建出

一个建立在柱坐标下的三维矩函数：径轴向Ｔｃｈｅ

ｂｉｃｈｅｆ矩（ＲＡＴ 矩），ＲＡＴ 矩的表达式如式（４）。

狋狆，犿（狉）为添加的轴向Ｔｃｈｅｂｉｃｈｅｆ多项式，ｅ
－ｊ
２π狇犽
狀 还

是周向的三角函数，犳（狉，犽，狕）代表三维模态振型

的函数。狆、狇、犾分别为径向阶数、重数和轴向阶

数，狉、犽、狕分别为径向、周向、轴向坐标。径轴向

Ｔｃｈｅｂｉｃｈｅｆ多项式的表达式为式（５）和式（６）。

犚犾狆狇 ＝
１

狀ρ（狆，犿）ρ（犾，犺）∑
犺－１

狕＝０
∑
犿－１

狉＝０
∑
狀－１

犽＝０

狋犾，犺（狕）·

狋狆，犿（狉）ｅ
－ｊ
２π狇犽
狀犳 狉，犽，（ ）狕 （４）

狋犾，犺（狕）＝
犾！

（犺）犾∑
犾

犽＝０

（－１）
犾－犽·

犺－１－犽

犾－（ ）犽

犾＋犽（ ）犾 （）狕犽 （５）

狋狆，犿（狉）＝
狆！

（犿）狆∑
狆

犽＝０

（－１）狆－
犽·

犿－１－犽

狆－（ ）犽

狆＋犽（ ）狆 （）狉犽 （６）

　　因为ＲＡＴ矩函数是建立在柱坐标下的，因

此只能描述圆柱结构的模态振型。本文采用积分

的思想，将曲面机匣看成多个半径不同的圆柱机

匣沿轴向组合而成，将节点按照轴向坐标狕由小

到大排序，求出每一点的半径，沿轴向布置 犎 个

像素点，沿径向布置犕 个像素点，沿周向布置犖

个像素点，即可以构建出一个犕×犖×犎 的像素

空间，犕、犖、犎 的关系见式（７）、式（８）。将节点位

移插值到该像素空间内，得到犳（狉，犽，狕），带入式

（４）即可从曲面结构的模态振型中提取出ＲＡＴ

特征矩集。通常模态分析是针对自由自由状态

下部件的各阶模态，但在实际问题中，边界条件及

其影响往往是复杂的，矩函数对模态振型的描述

是基于模型各个节点的位移，对节点位移进行矩

变换得到特征矩集，无论是何种边界条件下，处理

的都是节点的位移值，因此该方法同样适用于结

构具有复杂边界的情况。

犎 ＝
犺

狉ｏ－狉ｉ
犕 （７）

式中犺为曲面机匣的高，狉ｏ 与狉ｉ分别为外径与

内径。

犖 ＝２π
犕狉ｏ
狉ｏ－狉ｉ

（８）

　　矩函数对模态振型识别的原理是对振型数据

进行矩变换，得到一系列的特征矩集，如式（９）。

可以利用特征矩集对振型图像进行重构。

１２　基于矩函数的模态振型重构方法

通过从振型图像提取出来的ＲＡＴ特征矩集

可以将振型图像重构，重构公式如下：

犳狉，犽，（ ）狕 ＝∑

狆ｍａｘ

狆＝０
∑

狇ｍａｘ

狇＝０
∑

犾
ｍａｘ

犾＝０

犚犾狆狇狋狆，犿（狉）狋犾，犺（狕）ｅ
ｊ
２π狇犽
狀 ＝

∑

犾
ｍａｘ

犾＝０

狋犾，犺（狕）∑

狆ｍａｘ

狆＝０

狋犾，犺（狕）

［

·

犆犾狆０＋２∑

狇ｍａｘ
／２

狇＝１

犆犾狆狇ｃｏｓ
２π狇犽
犿

＋犛
犾
狆狇ｓｉｎ

２π狇犽（ ）］犿

（９）

式中犆犾狆狇和犛
犾
狆狇分别代表及函数的实部和虚部。

引入一个总体相似度系数（ｇｌｏｂａｌ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ｃｅｎｔｓ，ＧＳＣ，记为犆ｇｓ）来描述重构振型图与

原始振型图的相似程度，表达式如下：

ζ（犐′，犐）＝
Ω

（犐′－珔犐′）（犐－珔犐）ｄ

［

犃

Ω

（犐′－珔犐′）
２ｄ ］［犃Ω

（犐－珔犐）
２ｄ ］槡 犃

珔犐′＝
∫Ω
犐′ｄ犃

∫Ω
ｄ犃

，　珔犐＝∫Ω
犐ｄ犃

∫Ω
ｄ犃

（１０）

式中犐′、犐表示重构振型和原始振型，Ω是振型数

据的定义域范围，犃 为振型图像的自变量。ＧＳＣ

的表达式如式（１１），表达的是最大重构阶次

犖ｍａｘ＝犻时的每一阶模态重构振型与原始振型的

总体相似度系数，ζｍｅａｎ，犻与ζｖａｒ，犻分别为各阶模态的

重构振型图像与原始振型图像相似度的均值与方

差。ＧＳＣ的取值在０～１之间，数值越大则代表

重构精度越高，数值越小则表示重构精度越低。

犆ｇｓ（）犻 ＝
ζｍｅａｎ，犻

１＋ζｖａｒ，犻
，　犻＝１，２，３，… （１１）

７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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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基于矩函数的相关性分析方法

在结构动力学领域常用的相关性分析方法是

模态置信准则（ｍｏｄａｌ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ＭＡＣ），

ＭＡＣ的值（记为εＭＡＣ）表达式见式（１２），ＭＡＣ分

析在处理重模态时存在明显的不足，在处理重模

态现象时效果不佳，不能准确地匹配模态对。而

使用具有旋转不变性的ＲＡＴ矩便能很好地解决

这个问题，参考模态置信准则的方法，ＲＡＴ矩的

相关性判定采用ＲＡＴＭＡＣ，如式（１３）所示

εＭＡＣ犻，（ ）犼 ＝
φ
ｅ｛ ｝犻

Ｔ
φ
ａ
犼
２

φ
ｅ｛ ｝犻

Ｔ
φ
ｅ（ ）犻 φ

ａ｛ ｝犼
Ｔ
φ
ａ（ ）犼

（１２）

式中φ
ｅ
犻 为试验的第犻阶模态振型向量，φ

ａ
犼 为有限

元计算第犼阶模态振型的向量，Ｔ表示转置。

εＲＡＴＭＡＣ犻，（ ）犼 ＝
犚ｅ｛ ｝犼

Ｈ犚ａ犼
２

犚ｅ｛ ｝犻
Ｈ犚ｅ（ ）犻 ｛犚ａ犼｝

Ｈ犚ａ（ ）犼

（１３）

式中犚ｅ犻 代表模态测试试验获得的第犻阶模态对

应的ＲＡＴ特征矩集向量，犚ａ犼 代表有限元模型计

算获得的第犼 阶模态对应的 ＲＡＴ特征矩集向

量，Ｈ表示共轭转置。与 ＭＡＣ一样，ＲＡＴＭＡＣ

的值εＲＡＴＭＡＣ也是介于０～１范围内的数，值越大

代表两阶模态相关性越高。与 ＭＡＣ值相比，在

计算重模态相关性时，由于ＲＡＴ矩的旋转不变

性，ＲＡＴＭＡＣ值会比 ＭＡＣ值高很多。

１４　基于矩函数的模型修正方法

１．４．１　灵敏度计算方法

可以通过将矩函数犇 对参数θ求导得到犇

对θ的灵敏度犛犇，如式（１４），用狑（狓，狔，狕，θ）表示

结构的振动位移，其表达式为式（１５），狀ｆ 为自由

度数，π犻（狓，狔，狕）是和狓、狔、狕坐标有关的变量，狇犻

是关于时间狋的正弦函数，｛φ犻｝为振型特征向量。

把式（１６）带入式（１５），得到式（１７）。振型图像

犐（狓，狔，狕，θ）可以表示为式（１８）。

犛犇 ＝
犇

θ
＝

熿

燀
∫Ω

犚犾狆狇（狓，狔，狕）犐（狓，狔，狕，θ）ｄ狓ｄ狔ｄ
燄

燅
狕

θ
（１４）

狑狓，狔，狕，（ ）θ ＝∑
狀

犻

π犻（狓，狔，狕）狇犻（）θ （１５）

狇｛ ｝犻 ＝ φ｛ ｝犻 ｓｉｎ（ω狋） （１６）

狑狓，狔，狕，（ ）θ ＝π
Ｔ（狓，狔，狕）φ（）θｓｉｎ（ω狋）（１７）

犐狓，狔，狕，（ ）θ ＝π
Ｔ（狓，狔，狕）φ（）θ （１８）

　　在直角坐标系下ＲＡＴ矩函数的求解公式为

犚犾狆狇 ＝
１

狀ρ（狆，犿）ρ（犾，犺）∑
犺－１

狕＝０
∑
犿－１

狉＝０
∑
狀－１

犽＝０

狋犾，犺（狕）狋狆，犿（狉）·

ｅ－ｊ
２π狇犽
狀犳（狉，θ犽，狕）＝

∑
犖－１

狓＝０
∑
犖－１

狔＝０
∑
犖－１

狕＝１

犝犾狆狇（狓，狔，狕）犐狓，狔，狕，（ ）θ （１９）

　　ＲＡＴ矩特征值对参数θ的灵敏度计算公式

如式（２０）。

犛犚 ＝
犚

犾
狆狇

θ
＝

熿

燀
 ∑

犖－１

狓＝０
∑
犖－１

狔＝０
∑
犖－１

狕＝１

犝犾狆狇（狓，狔，狕）犐狓，狔，狕，（ ）
燄

燅
θ

θ
（２０）

　　将式（１９）带入式（２０）可得

犛犚 ＝

熿

燀
 ∑

犖－１

狓＝０
∑
犖－１

狔＝０
∑
犖－１

狕＝１

犝犾狆狇（狓，狔，狕）犐狓，狔，狕，（ ）
燄

燅
θ

θ
＝

∑
犖－１

狓＝０
∑
犖－１

狔＝０
∑
犖－１

狕＝１

犝犾狆狇（狓，狔，狕）π
Ｔ（狓，狔，狕）

φ（）θ

θ

（２１）

　　由式（２１）可知，模态振型图像的矩特征值对

设计参数的灵敏度可由π（狓，狔，狕）的矩特征值与

模态振型特征向量φ对设计参数的灵敏度得到。

在实际计算过程中，也可以用向前差分的数值解

法求出其灵敏度。

１．４．２　设计参数估计值

模型修正的过程是一个参数变化迭代的过

程，每次迭代都会得到下一次迭代过程中设计参

数的改变量。每次迭代设计参数变化量的推导过

程如下。目标函数可以表示为关于设计参数的泰

勒展开式，如式（２２）所示：

δ狕＝犛犼δθ （２２）

其中

δθ＝θ－θ犼 （２３）

δ狕＝狕犿 －狕犼 （２４）

式中δθ为设计参数的变化量，θ犼是第犼次迭代过

程的设计参数；δ狕为目标函数的残差，狕ｍ 为参考

数据的目标函数，狕犼 为第犼次迭代过程中的目标

函数。

犛犼代表目标函数对设计参数的灵敏度矩阵，

表达如下：

犛犼 ＝δ狕犼／δθ犼 （２５）

　　若设计参数的数目比目标函数的数目要少，

可以采用最小目标函数法或者最小化二乘法，将

８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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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两边均乘以灵敏度矩阵的转置犛Ｔ 得到

犛Ｔ犻δ狕＝犛
Ｔ
犻犛犻δθ （２６）

　　整理得

δθ＝ ［犛
Ｔ
犻犛犻］

－１犛Ｔ犻δ狕 （２７）

　　可以得到第犼＋１次迭代过程的设计参数

θ犼＋１为

θ犼＋１ ＝θ犼＋［犛
Ｔ
犻犛犻］

－１犛Ｔ犻（狕ｍ－狕犼） （２８）

２　局部非对称曲面机匣基于犚犃犜

矩函数的模态识别与修正

２１　燃烧室机匣的有限元模型及模态振型

在此之前矩函数在模型确认域的应用都是针

对轴对称结构，然而工程中的实际结构大多并非

完全轴对称。为了探究矩函数能否应用在局部非

对称结构的模型确认上，本文选择一个轴对称的

燃烧室机匣，该机匣最大半径为２４１ｍｍ，最小半

径为１８２ｍｍ，高为２６２．８ｍｍ，在机匣外侧添加两

个非对称的凸台。材料采用ＧＨ４１６９高温合金，

该燃烧室机匣结构的弹性模量为２０４ＧＰａ，密度

为８２４０ｋｇ／ｍ
３，泊松比为０．３。在ＡＮＳＡ中使用

２阶四面体单元对燃烧室机匣划分网格，将此模

型视为参考模型，一共有９３３３７个节点，３１２０８个

单元。再将凸台简化，使用网格尺寸更大的２阶

四面体进行建模，共有２６１９５个节点，１２８５１个单

元，将此模型视为简化模型。几何模型、参考模型

与简化模型见图１。

图１　燃烧室机匣参考模型与简化模型

Ｆｉｇ．１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ｓｉｍｐｌｅｍｏｄｅｌ

ｏｆ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ｃａｓｅ

使用Ｎａｓｔｒａｎ求解器对参考模型与简化模型

进行模态计算，计算自由自由状态下的前１０阶

模态。参考模型与简化模型的前１０阶固有频率

见表１，参考模型前１０阶模态振型图见图２，简化

模型前１０阶振型图见图３。通过观察参考模型

的振型图可以发现，参考模型的第８阶模态振型

为局部模态，该阶模态的变形主要发生在凸台位

置处，该局部模态在简化模型中没有出现，故列出

参考模型前１１阶振型图。由简化模型振型图可

以看到，每相邻两阶模态都为重模态，传统的模态

置信准则在判定重模态时存在缺陷，因此可以将

ＲＡＴ矩函数应用在该模型的模型确认上。

参考模型相比于简化模型只多了两个凸台，

为了保证后续模型修正中参考模型与简化模型的

ＲＡＴ矩能够计算残差，将参考模型与简化模型的

振型数据插值到同一个圈数×点数×层数的像素

空间内，获得的振型图见图４和图５。可以看出，

虽然参考模型与简化模型的振型数据插值到同一

个像素空间，得到的参考模型振型图依然可以呈

现出非对称凸台带来的影响，得到的振型图和

Ｎａｓｔｒａｎ计算获得的振型图大致相同。

表１　参考模型与简化模型前１０阶固有频率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犳犻狉狊狋狋犲狀狅狉犱犲狉狀犪狋狌狉犪犾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犻犲狊狅犳狋犺犲

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犿狅犱犲犾犪狀犱狊犻犿狆犾犲犿狅犱犲犾

模态阶次
固有频率／Ｈｚ

参考模型 简化模型

１ １７０．３８ １９５．１９

２ １７６．２３ １９５．３５

３ ２７０．１４ ２８６．２１

４ ２７３．７１ ２８６．２６

５ ５０２．６５ ５３８．０４

６ ５１６．１９ ５３８．２９

７ ８３２．７５ １０２５．９

８ ８６３．６６ １０２６．１

９ ９３４．４９ １０６０

１０ １０２２．９ １０６０．３

图２　参考模型前１１阶振型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ｅｌｅｖｅｎｏｒｄｅｒｍｏｄｅｓｈａｐｅｏｆ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ｌ

９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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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简化模型前１０阶振型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ｅｎｏｒｄｅｒｍｏｄｅｓｈａｐｅｏｆ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ｅｍｏｄｅｌ

图４　参考模型振型数据插值得到的前１１阶振型图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ｅｌｅｖｅｎｏｒｄｅｒｍｏｄｅｓｈａｐ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ｍｏｄｅｄａｔａ

在提取模态振型图像的特征矩集之前，需要确定

一个最大重构阶数犖ｍａｘ，分别计算犖ｍａｘ从１到２０

的重构振型与原始振型的相似度（ＧＳＣ值），发现

当犖ｍａｘ很低或者很高的时候ＧＳＣ值都偏低，犖ｍａｘ

为１２时，ＧＳＣ值最高为０．９７，意味着在犖ｍａｘ为１２

时重构振型图与原始振型图相似度非常高，参考模

型的重构振型图见图６。对比图４和图６，可以看

到参考模型的重构振型图与原始振型图基本一致，

确认了ＲＡＴ矩函数能对曲面机匣模态进行识别。

２２　基于矩函数燃烧室机匣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文中第２．１节确定的最大重构阶数

犖ｍａｘ＝１２，同时对参考模型与简化模型振型图提

取ＲＡＴ特征矩集，将从参考模型和简化模型提

取出来的特征矩集进行对比，对比图见图７，可以

看到参考模型与简化模型前７阶的模态幅值较大

的矩基本一致，因为参考模型的第８阶模态为局

部模态，在简化模型中没有与第８阶匹配的模态，

参考模型第９、１０、１１阶模态振型的特征矩集与简

化模型第８、９、１０阶模态振型的特征矩集基本一

致，这也与振型图显示的相符。采用幅值最大的

几个主矩作为目标函数进行模型修正，不仅可以

考虑到模态振型提高模型修正精度，还避免了直

接使用振型数据工作量大的问题。

对参考模型与简化模型进行相关性分析，图

８为使用传统的模态置信准则计算的 ＭＡＣ图，

０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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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为采用ＲＡＴ矩函数计算的 ＲＡＴＭＡＣ图。

从 ＭＡＣ图可以看到只有前６阶模态能匹配上，

７～１０阶模态的匹配情况很差，第２、３阶模态还

出现了重模态的现象，反观ＲＡＴＭＡＣ图，能够很

好地显示重模态现象，因为参考模型的第８阶为

局部模态，因此参考模型的第７、９阶与简化模型

图５　简化模型振型数据插值得到的前１０阶振型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ｅｎｏｒｄｅｒｍｏｄｅｓｈａｐ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ｉｍｐｌｅｍｏｄｅｌｍｏｄｅｄａｔａ

图６　参考模型重构振型图

Ｆｉｇ．６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ｍｏｄｅｓｈａｐｅ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ｌ

１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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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７、８阶为重模态。由此可见，基于ＲＡＴ矩

的相关性分析要优于传统的相关性分析的。

由表２列出的相关性分析数据可见：

１）参考模型与简化模型各个模态对之间的

频差偏大，第１、２、７阶模态对的频差都超过

１０％，特别是第７阶频差达到了２３．２１％。由此

可见简化模型与参考模型存在差异，为了减小两

者之间的差异，需要对简化模型进行模型修正。

图７　参考模型与简化模型ＲＡＴ特征矩集对比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Ａ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ｍｏｍｅｎｔｓｅ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ｓｉｍｐｌｅｍｏｄｅｌ

２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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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参考模型与简化模型 ＭＡＣ图

Ｆｉｇ．８　ＭＡ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ｓｉｍｐｌｅｍｏｄｅｌ

图９　参考模型与简化模型ＲＡＴＭＡＣ图

Ｆｉｇ．９　ＲＡＴＭＡ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ｓｉｍｐｌｅｍｏｄｅｌ

表２　参考模型与简化模型相关性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狅犳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犿狅犱犲犾犪狀犱狊犻犿狆犾犲犿狅犱犲犾

模态
频率／Ｈｚ

参考模型 简化模型
频差／％ εＭＡＣ／％ εＲＡＴＭＡＣ／％

１ １７０．３８１ １７２．７２ １４．５６ ６３．３２ ８３．２４

２ １７６．２３ １７２．８６ １０．８４ ６２．１２ ８０．９

３ ２７０．１４ ２５４．８８ ７．０９ ６３．５５ ８５．８

４ ２７３．７１ ２５４．８４ ５．６６ ６３．４７ ９０．０

５ ５０２．６５ ４７４．３３ ７．０４ ７５．３３ ７６．７

６ ５１６．１９ ４７４．５５ ４．２８ ７８．９８ ７８．０

７ ８３２．７５ ９０６．３３ ２３．２１ ３１．２９ ８１．９

９ ９３４．４９ ９０８．４５ ９．７８ ３５．３５ ７５．９

１０ １０２２．９０ ９３８．９８ ３．６３ ４３．２１ ７７．３

　　２）对比表２显示的 ＲＡＴＭＡＣ值与 ＭＡＣ

值，可以看到除第５、６阶模态对 ＲＡＴＭＡＣ与

ＭＡＣ相差不大，其余每一阶模态对的ＲＡＴＭＡＣ

值都远远大于 ＭＡＣ值，这是因为ＲＡＴ矩具有旋

转不变性，可以很好地描述重模态现象，而 ＭＡＣ

应用在重模态上时数值会很低；并且ＲＡＴ矩能

够反映振型图象的全局特征，因此ＲＡＴＭＡＣ相

比于 ＭＡＣ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出模态对之间振型

图像的关系。

在传统的模型修正中，通常是将模态振型和

频率作为目标函数，对设计参数（通常为弹性模

量、密度）进行修正，从而使修正后的简化模型满

足要求，但是该修正方法存在一些缺点：①如果只

修正频率，可能会出现修正结果不收敛的现象。

②如果只修正模态振型，模态振型数据量十分庞

大，且对参数变化不灵敏。因此在传统的模型修

正中，修正过程复杂、数据量冗余，且很难获得理

想的结果。

在进行模型修正之前需要对修正的模型进行

分区，通过比较参考模型与简化模型的特征矩集

可以看到参考模型第８阶特征矩集在简化模型中

没有相对应的矩集，可以判断参考模型的第８阶

模态由于局部非对称结构造成局部模态，通过观

察参考模型第８阶模态的振型图可以大致确定局

部非对称凸台的位置，将凸台位置分为区域１，剩

下部分作为区域２，分区示意图如图１０所示。

本文先采用两种方法对简化模型进行模型修

正，分别是用模态频率修正和用ＲＡＴ矩修正，但

这两种方法的修正结果都无法收敛。最后以参考

模型为标准同时使用模态频率与ＲＡＴ矩对简化

３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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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简化模型分区图

Ｆｉｇ．１０　Ｓｉｍｐｌｅｍｏｄｅｌａｒｅａ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模型进行模型修正，以各个区域的弹性模量为修

正参数，将简化掉的凸台的质量通过增加密度等

效至区域１，以保证简化前后模型质量不变。修

正前后各阶模态参数变化见表３、表４，犈１、犈２ 分

别为区域１与区域２的弹性模量。可以看出，同

时利用模态频率和ＲＡＴ矩进行修正时，修正结

果第４次迭代就能达到收敛。修正前最大频差达

到了２３．２％修正后简化模型与参考模型每一阶

模态的频差都能控制在１０％以内，并且修正后的

各阶模态相关性也有了一定提高，特别是第７、９

两阶模态的 ＭＡＣ值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由于

参考模型的近似模态现象与简化模型的重模态现

象导致各阶 ＭＡＣ值都偏低，而 ＲＡＴＭＡＣ值能

很好地反应各阶模态振型匹配程度，修正后的

ＲＡＴＭＡＣ值较修正前有了明显提高，说明修正

后简化模型的振型图像与参考模型相似度有了提

升，验证了ＲＡＴ矩函数应用在该曲面非对称结

构模型修正中的可行性。

表３　修正前后弹性模量变化

犜犪犫犾犲３　犆犺犪狀犵犲狊犻狀犲犾犪狊狋犻犮犿狅犱狌犾狌狊犫犲犳狅狉犲犪狀犱

犪犳狋犲狉犮狅狉狉犲犮狋犻狅狀

设计参数 修正前 修正后 变化量／％

犈１／ＧＰａ ２０４ ２６７ ３２

犈２／ＧＰａ ２０４ １６２ ２３

表４　修正前后各个参数变化

犜犪犫犾犲４　犆犺犪狀犵犲狊犻狀狏犪狉犻狅狌狊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犫犲犳狅狉犲犪狀犱犪犳狋犲狉犮狅狉狉犲犮狋犻狅狀

模态
参考模型

频率／Ｈｚ

简化模型频率／Ｈｚ

修正前 修正后

频差／％

修正前 修正后

εＭＡＣ／％

修正前 修正后

εＲＡＴＭＡＣ／％

修正前 修正后

１ １７０．３８ １９５．１９ １７２．７２ １４．５６ １．３７ ６３．６２ ６４．２７ ８３．２４ ８７．９９

２ １７６．２３ １９５．３２ １７２．８６ １０．８４ －１．９１ ６２．１２ ６３．２３ ８５．２３ ９０．６０

３ ２７０．１０ ２８６．２６ ２５４．８８ ７．０９ －５．６３ ６３．５５ ６３．２９ ９２．１１ ９４．３２

４ ２７３．７１ ２８６．２１ ２５４．８４ ５．６６ －６．８９ ６３．４７ ６３．２９ ９０．９８ ９５．６７

５ ５０２．６５ ５３８．０４ ４７４．５５ ７．０４ －５．５９ ７５．３３ ７３．９４ ８６．０４ ９５．８６

６ ５１６．１９ ５３８．２９ ４７４．３３ ４．２８ －８．１１ ７８．９８ ７７．６４ ８５．６３ ９６．０９

７ ８３２．７５ １０２５．９ ９０８．４５ ２３．２ ９．０９ ３１．２９ ６０．５５ ７４．６７ ７６．０８

９ ９３４．４９ １０２６．１ ９０６．３３ ９．８ －３．０１ ３５．３５ ６７．２１ ７５．６９ ７７．４４

１０ １０２２．９０ １０６０ ９３８．９８ ３．６ ８．２ ４３．２１ ４９．８４ ８６．１９ ９５．７０

３　结　论

本文通过将三维振型数据插值到三维像素空

间，实现了使用ＲＡＴ矩函数描述三维曲面机匣

的模态振型，并且将ＲＡＴ矩函数应用到三维曲

面局部非对称结构的模型确认中，总结如下：

１）将三维曲面机匣看成多个圆柱机匣沿轴

向组成，构建一个圈数×点数×层数的三维像素

空间，将参考模型和简化模型的振型数据插值到

该三维空间上，则可以直接提取三维曲面机匣振

型图像的ＲＡＴ特征矩集，并可以用提取出的特

征矩集重构振型图像。拓展了三维ＲＡＴ矩函数

对三维结构的适用范围，提高了ＲＡＴ矩函数描

述模态振型的通用性。

２）过去三维矩函数只被应用在轴对称结构

的模型确认当中，考虑到工程中大部分机匣都不

是完全轴对称结构，本文将ＲＡＴ矩函数应用到

三维曲面局部非对称机匣的模型确认当中。

３）将ＲＡＴ矩函数应用在一个三维曲面非对

称的燃烧室机匣得模型确认中，ＲＡＴＭＡＣ可以

４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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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地识别该模型的重模态现象，在分别使用三

种方法进行模型修正后，发现同时利用频率与

ＲＡＴ矩进行模型修正能够得到理想的修正结果，

相关性有明显的提升，各阶模态对频差也都明显

降低。证明了ＲＡＴ矩函数能够应用在三维局部

非对称机匣的模型确认中，为今后应用到更复杂

的模型上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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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描述方法［Ｊ］．噪声与振动控制，２０１８，３８（增刊１）：

１３８１４２．

ＭＡＪｉａｎ，ＺＡＮＧＣｈａｏｐｉｎ．Ｍｏｄｅｓｈａｐ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ａｎ

ａｘｉ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ｕｓｉｎｇｒａｄｉａｌａｘｉａｌＴｃｈｅｂｉｃｈｅｆｍｏ

ｍｅｎ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Ｎｏｉｓｅａｎ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８，３８

（Ｓｕｐｐｌ．１）：１３８１４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编辑：陈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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犕犪狓狑犲犾犾模型中犽犲犞能量的犡犲粒子对

铜表面的适应系数

商圣飞１，２，姜利祥１，２，向树红１，蔡国飙３，贺碧蛟３，王文龙４

（１．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９４；

２．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究所 可靠性与环境工程技术重点实验室，北京１０００９４；

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宇航学院，北京１００１９１；

４．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部，北京１０００９４）

摘　　　要：使用热流传感器对氙离子推力器轴向距离为５００、７００ｍｍ和９００ｍｍ，径向角度为０°～１５°（推力

器出口平面中心为圆心，推力器出口轴线为０°）范围内羽流热流密度的分布进行了实验研究，获得了热流随

角度和半径变化的实验数据。采用ＰＩＣＤＳＭＣ（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ｎｃｅｌｌｄｉｒｅｃ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算法在不同

适应系数下对实验条件进行仿真分析，对比仿真结果和实验结果得到适应系数。结果表明：ｋｅＶ能量的Ｘｅ

粒子对热流传感器表面（铜）的适应系数接近１。

关　键　词：电推进羽流；热流分布；适应系数；粒子与壁面相互作用；Ｍａｘｗｅｌ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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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商圣飞（１９８９－），男，工程师，博士，主要从事电推进羽流力热效应、等离子体溅射效应高超声速力热效应的相关研究。

引用格式：商圣飞，姜利祥，向树红，等．Ｍａｘｗｅｌｌ模型中ｋｅＶ能量的Ｘｅ粒子对铜表面的适应系数［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２０，３５（１０）：

２２１６２２２２．Ｓ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ｆｅｉ，ＪＩＡＮＧＬｉｘ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Ｓｈｕ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ｋｅＶｅｎｅｒｇｙＸ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ｔｏｃｏｐｐ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ｎＭａｘｗｅｌｌｍｏｄｅ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０，３５（１０）：２２１６２２２２．

犃犱犪狆狋犪狋犻狅狀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狅犳犽犲犞犲狀犲狉犵狔犡犲狆犪狉狋犻犮犾犲狊

狋狅犮狅狆狆犲狉狊狌狉犳犪犮犲犻狀犕犪狓狑犲犾犾犿狅犱犲犾

Ｓ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ｆｅｉ
１，２，ＪＩＡＮＧＬｉｘｉａｎｇ１

，２，ＸＩＡＮＧＳｈｕｈｏｎｇ１，

ＣＡＩＧｕｏｂｉａｏ３，ＨＥＢｉｊｉａｏ３，ＷＡＮＧＷｅｎｌｏｎｇ４

（１．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ｐａｃｅｃｒａｆ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ｐａ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９４，Ｃｈｉｎａ；

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ｎ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ｐａｃｅｃｒａｆ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９４，Ｃｈｉｎａ；

３．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９１，Ｃｈｉｎａ；

４．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ｐａｃｅｃｒａｆｔＳｙｓｔｅｍ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ｐａ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９４，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ｏｎｔｈｅｉｏｎｔｈｒｕｓｔｅｒｐｌｕｍ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ｓｃｏｐｅｏｆｔｈｒｕｓｔｅｒｅｘｉｔ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５００，７００ｍｍａｎｄ９００ｍｍ，ｔｈｅａｎｇｌｅｏｆ０°－１５°（ａｓ

ｓｕｍｉｎｇｔｈｅｔｈｒｕｓｔｅｒｅｘｉｔｐｌａｎｅａｓ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ｌｅ，ｔｈｒｕｓｔｅｒｅｘｉｔａｘｉｓａｓ０°）ｗｉｔｈｔｈｅ

ｈｅｌｐ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ｓｅｎｓｏｒ．ＰＩＣＤＳＭＣ（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ｎｃｅｌｌｄｉｒｅｃ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ｋｅＶｅｎｅｒｇｙＸ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ｔｏ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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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ｏｐｐｅｒ）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ｔｆｌｏｗｓｅｎｓｏｒｗａｓｃｌｏｓｅｔｏ１．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ｐｌｕｍｅ；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ｗａｌ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ａｘｗｅｌｌｍｏｄｅｌ

　　离子推力器具有比冲高、推力小、寿命长、能

重复起动、推进剂利用率高等优点［１］，它的应用可

显著增加航天器的有效载荷、延长其使用寿命、降

低其发射成本，并且已经成功运用于姿态控制、位

置保持、阻力补偿和深空探测等任务［２３］。航天器

应用电推进技术以后，由于其特殊的羽流环境，会

改变航天器周围的等离子体环境，使航天器带来

电、磁、热等方面环境的改变，由此会造成诸如航

天器表面带电、电磁干扰、热敏感表面热性随之改

变等一系列影响。离子推力器热效应主要指束流

高能离子对航天器表面碰撞产生热量交换，使航

天器处在一个热环境中，造成航天器表面温度升

高和材料损坏［４］，进而使航天器的工作质量严重

下降，严重时将导致航天器整体无法工作，进而航

天任务失败。

对电推进热效应的研究主要有３种：在轨实

验研究、地面实验研究、仿真分析。在轨实验由于

存在的机会相对少，并且添加的测量设备给在轨

飞行任务增加载荷，造成实验成本加大，并且实验

测量设备的安装等还要受具体任务的限制；数值

模拟仿真虽然能够反映电推进羽流的相对真实的

面貌，比较灵活和计算成本比较低，但是需要与实

验结果进行对比验证，确定仿真模型的精度和可

信度；而地面真空舱羽流诊断实验是最直接有效

的模拟在轨飞行实验，方便控制，获取实验数据也

方便。为了解离子推力器羽流对航天器的热效应

情况，探究离子推力器羽流热效应具体的分布，需

要实验得到热流密度的大小为仿真分析提供数据

支持。然而关于电推力器羽流的热效应实验诊断

的正式发表的文献较少。可查文献中主要有美国

的密歇根大学［５６］对稳态等离子体推力器ＳＰＴ

（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ｐｌａｓｍａｔｈｒｕｓｔｅｒｓ）１００霍尔推力器的

研究以及美国奥斯汀大学针以螺旋波等离子体［７］

为研究对象对氩放电过程进行了热效应诊断实验

的研究。

仿真分析是上述几种研究方法中最经济、方

便的手段，但是目前研究高能粒子对壁面相互作

用的模型还不成熟。目前还没有 Ｍａｘｗｅｌｌ模型

中的适应系数在ｋｅＶ能量的粒子轰击材料表面

的数据。为了了解２０ｃｍ离子推力器的羽流热效

应的分布情况，同时为仿真算法提供数据支持，本

文使用了热流传感器对羽流的热流密度进行了测

量。通过ＰＩＣＤＳＭＣ（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ｎｃｅｌｌｄｉｒｅｃｔｓｉ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算法在不同适应系数下的

热流仿真结果与实验结果进行对比得到ｋｅＶ能

量下的Ｘｅ粒子对热流传感器表面的适应系数。

１　２０犮犿离子推力器热流密度测量

１１　实验系统介绍

本次２０ｃｍ氙离子推力器羽流热效应实验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真空羽流实验系统（ＰＥＳ）
［８１０］

中完成。整个实验系统由３部分构成：真空羽流

实验系统、离子推力器系统以及热流传感器测量

系统。

１．１．１　真空羽流实验系统（ＰＥＳ）

真空羽流实验系统主要由真空舱、干泵、罗茨

泵、分子泵、低温泵，液氮热沉组成的抽气系统、电

气控制系统以及储供系统构成。其中真空舱为圆

柱形卧式结构，主体结构材料为不锈钢最大外直

径为５．５ｍ，总长为１２．８ｍ，内有双层防溅射分子

屏［１１１２］。对于本次２０ｃｍ离子推力器羽流热效应

实验其动态真空度为８．１×１０－４Ｐａ。真空羽流实

验系统，如图１所示。

图１　真空羽流效应实验系统（ＰＥＳ）

Ｆｉｇ．１　Ｖａｃｕｕｍｐｌｕｍｅｅｆｆｅｃ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ＰＥＳ）

１．１．２　离子推力器

本次实验使用兰州物理研究所设计的２０ｃｍ

氙离子推力器，其主要性能有：推力为４０±４ｍＮ；

比冲为３０００±３００ｓ；功率为１３００Ｗ。其工作工

质为Ｘｅ气。表１
［１２］给出了推力器的工作参数，

推力器的更多参数可参考文献［１３］。

７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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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犮犿离子推力器工作参数
［１２］

犜犪犫犾犲１　犗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狋犺犲２０犮犿犻狅狀狋犺狉狌狊狋犲狉
［１２］

额定工作参数 数值

屏栅电压／Ｖ １０００

束电流／Ａ ０．８

加速栅电压／Ｖ －１８０

阴极Ｘｅ体积流量／ｓｃｃｍ １．４

放电室主Ｘｅ体积流量／ｓｃｃｍ １１．２４

中和器Ｘｅ体积流量／ｓｃｃｍ １．４

束发散角／（°） １６

１．１．３　热流传感器

热流传感器测量系统主要是热流计、信号转

换装置和电流信号采集系统组成。本文采用

ＳｃｈｍｉｄｔＢｏｅｌｔｅｒ热流传感器是基于空间温度梯

度的原理、利用热电堆测量温差的方法（有关热电

堆的基本原理读者可查阅文献［１４］）来测量通过

其的热流通量［１５１６］。ＳｃｈｍｉｄｔＢｏｅｌｔｅｒ传感器由

成螺旋状缠绕在一个电绝缘薄片上的康铜（铜镍

合金）丝制成，且薄片半边的康铜丝表面具有电镀

铜。这个工艺在薄片两面的电镀终端创建了一排

热电偶结点，这些热电偶可以测量通过由薄片构

成的热阻抗层的温度差。传感器具体参数如表２

所示。

表２　热流传感器工作参数

犜犪犫犾犲２　犗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狅犳狋犺犲犺犲犪狋犳犾狌狓狊犲狀狊狅狉

参数 数值及详情

量程／（ｋＷ／ｍ２） １０

输出信号／ｍＶ １０（ＦＳ）

最高容许传感器温度／℃ ２０４

响应时间／ｍｓ ≤１００

超量程／％ １５０（ＦＳ）

最大非线性度／％ ±２（ＦＳ）

重复性／％ ±１／２

精度／％ ±３（ＦＳ）

注：表中ＦＳ表示满量程。

１．１．４　测点布置

热流传感器的测点布置位于以离子推力出口

平面中心、热流传感器表面圆心三点组成的水平

面内。以推力器出口平面中心为实际测量点的圆

心，推力器出口中心线为０°，热流测点布置示意

图如图２所示：选取距离推力器出口平面距离犔

图２　热流传感器测点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ｔｈｅ

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ｓｅｎｓｏｒ

分别为５００、７００ｍｍ和９００ｍｍ三个测量距离，与

推力器出口中心线夹角０°～１５°的范围内布置测

点，以２．５°为增量。

１２　实验结果

实验测得的距推力器出口中心平面不同距

离、不同角度处的热流密度大小狇随偏离中心线

的角度θ的变化关系如图３所示。距推力器中心

线距离犔分别为５００、７００ｍｍ和９００ｍｍ处的最

大热流密度为１２、８．８、６．６ｋＷ／ｍ２。热流密度随

着偏离轴线的角度增加呈现出逐渐减小的趋势。

而７００ｍｍ距离的热流数据在中心轴线和２．５°偏

角没有明显的区别，这主要是热流传感器在前期

重复实验中发现其精度基本在９．５７％左右。图３

中数据的误差棒给出的是１０％的误差限。

图３　热流测量曲线

Ｆｉｇ．３　Ｈｅａｔｆｌｏｗ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ｓ

２　仿真分析

２１　仿真软件介绍

仿真软件为基于ＰＩＣＤＳＭＣ算法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ＢＵＡＡ）自研软件ＥＸＰＷＳ（ｅｘｐａｎｄｐｌｕｍｅ

ｗｏｒｋｓｔａｔｉｏｎ）
［１２，１７１９］，该软件是ＰＷＳ（ｐｌｕｍｅｗｏｒｋ

８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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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１］的扩展，适用于电推进羽流效应的仿

真计算。图４给出了推力器出口５００ｍｍ处电流

密度的ＥＸＰＷＳ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的对比，由

图可知仿真结果和实验结果符合较好。

图４　ＥＸＰＷＳ计算得到的５００ｍｍ处束电流密度和

实验结果的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ｅａｍｃｕｒｒｅｎｔ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ｔ

５００ｍｍ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ＥＸＰＷＳ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２２　计算网格及边界条件设置

图５给出了仿真计算中使用的计算网格的

２Ｄｃｕｔｐｌａｎ图。ＥＸＰＷＳ使用非结构网格，网格

数量约为２００万。计算域整体是长为２．０ｍ，直径

为３．０ｍ的圆柱体。如图５所示，推力器位于网

格内部，推力器出口平面距离左侧边界０．５ｍ。

计算时采用虚拟热流计方法统计热流计的热流密

度，具体做法为在网格中不做热流计的建模，而是

统计空间热流计位置处的粒子通量，进而统计出

来流能量密度，采用 Ｍａｘｗｅｌｌ反射模型，统计出

反射粒子的能量流，进而做差得到热流密度。

图５中“１”表示仿真入口边界条件（离子推力

器的出口分布，文中将边界条件简写为ＢＣ），其具

体设置如图６和表３所示。计算时Ｘｅ＋＋和Ｘｅ＋

的比例假设为１０％。Ｘｅ原子和Ｘｅ离子的温度

参考文献［２２２３］给出的分别为３９０Ｋ和４ｅＶ。

Ｘｅ原子的出口宏观速度采用文献［２３］给出的

３２５ｍ／ｓ。表３中的高斯分布
［２４］为狀（狉）＝ｅ－１．７狉

２

，

这里狉是归一化的离子推力器的半径。图６给出

了离粒子出口的速度分布情况。“２”表示壁面边

界，粒子到达壁面后遵从 Ｍａｘｗｅｌｌ反射模型反

射。“３”为自由出口边界，即粒子到达边界后从计

算域中移除该粒子。“４”为虚拟 ＭａｘｗｅｌｌＷａｌｌ边

界，实际计算该边界并不存在，粒子直接穿透运

动，只是在后台统计穿透的粒子并虚拟反射，统计

热流密度。计算时采用虚拟粒子方式计算环境背

压，计算的背压采用２０ｃｍ离子推力器工作时实

验测量的环境背压（８．１×１０－４Ｐａ）。

图５　仿真中使用的网格２Ｄｃｕｔｐｌａｎ

Ｆｉｇ．５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ｍｅｓｈｉｎ２Ｄｃｕｔｐｌａｎｕｓｅｄ

ｉ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图６　离子推力出口分布条件
［１２］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ｕｔｌｅ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ｉｏｎｔｈｒｕｓｔ
［１２］

表３　离子推力器出口分布
［１２］

犜犪犫犾犲３　犗狌狋犾犲狋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狅犳狋犺犲犻狅狀狋犺狉狌狊狋犲狉
［１２］

粒子

类型

流量／

１０１７ｓ－１
温度

宏观速度／

（ｍ／ｓ）

分布

模型

Ｘｅ ５．６９ ３９０Ｋ ３２５ Ｇａｕｓｓ
［２４］

Ｘｅ＋ ４６．１ ４ｅＶ ３９０００ Ｇａｕｓｓ
［２４］

Ｘｅ＋＋ ５．１２ ４ｅＶ ５５１５４ Ｇａｕｓｓ
［２４］

２３　犕犪狓狑犲犾犾模型中的适应系数

Ｍａｘｗｅｌｌ提出的 Ｍａｘｗｅｌｌ反射模型是建立

在经典动力学基础上的粒子壁面碰撞模型。它

假设粒子从一个表面反射遵从完全能量适应漫反

射或者没有能量交换的镜面反射，如图７所示。

适应系数σ是漫反射粒子的部分。当σ＝０时为

９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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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镜面反射，当σ＝１时为完全漫反射。对于粒

子与壁面的能量传递而言，只有漫反射部分的粒

子完全适应了壁面的温度，其能量沉积在壁面，而

镜面反射部分则不会贡献能量。因此 Ｍａｘｗｅｌｌ

模型的适应系数是计算来流粒子与壁面能量传递

的控制因子，在计算粒子对壁面的能量交换中起

到决定的作用。在仿真计算中，分别选取适应系

数为０．５、０．９、１参与计算。

图７　Ｍａｘｗｅｌｌ模型的示意图

Ｆｉｇ．７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ｔｈｅＭａｘｗｅｌｌｍｏｄｅｌ

２４　犘犐犆犇犛犕犆气动热计算方法

在计算自由等离子流对物体表面的热传导

时，采用来流和反射流能量差计算。即来流对壁

面的热流狇等于来流的总能量流狇ｉ减去反射粒

子携带的能量流狇ｒ。采用 Ｍａｘｗａｌｌ反射模型计

算反射能量流时，其主要包括σ份的漫反射能流

狇ｗ 和１－σ份的镜面反射能流狇ｍ。由于镜面反射

能量不会沉积，因此实际贡献热流的是漫反射部

分。对于来流等离子体把热流狇ｉ分为两部分，即

等离子体平移运动的能量流狇ｉ，ｔｒ和等离子体转动

和振动内能的能量流狇ｉ，ｉｎｔ。等离子平移运动能量

流狇ｉ，ｔｒ表示为
［２５］

狇ｉ，ｔｒ＝∫
∞

－∞
∫
∞

－∞
∫
∞

０

１

２
犿 狌２＋狏

２
＋狑（ ）２ 狌犳ｄ狌ｄ狏ｄ狑＝

ρ犚犜
犚犜
２槡 ｛
π

犛２＋（ ）２ｅ－
（犛ｃｏｓθ）

２

＋

槡π犛
２
＋（ ）５２ ×犛ｃｏｓθ［１＋ｅｒｆ（犛ｃｏｓθ ｝）］ （１）

式中ρ为密度，犚 为气体常数，犜 为气体温度，犛

为分子速度比其值为犝／２槡犚犜，ｅｒｆ（·）为误差函

数其表达式为

ｅｒｆ（犪）＝
２

槡π∫
犪

０

ｅ－狔
２

ｄ狔 （２）

　　等离子内能能量流狇ｉ，ｉｎｔ表示为

狇ｉ，ｉｎｔ＝
５－３γ

γ－１
·犿犚犜
２
犖ｉ＝

ρ犚犜

２

犚犜
２槡π

５－３γ
γ－（ ）１ ×

ｅ－
（犛ｃｏｓθ）

２

＋槡π犛ｃｏｓθ［１＋ｅｒｆ（犛ｃｏｓθ｛ ｝）］ （３）

　　同理，漫反射能量流也包括平动能流狇ｗ，ｔｒ和

内能能流狇ｗ，ｉｎｔ，最终反射能量流狇ｗ 可表示为

狇ｗ ＝狇ｗ，ｔｒ＋狇ｗ，ｉｎｔ＝ ４＋（ ）ξ
犿犚犜ｗ

２
犖ｉ＝

γ＋１

２γ－（ ）１
犿犚犜ｗ犖ｉ （４）

式中ξ为参与表面能量交换的内自由度数，犿 为

分子质量，犖ｉ 为来流的分子数，γ为气体的比

热比。

根据式（１）～式（４）可计算表面的热流密度为

狇＝狇ｉ－狇ｒ＝σ狇ｉ－狇（ ）ｗ ＝σρ犚犜
犚犜
２槡

烄

烆

π

犛２＋
γ

γ－１
－
γ＋１

２γ－（ ）１
·犜ｗ［ ］犜 ×

ｅ－
（犛ｃｏｓθ）

２

＋槡π犛ｃｏｓ（ ）θ ［１＋ｅｒｆ（犛ｃｏｓθ｛ ｝）］－

１

２
ｅ－

（犛ｃｏｓθ）
烌

烎

２

（５）

其中狇ｒ为总反射能量流，其包括漫反射能流狇ｗ

和镜面反射能流狇ｍ。本文计算时，采用虚拟热流

计方法，即直接统计流场特定位置的粒子通量采

用式（５）计算得到流场不同位置的热流密度。这

样只需要一套网格一次计算就可得到全部的虚拟

热流计表面的热流结果。

２５　仿真结果

采用０．５、０．９、１三种适应系数计算得到的推

力器中心线半径５００、７００ｍｍ和９００ｍｍ处沿径

向１５°内的热流与实验结果的对比如图８所示。

由图可知，距推力器出口中心５００ｍｍ处采用适

应系数为１的工况计算的结果稍大于实验工况，

适应系数为０．９的计算结果稍微偏低。而距推力

器７００ｍｍ和９００ｍｍ处采用适应系数为１的工

况计算的结果与实验结果吻合较好。综合上述结

０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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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计算得到的热流密度和实验结果的对比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ｄｅｎｓｉｔｙ

果，作者建议在应用 Ｍａｘｗｅｌｌ模型计算ｋｅＶ 的

Ｘｅ粒子轰击在铜表面（热流传感器表面为Ｃｕ）的

热流时，其适应系数应选择为１。

３　结　论

本文为了得到 Ｍａｘｗｅｌｌ模型中ｋｅＶ能量下

的Ｘｅ粒子对Ｃｕ表面的适应系数，开展了２０ｃｍ

离子推力器的热流分布实验研究。采用 ＥＸ

ＰＷＳ仿真软件，选取Ｍａｘｗｅｌｌ模型中３种适应系

数５００、７００ｍｍ和９００ｍｍ对２０ｃｍ离子推力器的

热流分布进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适应系数为１

的工况与实验结果吻合较好。作者建议在应用

Ｍａｘｗｅｌｌ模型计算ｋｅＶ的Ｘｅ粒子轰击在铜表面

的热流时，其适应系数应选择为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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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栓式喷注器液膜下漏率预估模型

王　凯１，雷凡培２，杨岸龙１，杨宝娥１，周立新１

（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

液体火箭发动机技术重点实验室，西安７１０１００；

２．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北京１０００４４）

摘　　　要：为了对针栓式喷注器液膜下漏率进行准确预测，基于针栓式喷注单元喷雾场结构分析，结合理

论推导、数值仿真及试验研究３种方法建立了液膜液束各自变形的相对变形量模型；在考虑液膜液束变形的

基础上，引入相互影响系数表征多喷注单元间相互影响，建立了实际阻塞率和实际下漏率模型。通过数值仿

真及试验结果的多参数充分验证，结果表明：理论预估模型与数值仿真及试验结果一致性较好。液膜液束相

互作用下，液膜绕液束流动和液束根部横截面前后缘位置移动不同步导致的展向变宽分别是液膜和液束发

生变形的主因，且有效动量比越大，液膜相对变形越大，液束相对变形越小。对于一定阻塞率的几何结构，结

果表明：下漏率随着有效动量比的增大而增大，增大趋势呈先快后缓，且实际下漏率均小于几何下漏率，这是

由膜束变形导致的实际阻塞率比几何阻塞率更大造成的。另外，发现液膜下漏率仅与表征流场结构（有效动

量比）及几何结构的无量纲参数（液膜厚度与液束直径之比和阻塞率）有关，与喷射速度的绝对值无关，并给出

了模型中的常系数供工程设计预估使用，对从设计初期就考虑针栓头的热防护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　键　词：针栓式喷注器；液膜液束撞击变形；下漏率；阻塞率；有效动量比；多喷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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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ｆｏｒＬｉｑｕｉｄＲｏｃｋｅｔＥｎｇｉｎ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Ｘｉａｎ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ｈｉｎａ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Ｘｉａｎ７１０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２．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ｔｅＳｈｉｐ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Ｌｉｍｉｔｅ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ｔｈｅｌｅａｋａｇｅｒａｔｅ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ｓｈｅｅｔｉｎｐｉｎｔｌｅｉｎｊｅｃｔｏｒ，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ａｌｉｑｕｉｄｓｈｅｅｔａｎｄａ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ｗｅｒ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

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ｓｐｒａｙｆｉｅｌ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ｐｉｎｔｌｅ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ｂｙ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ｗｉｔｈ

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ｓｈｅｅｔａｎｄ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ｉｎｔｏ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ａｃｔｕａｌ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ｒａｔｅａｎｄａｃｔｕａｌｌｅａｋａｇｅｒａｔｅｗｅｒ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ｂｙ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ｏ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ｕｌｔｉ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ｕｎｉ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ｗｅｒ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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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ｓｈｅｅｔａｎｄ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ｔｈｅｍａｉｎ

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ｓｈｅｅｔａｎｄ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ｗｅｒ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ｆｌｏｗ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ｓｈｅｅｔ

ａｒｏｕｎｄ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ａｎｄａ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ｂｒｏａｄｅ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ｒｏｏｔ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ａｎａ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ａｎｄｒｅａｒｅｄｇｅｓａｔｔｈｅｒｏｏｔ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Ｂｅｓｉｄｅｓ，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ｏｍｅｎｔｕｍｒａｔｉｏｍｅａｎｔ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ｓｈｅｅｔａｎｄ

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Ｆｏｒｔｈ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ｂｌｏｃ

ｋｉｎｇｒ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ｌｅａｋａｇｅｒａｔ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ｅｆｆｅｃ

ｔｉｖｅｍｏｍｅｎｔｕｍｒａｔｉｏ，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ｗａｓｆａｓｔｆｉ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ｎｓｌｏｗ．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ｌｅａｋ

ａｇ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ｌｅａｋａｇｅｒａｔｅ，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ｒａｔｅｗａｓｌａｒｇ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ｒａｔｅ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ｓｈｅｅｔａｎｄ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Ｉｎａｄｄｉ

ｔｉｏｎ，ｉｔ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ｌｅａｋａｇ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ｏｎ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ｏｍｅｎｔｕｍｒａｔｉｏ）ａｎｄｔｈ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ｓｈｅｅｔ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ｔｏｊｅｔ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ａｎｄ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ｒａｔ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ｖａｌｕｅｏｆ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ｎｆｏｒｔｈｅ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ｇｕｉｄｉｎｇ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ｆｏｒ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ｉｎｔｌｅｔｉｐ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ｇｅｏｆｄｅｓｉｇ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ｐｉｎｔｌｅ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ｉｍｐａｃｔａｎ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ｉｑｕｉｄｓｈｅｅｔａｎｄ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

ｌｅａｋａｇｅｒａｔｅ；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ｒａｔ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ｍｐｉｎｇｉｎｇｍｏｍｅｎｔｕｍｒａｔｉｏ；

ｍｕｌｔｉ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ｕｎｉｔｓ

　　近年来随着以ＳｐａｃｅＸ为代表的商业航天公

司的迅猛发展，国内外掀起了高性能、长寿命可重

复使用的变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技术研究的热

潮。其中使用针栓式喷注器实现垂直软着陆成为

一大技术热点和亮点，这是实现运载器重复使用

和外行星探索的关键［１］。

针栓式发动机的研究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历

史，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如著名的阿波罗登月舱下

降发动机（ＬＭＤＥ）
［２３］、ＳｐａｃｅＸ公司的 Ｍｅｒｌｉｎ１Ｄ

系列发动机［４５］以及我国的月球探测器ＣＥ３和

ＣＥ４用的７５００Ｎ针栓式发动机。然而与工程研

制的辉煌成就相比，目前针栓式喷注器工作特性

的理论研究尚不足，许多机理尚不清楚。在针栓

式发动机的研制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

热防护难度大、烧蚀（针栓头部烧蚀、身部及喉部

烧蚀）等。其中针栓头部烧蚀又是最常见的问题，

也是目前发动机研制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在

不降低燃烧性能的前提下，通过合理改变或组织

喷雾过程来改善燃烧温度场分布是针栓头热防护

的关键，这对于针栓式喷注器的开发以及设计技术

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技术工程价值和指导意义。

针栓式喷注器是通过径向液束与轴向环形液

膜呈９０°垂直撞击，从而使推进剂进行雾化混

合［６］，如图１所示。目前关于液液针栓式喷注器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雾化角、液滴粒径分布等雾化

特性参数及燃烧场参数随动量比、几何结构参数

及流动工况参数的变化规律研究。代表性的研究

主要有：ＴＲＷ（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Ｒａｍｏ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公

司的研究表明雾化角对喷雾场的宏观结构和两种

推进剂液雾的空间分布具有决定性作用，是比较

图１　针栓式喷注器结构的原理图

Ｆｉｇ．１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ｉｎｔｌｅ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重要的一个雾化特性参数。Ｈｅｉｓｔｅｒ
［７］和Ｂｏｅｔｔｃｈｅｒ

等［８］分别给出了两种不同形式的雾化角预测公

式。刘昌波［９］和王凯等［１０］对液膜／液束撞击形式

的针栓喷注器雾化破碎过程进行了高分辨率的仿

真研究。Ｎｉｎｉｓｈ等
［１１］和Ｃｈｅｎｇ

［１２］对多种工况下

的雾化角和液滴粒径开展了试验研究及理论预

测。李进贤等［１３］、张连博等［１４］和Ｆａｎｇ等
［１５］数值

模拟了针栓式喷注器的燃烧场温度分布。Ｋｉｍ

等［１６］和Ｓａｋａｋｉｖ等
［１７］分别开展了喷注单元的点

火特性和燃烧特性试验研究。

４２２２



　第１０期 王　凯等：针栓式喷注器液膜下漏率预估模型

以上这些研究大都属于常规的喷雾研究，与

其他不同类型的喷嘴研究的手段方法和关注点并

无显著差别。然而针栓式喷注器与其他典型的喷

注器存在显著不同，其他喷注器一般由许多撞击

式喷嘴或同轴式喷嘴组成，而针栓式喷注器燃烧

室仅存在一个伸入的喷嘴，形成大的喷雾锥结构，

且燃烧状态下针栓头下游流场中存在大的回流

区，该回流区携带大量热燃气回流至针栓头附近。

如果设计不合适，很容易造成针栓头烧蚀，这也成

为阻碍针栓式喷注器研制的一大难题。为了解决

针栓式喷注器针栓头的烧蚀问题，目前工程上使

用较多的有效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被动热防

护，即针栓头采用如铌钨合金等耐高温的材料制

成或者喷涂耐高温抗氧化涂层，然而这种方式受

材料极限温度限制，单独使用该方式多数情况下

仍难以抵抗高热流的冲刷烧蚀。另一种是主动热

防护，即通过在针栓头上开孔，将中心一路的推进

剂从头部喷出实现主动冷却，为了促使喷出的推

进剂能较好雾化，常采用的主动冷却孔形式有直

流小孔［１８］、自击式喷嘴［１９］、小离心式喷嘴［２０］等。

一方面的作用是，主动冷却孔喷出的射流可将回

流区推离针栓头一定距离，减弱热燃气回流强度；

另一方面喷出的射流雾化后可改变针栓头下游区

域混合比，使其偏离当量混合比，从而降低该区域

燃烧场的温度。然而主动冷却额外使用了一种推

进剂，会降低总体燃烧效率，且难以适应大范围变

推要求。这是因为在变推力工况下，主动冷却孔

面积不可调，与变推力工况下推进剂主路喷注面

积可调不匹配，导致低工况下主动冷却孔路分配

的流量占比显著增大，相比之下对应的燃烧效率

也明显降低，且变比越大，低工况下这种效应越显

著。因此，主动冷却方式具有良好的针栓头防护

效果，适合用于固定推力或推力变比不大的情况

下。Ｂｒｕｎｎｏ等在研究ＬＯＸ（液氧）／ＬＣＨ４（液态

甲烷）针栓喷注器几何结构对燃烧的影响时就选

用了直流孔主动冷却方式，用中心氧化剂路１０％

的流量实现了固定结构工况下针栓头的有效热防

护［１８］。然而在工程研制的发动机５∶１变工况

下，主动冷却路流量占比将超过３０％以上，这对燃

烧效率的影响很大，这还仅仅是针栓头的冷却，可

见该方式不太适用于大范围变推力针栓喷注器。

为了解决该问题，工程上常将被动热防护和

主动热防护结合使用可拓展其应用范围，然而额

外的推进剂消耗降低燃烧效率的问题是不可避免

的。阿波罗登月舱下降发动机（ＬＭＤＥ）和我国的

７５００Ｎ发动机均未采用主动冷却，表明依靠合理

设计组织喷雾场完全可以防止针栓头烧蚀。针对

以上问题，本文根据前期针栓式喷注器喷雾场特

征的研究，提出一种通过合理组织并利用针栓喷

注器液膜下漏率来实现针栓头冷却的方案，并结

合耐高温合金针栓头，可实现针栓头可靠热防护。

在针栓式喷注器中，轴向环形液膜与径向液束撞

击后绕径向液束形成分叉流动，从而形成一定的

液膜下漏流量，合理的设计并利用这部分下漏流

量可达到主动冷却孔类似的效果，然而不用额外

消耗推进剂，且在变工况过程中，下漏流量也会随

着主路推进剂一起调节变化，故具有较好的大范

围变推力流量匹配特性。如果下漏率偏小，容易

引起针栓头烧蚀；如果下漏率偏大，过多的液膜下

漏会引起雾化效果变差，影响燃烧效率。因此，在

设计针栓喷注器时，合理设计并准确预估下漏流量

占原轴向液膜流量的比例（即下漏率）是研究如何

提高针栓头抗烧蚀能力的关键。

于是本文以准确预估下漏率为切入点，以平

面针栓多喷注单元为研究对象，基于前期对针栓

喷注单元喷雾场结构的认识，首先针对径向圆孔

液束，通过理论推导建立液膜液束各自变形的相

对变形量模型；接着建立考虑液膜液束变形的实

际阻塞率模型；然后考虑多喷注单元间的相互影

响获得下漏率模型；最后通过试验及数值仿真对

上述模型进行多参数充分验证，并给出模型中的

常系数供工程设计预估使用，这对从设计初期就

考虑针栓头的热防护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１　数学物理建模过程

１１　采用的数值方法

１．１．１　流动控制方程

对于喷雾计算过程来说，数值求解气液两种

流体均采用的是不可压缩的、变密度的、带有表面

张力的ＮＳ（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

连续方程

ρ

狋
＋!·（ρ狌）＝０ （１）

　　动量方程

（ρ狌）

狋
＋!·（ρ狌狌）＝－!狆＋!·τ＋

∫犛（狋）
σκ狀δ（狓－狓′）ｄ犛 （２）

式中狌＝（狌，狏，狑）是流场中流体速度，ρ＝ρ（狓，狋）

是流体的密度，狆＝狆（狓，狋）是流场中的压力。

５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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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为了分别识别两路液体的变形运动过

程，定义了两种液相体积分数进行两种推进剂的

分别追踪计算，对应得到的流体密度和动力黏度为

ρ＝α１ρ犾１＋α２ρ犾２＋（１－α１－α２）ρｇ （３）

μ＝α１μ犾１＋α２μ犾２＋（１－α１－α２）μｇ （４）

　　每一相液体对应的体积分数输运方程为

α
狋
＋!·（α狌）＝０ （５）

１．１．２　气液相界面捕捉及表面张力

气液相界面进行捕捉采用两相流计算中最为

常用的ＶＯＦ（ｖｏｌｕｍｅｏｆｆｌｕｉｄ）方法，该方法具有

较好的守恒特性［２１］，且气液相界面重构精度较

高［２２］。液体表面张力的计算采用常用的 ＣＳ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ｓｕｒｆａｃｅｆｏｒｃｅ）方法，该方法是通过在

式（２）的动量方程中加入体积力源项来实现
［２３］。

计算中的表面张力具体按照下式来进行计算：

犉σ＝σ
２ρκ!α

ρ犾＋ρ犵
（６）

式中的曲率计算公式为κ＝!

·
!α
!α
。

图２　多喷注单元计算域模型

Ｆｉｇ．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ｏｍａｉ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ｕｌｔｉ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ｕｎｉｔ

１２　计算域模型

在针栓式喷注器下漏率的计算模型中选取３

个完全相同的喷注单元作为研究对象，使用商业

软件Ｆｌｕｅｎｔ进行计算。计算域模型如图２所示。

两路液体均采用速度入口边界，计算域两侧为对

称面边界，计算中壁面均为无滑移边界，其余面为

压力出口边界，背压设置为大气环境。计算中选

用的介质为空气和水，采用标准的犽ε湍流模型

和标准壁面函数［２３］。计算域网格划分采用８８０

万全结构化网格，对撞击点及液膜流动区域进行

加密处理，最小网格尺寸达到约３０μｍ，时间步长

达到１０－４ｍｓ量级，这样可以快速收敛，进而更好

地捕捉相界面和统计下漏流量。

２　多喷注单元试验装置及试验测量

系统

２１　多喷注单元试验装置

冷态试验的喷注器设计借用了文献［１７］中平

面针栓式喷注单元的设计理念，采用喷嘴结构可

更换的方案设计了平面针栓多喷注单元试验装

置。平面针栓多喷注单元由一个可更换的液膜生

成部分和一个可更换的多液束生成部分组成，试

验件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犱为径向液束孔直径，犾

为相邻径向孔间距，阻塞率（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ＢＦ）

的量符号记为犆ＢＦ。液膜生成部分可以产生一定

厚度的平面液膜来模拟轴向液膜路，平面液膜足

够宽，设计中多孔喷注单元选取液膜宽度为２０

ｍｍ；液束生成部分可以产生一定孔型型面和一

定尺寸的射流。试验中液膜和液束两路单独供

应，通过分别改变液膜和液束两路流量及更换不

同结构尺寸的液膜和液束构件，从而形成不同的

工况。另外，原则上采用３个喷注孔即可模拟多

喷注单元间的相互影响，然而试验件中液束构件

采用了９个径向孔，这主要是为了增加展向宽度，

便于下漏流量收集，同时也为了提高试验中流量

控制及下漏流量收集测量精度。

图３　液液平面针栓多喷注单元试验件结构

Ｆｉｇ．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ｌｉｑｕｉｄｐｌａｎｅｐｉｎｔｌｅ

ｍｕｌｔｉ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ｕｎｉ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ｉｅｃｅ

２２　试验测量系统

试验系统简图如图４所示，下漏流量采用在

喷嘴下方采用容器收集的方案，试验中使用工装

６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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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定位收集容器的位置，具体收集的喷雾场下

漏区域与数值仿真统计的方式一致，详见文中第

４节。在喷雾场达到稳定状态时，通过收集一定

时间的液体进行称重来获得收集的流量。试验中

分别对比了收集３０、４０、５０、６０ｓ和９０ｓ的结果，分

析发现收集时间超过５０ｓ以上，换算得到的收集

流量相差不多，相对误差５％以内，收集３０ｓ的结

果与其有较明显差别，故试验中统一选取收集

６０ｓ进行试验，且对于每个工况重复收集２～３次，

取试验平均值进行统计分析获得下漏流量。

图４　下漏流量收集试验系统

Ｆｉｇ．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ｌｅａｋａｇｅｍａｓｓ

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ｏｆｌｅａｋａｇｅ

图５　下漏流量换算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ｌｅａｋａｇｅ

ｍａｓｓｆｌｏｗｒａｔｅ

２３　试验数据处理

通过收集一定时间狋内的液体，并称重得到

其质量为犿，然而试验中轴向液膜是具有一定宽

度的，边缘处存在无效撞击液膜，直接无法测得有

效的下漏流量。假设液膜在整个犠＝２０ｍｍ宽

度内均匀，考虑到两侧的边缘效应，统计时通过换

算去除两侧的影响，如图５所示，试验件选用９孔

也是为了降低边缘效应的影响。于是有效下漏流

量为８犾＋犱宽度范围内的流量，换算得到的下漏

率计算公式为

犆ｌｅａｋ＝

犿
狋
－犿

·

ｓｈｅｅｔ·
犠 －８犾－犱

犠

犿
·

ｓｈｅｅｔ·
８犾＋犱
犠

（７）

其中犿
·

ｓｈｅｅｔ为轴向液膜路的实测流量，即流量计测

得的数据。通过式（７）可换算得到下漏率。

３　理论建模分析

３１　下漏率基本定义及相关分析

对于轴向液膜与径向液束撞击的针栓式喷注

器，液膜与液束撞击后部分液膜绕过液束会从相

邻液束孔之间下漏，形成液膜下漏流量。下漏过

程示意如图６所示，根据图６中关系可以得到液

膜下漏流量为

犿
·

ｌｅａｋ＝ρ１狌１（犾－狑）犺＝ρ１狌１犺犱
犾
犱
－
狑（ ）犱 ＝

ρ１狌１犺犱
１

犆ＢＦ
－
狑（ ）犱 （８）

其中犿
·

ｌｅａｋ为轴向液膜的下漏流量，ρ１ 为轴向路液

体密度，狌１ 为轴向路液膜速度，犺为轴向路液膜厚

度，犱为径向路液束直径，狑为与液束发生有效撞

击的液膜宽度，犾为相邻径向孔间距，则对应的阻

塞率为犆ＢＦ＝
犱
犾
。

图６　液膜／液束撞击下漏过程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ｌｅａｋ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ｉｍｐａ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ｉｑｕｉｄｓｈｅｅｔａｎｄ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

根据式（８）可得液膜下漏流量与轴向液膜总

流量的比值，即液膜下漏率为

犆ｌｅａｋ＝
犿
·

ｌｅａｋ

犿
·

１

＝
ρ１狌１犺（犾－狑）

ρ１狌１犺犾
＝

７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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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犱
犾
·狑
犱
＝１－犆ＢＦ·

狑
犱

（９）

　　从式（９）可以看出下漏率与阻塞率犆ＢＦ和
狑
犱

有关，一旦确定了阻塞率犆ＢＦ和
狑
犱
，便可预估出液

膜下漏率。

然而式（９）是建立在液束不变形的情况下的，

实际中液束受撞击后会发生变形，如图６中虚线

所示。随着撞击过程中液束的展向变形增大，更

多的液膜流量被液束撞击带离轴向，实际液膜下

漏流量及下漏率会较式（８）和式（９）预估的偏小，

且液束变形越大，偏小程度越大。该影响主要体

现在阻塞率上，由于液束的变形，展向宽度增加，

实际阻塞率犆′ＢＦ比几何阻塞率犆ＢＦ更大。

用实际阻塞率替换式（９）中的几何阻塞率可

得到考虑液束变形的下漏率预估模型

犆ｌｅａｋ＝１－犆′ＢＦ·
狑
犱
＝１－犆ＢＦ·

犱′
犱
·狑
犱

（１０）

其中实际阻塞率犆′ＢＦ＝
犱′
犾
，犱′为液束变形后的展向

宽度（即长轴直径）。可以发现，犱′／犱描述的是液

膜／液束撞击过程中液束的变形，狑／犱描述的是

液膜／液束撞击绕流过程中液膜的变形。

从式（１０）可以看出下漏率除了与阻塞率犆ＢＦ

和狑／犱有关外，还与犱′／犱有关。一旦确定了阻

塞率 犆ＢＦ和液膜液束相对变形参数（犱′／犱 和

狑／犱），便可预估出实际液膜下漏率。

３２　液膜相对变形量模型

根据文献［２４］中已建立的雾化角模型ｃｏｓθ＝

１

犆１＋犆２·犆ＭＲ，ｅｆｆ
，展开近似分析，此处有效动量比

（ｍｏｍｅｎｔｕｍｒａｔｉｏ，ＭＲ）的量符号记为犆ＭＲ，ｅｆｆ。对

于准确计算的实际有效撞击动量比，雾化角模型

中犆１ 和犆２ 近似为１，这由液膜撞击液膜的雾化

角结果可以得到。然而对于液膜撞击液束，实际

的有效撞击动量比为犆′ＭＲ，ｅｆｆ＝
ρ２狌

２
２π
犱２

４

ρ１狌
２
１犺狑

，其中ρ２

为轴向路液体密度，狌２ 为轴向路液膜速度，而狑

未知，故在液膜撞击液束雾化角模型中假设

狑＝犱，定义有效动量比犆ＭＲ，ｅｆｆ＝
ρ２狌

２
２π
犱２

４

ρ１狌
２
１犺犱

，再通过

变形因子犆１ 和犆２ 来修正ω≠犱的差别。此处为

了预估下漏率，需要计算狑／犱，因此通过上述分

析可得到雾化角关系式

ｃｏｓθ≈
１

１＋犆′ＭＲ，ｅｆｆ
≈

１

１＋ＣＭＲ，ｅｆｆ·
犱
狑

（１１）

　　从式（１１）分析可以看出，狑／犱主要与动量比

有关，即狑／犱＝犳（犆ＭＲ，ｅｆｆ）。根据式（１１）将试验测

得的雾化角与有效动量比进行换算处理，可获得

狑／犱随有效动量比的变化规律，如图７所示。采

用最小二乘法对试验数据拟合可得到 狑／犱 与

犆ＭＲ，ｅｆｆ的关系式为

狑
犱
∝

１

犆
犪
１

ＭＲ，ｅｆｆ

（１２）

式中常数如图７所示。

图７　试验获得的犱／狑随有效动量比的变化规律

Ｆｉｇ．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ｏｆ犱／狑ｗｉｔｈ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ｏｍｅｎｔｕｍ

ｒａｔｉｏ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从图７可以看出，犱／狑 随有效动量比的增大

而增大；有效动量比较小（犆ＭＲ，ｅｆｆ＜１）时，犱／狑 随

有效动量比增大较快，即狑 减小较快；有效动量

比较大（犆ＭＲ，ｅｆｆ＞１）时，犱／狑 随有效动量比增大减

慢，即狑减小减慢；有效动量比越大，狑 减小的越

慢。可以这样解释，动量比较小时，液束动量相对

小，更容易变形，使得狑＞犱或狑≈犱，实际有效动

量比偏小，雾化角也偏小，同时液束惯性小，狑 随

有效动量比变化也较快；动量比较大时，液束动量

相对较大，变形相对较小，使得狑≈犱或狑＜犱，实

际有效动量比偏大，雾化角也偏大，同时液束惯性

大，狑随有效动量比变化较慢。另外，雾化角偏

小／偏大的情况也与雾化角试验结果变化的情况

一致。极限情况下，有效动量比趋近于无穷大时，

液束变成固体圆柱，被带离轴向的液膜宽度狑 变

为零，液膜全部绕过液束流动，即圆柱绕流，与实

际物理过程一致。

从图 ７ 也 可 以 看 到，有 效 动 量 比 较 小

（犆ＭＲ，ｅｆｆ＜１．５）时，拟合曲线和试验数据点的吻合

８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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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有效动量比较大时，试验数据点的散差较

大，这主要是由于试验数据点犱／狑 是通过反算间

接得到的，由式（１１）可以看到雾化角与有效动量

比是非线性关系，在有效动量比较小时，雾化角随

有效动量比的变化很显著，雾化角的误差传递效

应不明显，而有效动量比较大时，雾化角随有效动

量比的变化越来越平缓，这使得反算犱／狑 过程中

雾化角微小的偏差便可被式（１１）放大，导致间接

得到的试验数据点散差较大。图７是根据大量试

验数据点拟合得到的，虽然有效动量比较大时的

散差较大，但可以看到试验数据点大多分布于拟

合曲线两侧附近，两侧分布也较均匀，且是较小有

效动量比时拟合曲线的延伸，因此可以较好地描

述狑／犱与犆ＭＲ，ｅｆｆ的关系。

犱／狑的试验数据仅能够通过间接换算，试验

点存在较大散差，为了进一步对拟合结果进行验

证，开展数值仿真计算直接获取犱／狑。仿真数据

从添加流线的体积分数云图上采用绕流流线追溯

方式近似测量获得，如图８所示，获得的犱／狑 数

据随犆ＭＲ，ｅｆｆ变化的曲线如图９所示。从图９可看

图８　添加流线的体积分数云图

Ｆｉｇ．８　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ｌｏｕｄｏｆａｄｄｅｄ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

图９　数值仿真结果与试验拟合曲线对比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ｆ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

到仿真结果与式（１２）基本吻合，数据点散差较小；

在有效动量比较大时，仿真结果比式（１２）预测值

偏低一些。通过数值仿真结果与试验拟合曲线对

比验证，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用式（１２）来描述

狑／犱与犆ＭＲ，ｅｆｆ的关系具有较好的准确性。

３３　液束相对变形量模型

液束受到液膜撞击后会发生变形，图１０为仿

真计算的液束根部横截面的变形过程，从径向孔

刚出来狕＝０ｍ到液膜上边缘处狕＝犺的多个横截

面形状可以看出，液束受到液膜挤压和剪切双重

作用后从两侧开始变形，圆截面被压扁，展向宽度

逐渐增加，液束的撞击前缘在液膜正压和剪切作

用下向下游移动，而后缘在液膜厚度范围内几乎

未移动，从图１１所示的液膜与液束撞击变形纵切

面云图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因此，可以假

设液束根部横截面受到液膜撞击作用后由圆形变

成椭圆形，液束后缘位置保持不变，展向宽度犱′

增加（即为椭圆的长轴），短轴可根据如图１２所示

的几何关系计算得到为犱－犺／ｔａｎθ，同时可假设

液束流速大小保持不变，仅速度方向发生改变。

图１０　液束根部横截面变形过程

Ｆｉｇ．１０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ｔｒｏｏｔ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

图１１　液膜与液束撞击变形过程纵切面云图

Ｆｉｇ．１１　Ｃｌｏｕｄｏｆ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ｐａｃｔ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ｉｑｕｉｄ

ｓｈｅｅｔａｎｄ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

对于液束两个横截面，根据质量守恒可得

ρ２狌２
π犱

２

４
＝ρ２狌２ｓｉｎθ′

π（犱－犺／ｔａｎθ）犱′
４

（１３）

其中θ′＝（θ＋π／２）／２表示撞击后液束中心速度

９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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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液束根部变形过程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１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ａｔｒｏｏｔ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

方向为前后缘角度的平均值。

由式（１３）可得

犱′
犱
＝
犱／ｓｉｎθ′
犱－犺／ｔａｎθ

＝
１

ｓｉｎθ′１－
犺／犱
ｔａｎ（ ）θ

（１４）

　　对于式（１４），犱′随着雾化角的增大而减小，液

束变形量减小；当有效动量比趋于无穷大时，雾化

角趋于π／２，犱′趋于犱，这与实际也一致。总之，虽

然实际的液束根部横截面变形后不是严格的椭圆

形，与式（１４）模型存在一定的差异，式（１４）将变形

后的横截面当作椭圆处理，低估了变形量犱′／犱，

但式（１４）可以近似反映液束的相对变形犱′／犱与

液膜／液束几何特征参数犺／犱和有效动量比有关，

可以近似地描述犱′／犱与犺／犱及犆ＭＲ，ｅｆｆ的关系。

针对上述液束相对变形模型，从仿真计算的

体积分数云图上使用ＧｅｔＤａｔａ软件测量获取犱′／犱

数据，如图８所示，并将其与式（１４）进行对比，得

到如图１３所示的不同犺／犱下，犱′／犱随犆ＭＲ，ｅｆｆ的变

化规律。从图１３中可以看到数值仿真结果与液

束相对变形模型预测结果均随有效动量比的增大

而减小，有效动量比较小时变化较快，当有效动量

比大于５．０时，变化很小，犱′／犱均逐渐趋于１．０；

在数值仿真的工况范围内，两者最大相对误差为

２０％。另外，可发现当有效动量比大于１．０时，不

同犺／犱下的模型预测值均小于数值仿真结果，与

上述的分析一致；当有效动量比小于１．０时，模型

预测值均大于数值仿真结果，且犺／犱越大，模型

预测值的偏大程度随有效动量比减小而增大，这

主要是由于当有效动量比很小（小于１．０）时，液

束后缘在液膜厚度范围内向后移动显著，使得式

（１４）模型的假设不成立，模型会低估椭圆的短轴

犱－犺／ｔａｎθ，进而高估液束变形量犱′／犱。根据液

膜液束撞击区域控制体微团受力分析，如图１４所

示，假设液束根部受到液膜撞击的均布力载荷，其

大小与液膜的动量成正比，即为狇＝
π
８
·ρ１狌

２
１犱，

液束微团受作用时间为犺／狌２，由牛顿第二定律可

得，液束微团获得的轴向加速度为ρ
１狌
２
１

２ρ２犱
，则液束微

团质心的位移为ρ
１狌
２
１犺
２

４ρ２狌
２
２犱
＝
π
１６
· 犺
犆ＭＲ，ｅｆｆ

，考虑到液束

微团前后缘变形不一致，后缘变形小，故可近似认

为后缘变形位移量为质心位移量的一半，即可得到

液束后缘在液膜厚度范围内的位移量为 π
３２
·

犺
犆ＭＲ，ｅｆｆ

，可以看到随着有效动量比的增大，后缘位

移量会快速减小，这与根据数值仿真拟合结果也

比较接近，最终可得到液束的相对变形量为

犱′
犱
＝

１

ｓｉｎθ′１－
犺／犱
ｔａｎθ

＋
π
３２
· 犺
／犱

犆ＭＲ，
（ ）

ｅｆｆ

（１５）

　　根据式（１５）可对有效动量比很小时的情况做

一定的修正。

图１３　不同犺／犱条件下犱′／犱随有效动量比的变化

Ｆｉｇ．１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犱′／犱ｗｉｔｈ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ｏｍｅｎｔｕｍ

ｒａｔｉｏ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犺／犱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图１４　液膜撞击液束根部受力变形分析

Ｆｉｇ．１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ｏｒｃｅａｎ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ｌｉｑｕｉｄ

ｓｈｅｅｔｉｍｐａｃｔｉｎｇｒｏｏｔ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

３４　实际阻塞率模型及下漏率模型

上述液束相对变形模型是在分析数值仿真结

０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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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假设获得的，主要是为了获

得影响变形量的主要因素及大致影响规律。将式

（１４）或式（１５）代入实际阻塞率表达式中，可得到

实际阻塞率模型

犆′ＢＦ＝
犱′
犾
＝犆ＢＦ

犱′
犱
＝犆ＢＦ

１

ｓｉｎθ′１－
犺／犱
ｔａｎ（ ）θ

（１６）

犆′ＢＦ＝犆ＢＦ
１

ｓｉｎθ′１－
犺／犱
ｔａｎθ

＋
π
３２
· 犺
／犱

犆ＭＲ，
（ ）

ｅｆｆ

（１７）

　　基于式（１２）描述的液膜变形及式（１４）描述的

液束变形，将其变形量代入式（１０）中可得，（犆０ 为

常系数）

犆ｌｅａｋ＝１－犆０·犆ＢＦ·
１

ｓｉｎθ′１－
犺／犱
ｔａｎ（ ）θ

· １

犆
犪
１

ＭＲ，ｅｆｆ

（１８）

　　另外，考虑到相邻喷注单元之间的相互影响，

引入相互影响系数来表征实际相互影响下的液束

相对变形量与单个单元的比值，并假设其随孔边

距（犾－犱）的增大而增大，取值范围为０～１，即

犆ｌ＝
（犱′／犱）ｒｅａｌ－１

犱′／犱－１
＝１－ｅ

－
犾－犱
犱 ＝１－ｅ

１－
１
犆
ＢＦ

（１９）

　　使用式（１９）对液束的变形量进行修正，液膜

的变形量修正体现在指数犪１ 中。经修正后，式

（１８）变为

犆ｌｅａｋ＝１－犆０·犆ＢＦ 烅
烄

烆
·

１

ｓｉｎθ′１－
犺／犱
ｔａｎ（ ）θ

－熿

燀

燄

燅

１
·

［１－ｅ
１－１／犆ＢＦ］＋ 烍

烌

烎
１ ·

１

犆
犪
１

ＭＲ，ｅｆｆ

（２０）

　　式（２０）即为考虑多喷注单元间相互作用的液

膜与液束撞击的下漏率模型。

４　模型验证与结果分析

下面针对上述下漏率模型开展不同有效动量

比下的数值仿真算例验证。轴向液膜厚度为犺＝

０．４５ｍｍ，径向圆柱液束直径分别取犱＝０．８ｍｍ

和犱＝１．０ｍｍ，相邻孔中心间距均选取为犾＝２．０

ｍｍ，此时对应的阻塞率分别为犆ＢＦ＝０．４和犆ＢＦ＝

０．５，具体的算例参数如表１和表２所示。

表１　不同动量比下的工况参数表（犆犅犉＝０４）

犜犪犫犾犲１　犠狅狉犽犻狀犵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犿狅犿犲狀狋狌犿狉犪狋犻狅狊（犆犅犉＝０４）

参数
动量比

１．４０ ２．４８ ５．５９ ０．７９ ２．１８ ３．１４ ４．２８ ２．０１

轴向速度／（ｍ／ｓ） １５ １５ １５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５

径向速度／（ｍ／ｓ） １５ ２０ ３０ １５ ２５ ３０ ３５ ３０

表２　不同动量比下的工况参数表（犆犅犉＝０５）

犜犪犫犾犲２　犠狅狉犽犻狀犵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犿狅犿犲狀狋狌犿狉犪狋犻狅狊（犆犅犉＝０５）

参数
动量比

１．７５ ３．１０ ４．８５ ０．９８ ２．７３ ３．９３ ５．３５ １．１２ ２．５１ ３．４２

轴向速度／（ｍ／ｓ） １５ １５ １５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５ ２５ ２５

径向速度／（ｍ／ｓ） １５ ２０ ２５ １５ ２５ ３０ ３５ ２０ ３０ ３５

　　根据数值仿真结果获取下漏流量及下漏率的

示意图如图１５所示，提取与轴向夹角为α＝１０°范

围内的轴向液膜流量认为是下漏流量。为了减小

采样误差，分别选择６个横截面位置作为采样截

面，即犡０、犡１、犡２、犡３、犡４ 和犡５，其中犡０ 为径向

圆柱液束中心所在截面位置，其余位置依次间隔

１ｍｍ。这里选取α＝１０°夹角范围是根据液膜下

漏后的流场结构确定的，且这样选取才可使得６

个采样截面的下漏流量接近相等，与犡０ 截面的

下漏流量参考值相近。试验收集下漏流量使用工

装严格定位收集容器的位置，收集的喷雾场区域

与数值仿真完全一致，即与轴向夹角为１０°范围

内的液体流量，如图１６所示，通过统计分析得到

对应的下漏率。

图１７和图１８分别为获取的不同有效动量比

下的下漏率，分别对比了犡０ 截面的下漏率、６个

１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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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的平均下漏率、试验测量下漏率、式（１８）的下

漏率模型及式（２０）考虑喷注单元间相互影响的下

漏率模型。式（１８）模型中系数直接采用前文单喷

注单元获得系数，即犪１＝０．５，犆０＝１．２７，式（２０）

模型中系数根据数值仿真结果重新拟合获得，

犪１＝０．１８，犆０＝１．４２。从图１７和图１８中可以发

现对于一定阻塞率结构的多喷注单元，数值仿真、

试验测量和理论模型结果均表明下漏率随着有效

动量比的增大而增大，增大趋势呈先快后缓的趋

势，且下漏率均小于几何下漏率值，即１－犆ＢＦ＝

０．６和 １－犆ＢＦ ＝０．５，仅在有效动量比很大

（＞５．０～６．０）时，下漏率才接近对应的几何下漏

率０．６和０．５。同时也可以看到，式（１８）的下漏

率模型与数值仿真结果趋势一致，但数值上相差

较大，而考虑喷注单元间相互影响的修正模型与

仿真结果吻合较好，表明式（２０）的下漏率模型描

述液膜液束撞击下漏率具较高的准确性。

图１５　数值仿真结果获取下漏率示意图

Ｆｉｇ．１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ｌｅａｋａｇｅｒａｔ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图１６　试验结果获取下漏率示意图

Ｆｉｇ．１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ｌｅａｋａｇｅｒａｔ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图１７　下漏率随有效动量比的变化规律（犆ＢＦ＝０．４）

Ｆｉｇ．１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ｏｆｌｅａｋａｇｅ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ｏｍｅｎｔｕｍｒａｔｉｏ（犆ＢＦ＝０．４）

图１８　下漏率随有效动量比的变化规律（犆ＢＦ＝０．５）

Ｆｉｇ．１８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ｏｆｌｅａｋａｇｅ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ｏｍｅｎｔｕｍｒａｔｉｏ（犆ＢＦ＝０．５）

另外，针对阻塞率为０．４的多喷注单元结构，

数值仿真了相同有效动量比下，不同喷射速度的

３个算例，对应的工况参数如表３所示。图１９为

获得３种不同喷射速度下的下漏率，可以发现数

值仿真结果、试验结果与理论模型预测值吻合很

好。在保证相同结构参数和有效动量比下，两者

几乎均不随喷射速度的变化而变化，进一步表明

了下漏率理论模型的准确性，揭示出液膜下漏率

仅与表征流场结构及几何结构的无量纲参数有

关，与喷射速度的绝对值无关。

表３　不同喷射速度下的工况参数表

（犺＝０４５犿犿，犱＝０８犿犿，犆犅犉＝０４）

犜犪犫犾犲３　犠狅狉犽犻狀犵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

犻狀犼犲犮狋犻狅狀狊狆犲犲犱狊（犺＝０４５犿犿，犱＝０８犿犿，犆犅犉＝０４）

参数 数值

轴向速度／（ｍ／ｓ） １５ ２５ ３５

径向速度／（ｍ／ｓ） １５ ２５ ３５

动量比 １．４０ １．４０ １．４０

２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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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　不同喷射速度下的下漏率（犆ＢＦ＝０．４）

Ｆｉｇ．１９　Ｌｅａｋａｇｅｒａｔ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ｓ

（犆ＢＦ＝０．４）

５　结　论

为了对针栓式喷注器液膜下漏率进行准确预

估，考虑液膜液束各自变形和多喷注单元间相互

影响推导建立了液膜撞击液束的实际下漏率模

型，并通过试验及数值仿真对模型进行了多参数

充分验证。本文研究表明：

１）通过理论近似分析发现膜束撞击中液膜

的变形主要由绕流引起，与有效动量比有关，有效

动量比越大，液膜相对变形越大；并通过最小二乘

法将试验结果换算获得了液膜相对变形量与有效

动量比的关系表达式及对应的常系数，与数值仿

真结果吻合较好。

２）数值仿真结果发现膜束相互作用下液束

根部横截面前后缘位置移动不同步导致的横截面

展向变宽是液束变形的主因，以此为依据提出合

理假设，建立了液束相对变形的理论模型，发现其

与无量纲参数犺／犱和有效动量比密切相关，理论

模型预测结果与数值仿真结果趋势一致。

３）基于液膜液束各自相对变形量模型，引入

相互影响系数表征多喷注单元间相互影响，提出

了实际阻塞率和实际下漏率模型，与数值仿真及

试验结果符合较好；发现对于一定阻塞率的几何

结构，结果均表明下漏率随着有效动量比的增大

而增大，增大趋势呈先快后缓，且下漏率均小于几

何下漏率值，这是由膜束变形导致的实际阻塞率

比几何阻塞率更大造成的。

４）在保证相同结构参数及有效动量比下，

下漏率几乎不随喷射速度的变化而变化，揭示

出液膜下漏率仅与模型中表征流场结构及几何

结构的无量纲参数有关，与喷射速度的绝对值

无关。

参考文献：

［１］　ＬＥＥＳ，ＫＩＭ Ｄ，ＫＯＯＪ，ｅｔａｌ．Ｓｐｒａ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

ｐｉｎｔｌｅ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ｎｎｕｌａｒｏｒｉｆｉｃｅａｒｅａ［Ｊ］．ＡｃｔａＡｓ

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２０２０，１６７：２０１２１１．

［２］　ＥＬＶＥＲＵＭＧＷ，Ｊｒ，ＳＴＡＵＤＨＡＭＭＥＲＰ，ｅｔａｌ．Ｔｈｅｄｅ

ｓｃｅｎｔｅｎｇｉｎｅｆｏｒｔｈｅｌｕｎａｒｍｏｄｕｌｅ［Ｒ］．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ｔｈｅ３ｒｄ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Ｊｏｉｎｔ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９６７．

［３］　ＧＩＬＲＯＹＲ，ＳＡＣＫＨＥＩＭＲ．Ｔｈｅｌｕｎａｒｍｏｄｕｌｅｄｅｓｃｅｎｔｅｎ

ｇｉｎｅ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ｕｍｍａｒｙ［Ｒ］．ＡＩＡＡ８９２３８５，１９８９．

［４］　袁宇．猎鹰火箭发动机设计特点［Ｊ］．太空探索，２０１７（７）：

１９２０．

ＹＵＡＮＹｕ．Ｄｅｓｉｇ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ｆａｌｃｏｎｒｏｃｋｅｔｅｎｇｉｎｅ［Ｊ］．

Ｓｐａｃ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７）：１９２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张雪松．猎鹰火箭的基础：不断升级的梅林发动机［Ｊ］．卫

星与网络，２０１７（６）：４０４１．

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ｓｏｎｇ．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ｌｃｏｎｒｏｃｋｅｔ：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Ｍｅｒｌ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Ｊ］．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ａｎ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２０１７（６）：４０４１．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安鹏，姚世强，王京丽，等．针栓式喷注器的特点及设计方

法［Ｊ］．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２０１６（３）：５０５４．

ＡＮＰｅｎｇ，ＹＡＯＳｈｉｑ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Ｊｉｎｇｌｉ，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ｐｉｎｔｌｅ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Ｊ］．ＭｉｓｓｉｌｅｓａｎｄＳｐａｃｅ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２０１６（３）：５０５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ＨＥＩＳＴＥＲＳＤ．Ｐｉｎｔｌｅ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ｓ，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ｓｐｒａｙ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１：６４７６５５．

［８］　ＢＯＥＴＴＣＨＥＲＰＡ，ＤＡＭＡＺＯＪＳ，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ＪＥ，ｅｔ

ａｌ．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ａｎｎｕｌａｒｊｅｔｓ［Ｒ］．Ｍｉｎｎｅａｐｏ

ｌｉｓ，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ＵＳＡ：ｔｈｅ６２ｎｄ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ＰＳ）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Ｆｌｕｉ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２００９．

［９］　刘昌波．针栓式喷注器雾化特性的多尺度仿真研究［Ｄ］．西

安：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２０１４．

ＬＩＵＣｈａｎｇｂｏ．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ｔｏｍｉｚａ

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ｐｉｎｔｌｅ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Ｄ］．Ｘｉａｎ：Ｘｉａｎ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ｒｏ

ｐｕｌｓ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王凯，雷凡培，杨岸龙，等．针栓式喷注单元膜束撞击雾化

混合过程数值模拟［Ｊ］．航空学报，２０２０，４１（９）：１２３８０２．１

１２３８０２．１５．

ＷＡＮＧＫａｉ，ＬＥＩＦａｎｐｅｉ，ＹＡＮＧＡｎｌｏｎｇ，ｅｔ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ｐｒａｙａｎｄｍｉｘ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ｉｍｐｉｎｇ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ｈｅｅｔａｎｄｊｅｔｉｎｐｉｎｔｌｅ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Ｊ］．Ａｃｔａ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 ｅｔ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０，４１ （９）：

１２３８０２．１１２３８０２．１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ＮＩＮＩＳＨＳ，ＶＡＩＤＹＡＮＡＴＨＡＮＡ，ＮＡＮＤＡＫＵＭＡＲＫ．

Ｓｐｒａ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ｌｉｑｕｉｄｐｉｎｔｌｅ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Ｊ］．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ｎｄＦｌｕｉ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８，９７：３２４３４０．

［１２］　成鹏．变推力火箭发动机喷雾燃烧动态过程研究［Ｄ］．长

沙：国防科技大学，２０１８．

ＣＨＥＮＧＰｅｎｇ．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ｓｐｒａｙ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ｉｎｖａｒｉａ

ｂｌｅｔｈｒｕｓｔｒｏｃｋｅｔｅｎｇｉｎｅｓ［Ｄ］．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ｏｆ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李进贤，岳春国，侯晓，等．针栓式变推力火箭发动机内流

３３２２



航　空　动　力　学　报 第３５卷

场数值仿真研究［Ｊ］．计算机仿真，２００９，２６（８）：４９５２，８８．

ＬＩＪｉｎｘｉａｎ，ＹＵＥＣｈｕｎｇｕｏ，ＨＯＵ Ｘｉａｏ，ｅｔ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ｎｅｒ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ｏｆａｐｉｎｔｌｅ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ｔｈｒｕｓｔｒｏｃｋｅｔｅｎｇｉｎｅ［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９，２６

（８）：４９５２，８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张连博，毛晓芳，汪凤山，等．针栓喷注式 ＭＭＨ／ＮＴＯ推

力室燃烧及传热数值仿真［Ｊ］．推进技术，２０１５，３６（１０）：

１４８７１４９４．

ＺＨＡＮＧＬｉａｎｂｏ，ＭＡＯＸｉａｏｆａｎｇ，ＷＡＮＧＦｅｎｇｓｈａｎ，ｅｔ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ｉｎｔｌｅｔｈｒｕｓｔｅｒ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ａｎｄ

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ｆｏｒＭＭＨ／ＮＴＯｈｙｐｅｒｇｏｌｉｃｂｉｐｒｏｐｅｌｌａｎ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３６（１０）：１４８７

１４９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ＦＡＮＧＸＸ，ＳＨＥＮＣＢ．Ｓｔｕｄｙｏｎ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ｂｕｓ

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ＬＯＸ／ｍｅｔｈａｎｅｐｉｎｔｌｅ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ｓ［Ｊ］．

Ａｃｔａ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２０１７，１３６：３６９３７９．

［１６］　ＫＩＭＨ，ＫＡＮＧＨ，ＫＷＯＮＳ．Ｌｉｑｕｉｄｓｈｅｅｔｓｈｅｅｔｉｍｐｉｎｇ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ｏｒｐｉｎｔｌｅ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ｗｉｔｈｎｏｎｔｏｘｉｃｈｙｐｅｒｇｏｌｉｃｂｉ

ｐｒｏｐｅｌｌａ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９，３６

（４）：１６．

［１７］　ＳＡＫＡＫＩＶＫ，ＫＡＫＵＤＯＨ，ＮＡＫＡＹＡＳ，ｅｔａｌ．Ｃｏｍｂｕｓ

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ｅｔｈａｎｏｌ／ｌｉｑｕｉｄｏｘｙｇｅｎｒｏｃｋｅｔｅｎｇｉｎｅ

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ｗｉｔｈｐｌａｎａｒｐｉｎｔｌｅ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

ｐｕｌ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７，３３（２）：５１４５２１．

［１８］　ＶＡＳＱＵＥＳＢ，ＨＡＩＤＮＯ．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ｉｎｔｌｅ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ｅｌｅｍｅｎｔ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ｏｎ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ｉｎａｌｉｑｕｉｄｏｘｙｇｅｎ／ｌｉｑｕｉｄｍｅｔｈａｎｅ

ｒｏｃｋｅｔｅｎｇｉｎｅ［Ｒ］．Ｇｏｔｈｅｎｂｕｒｇ，Ｓｗｅｄｅｎ：ｔｈｅ７ｔｈ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ｕ

ｃａｓｓ），２０１７．

［１９］　ＭＵＥＬＬＥＲＴ．Ｐｉｎｔｌｅ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ｔｉｐｗｉｔｈａｃｔｉｖｅｃｏｏｌｉｎｇ：ＵＳ

７５０３５１１Ｂ２［Ｐ］．２００９０３１７．

［２０］　ＷＯＯＳＳ．Ｐｉｎｔｌｅｓｗｉｒｌｈｙｂｒｉｄ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ｄｅｖｉｃｅ：ＵＳ１００１８３６１Ｂ２

［Ｐ］．２０１８０７１０．

［２１］　刘昌波，周立新，雷凡培．雾化过程的数值模拟研究综述

［Ｊ］．火箭推进，２０１４，４０（１）：１０１７．

ＬＩＵＣｈａｎｇｂｏ，ＺＨＯＵＬｉｘｉｎ，ＬＥＩＦａｎｐｅｉ．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ｎｎｕ

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Ｒｏｃｋｅｔ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２０１４，４０（１）：１０１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王凯，杨国华，李鹏飞，等．离心式喷嘴内部流动过程数值

仿真分析［Ｊ］．火箭推进，２０１６，４２（４）：１４２０．

ＷＡＮＧＫａｉ，ＹＡＮＧＧｕｏｈｕａ，ＬＩＰｅｎｇｆｅｉ，ｅｔ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ｆｌｏｗ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ｗｉｒｌｉｎｊｅｃ

ｔｏ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ｏｃｋｅｔ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２０１６，４２（４）：１４２０．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王凯，雷凡培，李鹏飞，等．壁面边界对撞击合成动量角的

影响研究［Ｊ］．推进技术，２０１９，４０（１０）：２２８８２２９５．

ＷＡＮＧＫａｉ，ＬＥＩＦａｎｐｅｉ，ＬＩＰｅｎｇｆｅｉ，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ａｌ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ｔｍｏｍｅｎｔｕｍａｎｇｌｅｏｆｉｍｐｉｎｇｉｎｇ

ｊｅ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４０（１０）：

２２８８２２９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王凯，雷凡培，张波涛，等．针栓式喷注器单元雾化角模型分

析研究［Ｊ］．航空学报，２０２０，４１（１０）：１２３６２２．１１２３６２２．１５．

ＷＡＮＧＫａｉ，ＬＥＩＦａｎｐｅｉ，ＺＨＡＮＧＢｏｔａｏ，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

ｓｐｒａｙａｎｇｌｅ 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ｉｎｔｌｅ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Ｊ］．Ａｃｔａ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ｅｔ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０，４１（１０）：１２３６２２．１

１２３６２２．１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编辑：王碧臖）

４３２２



第３５卷 第１０期

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

航空动力学报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犲狉狅狊狆犪犮犲犘狅狑犲狉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１０


Ｏｃｔ．２０２０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０５５（２０２０）１０２２３５０６　　　　　　　　犱狅犻：１０．１３２２４／ｊ．ｃｎｋｉ．ｊａｓｐ．２０２０．１０．０２４

活门型孔“化方为圆”算法

苏志善１，２，李华聪１

（１．西北工业大学 动力与能源学院，西安７１０１２９；

２．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动力控制科技有限公司，西安７１００７７）

摘　　　要：通过对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活门型孔的流量系数稳定性控制的方法进行研究，提出了一套能够

将方形活门型孔转化为有规律排列组合小圆孔的算法，并通过实例验证了算法的正确性，同时转化误差小于

０．７％，基本实现了工程意义上的等流量系数。该算法将加工工艺性差且计量精度低的方形活门型孔转化为

有规律排列组合小圆孔，消除了方形型孔流量系数变化的影响，改变了活门型孔加工方法，减少了对人和环境

的危害，提高了活门型孔的计量精度，减小了活门的液动力，具有极大的工程应用价值。该算法可以实现将方

形、梯形（含三角形）及其组合型孔等任意型孔的转化，具有工程上的普遍适用性。

关　键　词：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活门型孔；流量系数；化方为圆；螺距

中图分类号：Ｖ２３３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２０７

作者简介：苏志善（１９８４－），男，博士生，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燃油控制系统设计研究。

引用格式：苏志善，李华聪．活门型孔“化方为圆”算法［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２０，３５（１０）：２２３５２２４０．ＳＵＺｈｉｓｈａｎ，ＬＩＨｕａｃｏｎｇ．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ｏｆ“ｔｕｒｎｉｎｇｓｑｕａｒｅｉｎｔｏｃｉｒｃｌｅ”ｆｏｒｖａｌｖｅｈｏｌ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０，３５（１０）：２２３５２２４０．

犃犾犵狅狉犻狋犺犿狅犳“狋狌狉狀犻狀犵狊狇狌犪狉犲犻狀狋狅犮犻狉犮犾犲”犳狅狉狏犪犾狏犲犺狅犾犲

ＳＵＺｈｉｓｈａｎ１
，２，ＬＩＨｕａｃｏｎｇ１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２．Ｘｉ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７７，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Ｂｙ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ｆｌｏｗ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ｖａｌｖｅｈｏｌｅｉｎ

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ｓｅｔ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ｈｅｓｑｕａｒｅｈｏｌｅｉｎｔｏｓｍａｌ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ｈｏｌｅｓｗｉｔｈｒｅｇｕｌａｒ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ｗａｓ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ｂｙ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ｗａ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０．７％，ｗｈｉｃｈ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ｒｅａｌ

ｉｚｅ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ｆｌｏｗ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ｅｎｓｅ．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ｔｈｅｓｑｕａｒｅ

ｈｏｌｅｓｗｉｔｈｐｏ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ｌｏｗ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ｉｎｔｏｓｍａｌｌｒｏｕｎｄｈｏｌｅｓ

ｗｉｔｈｒｅｇｕｌａｒ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ｆｌｏｗ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ｓｑｕａｒｅｈｏｌｅｓｗａｓ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ｔｈｅｖａｌｖｅｈｏｌｅｗａｓ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ｈａｚａｒｄｓｔｏ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ｖａｌｖｅｈｏｌｅｗａ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ｐｏｗｅｒｏｆｔｈｅｖａｌｖｅｗａｓｒｅｄｕｃｅ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ｇｒｅａｔ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ｃａ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ｔｈｅｓｑｕａｒｅ，ｔｒａｐｅｚｏｉｄ（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ｈｏｌｅ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ｖａｌｖｅｈｏｌｅ；ｆｌｏｗ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ｕｒｎｉｎｇｓｑｕａｒｅｉｎｔｏｃｉｒｃｌｅ；ｐｉｔｃｈ



航　空　动　力　学　报 第３５卷

　　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中液压执行机构是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２］，无论是传统的液压机械

控制系统还是全权限的数控系统，计量活门仍是

主燃油系统和加力燃油系统中最重要的核心部

件，其流量计量规律和精度直接决定了整个发动

机燃油控制系统的控制精度和品质［３５］。以往一

些研 究 人 员 是 利 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 或 者

ＡＭＥＳｉｍ等仿真平台对燃油计量装置的供油规

律、压差控制器稳定性进行研究［６７］，也有一些研

究人员针对计量活门型孔的设计方法和回油活门

型孔对计量装置特性影响进行研究［８９］，但是关于

活门型孔的方圆转化问题的研究确很少。活门型

孔“化方为圆”转化后，有利于加工实现，基本实现

了工程意义上的等流量系数，同时能够大大减小

活门液动力，对控制品质提高有较大意义，因此有

必要对活门型孔的“化方为圆”算法进行研究。

１　活门型孔设计基本原则及误差分析

目前，航空发动机燃油控制系统的活门型孔

设计一般都是利用如下的经典流量计算公式进行

计算：

狇犞 ＝μ犛
２犵Δ狆

槡ρ
（１）

式中狇犞 为体积流量，μ为流量系数，犛为型孔面

积，犵为重力加速度，Δ狆为压差，ρ为燃油密度。

即：默认μ为固定值并确定Δ狆，通过改变犛，来实

现狇犞 的计量。而犛直接取决于活门型孔的形状

与活门开度犡，最终流量规律为狇犞＝犳（犡），而函

数关系犳（犡）就是活门型孔形状的直接体现。常

规的圆形、方形、三角形的面积犛和活门开度犡

的关系前人都已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计算［１０］，

具体见图１。

图１　型孔面积活门开度曲线

Ｆｉｇ．１　Ｖａｌｖｅｈｏｌｅａｒｅａｏｐｅｎｉｎｇｃｕｒｖｅ

圆形孔加工简单、成本低，作为过油孔非常合

适，但是犡和犛 规律关系复杂且不成比例（具体

见图１），无法作为某种规律需求的型孔。三角形

型孔和方形型孔虽然加工复杂、成本较高，但是犡

和犛规律关系规律简单清晰，能够方便计算，所

以常常用于实现某种规律。目前，国内外航空发

动机控制系统中实现规律的活门型孔大部分均为

方形、三角形、梯形或这些型孔的组合形状。

例如：方形型孔按式（１）计算可得狇犞 为

狇犞 ＝μ犛
２犵Δ狆

槡ρ ＝μ犅犡
２犵Δ狆

槡ρ
（２）

式中犅为活门型孔宽度。令

β＝μ犅
２犵Δ狆

槡ρ
（３）

　　则可得

狇犞 ＝β犡 （４）

即体积流量狇犞 和活门开度犡 成线性比例关系，

而β为流量增益，它是压差Δ狆、流量系数μ、活门

型孔宽度犅等影响因素综合计算后的最终系数。

但是由于随着活门开度犡 的变化，流量系数

μ也会随着变化
［１１］，详见图２，其中犡ｍａｘ是活门最

大开度，这样就导致最终的实际流量曲线与理论

计算规律曲线不符，两者的差异见图３。通过上

述分析可知，理论计算曲线和实际流量曲线的差

图２　流量系数随开度变化曲线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ｆｌｏｗ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ｗｉｔｈｏｐｅｎｉｎｇ

图３　理论计算流量规律和实际的差异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ｆｌｏｗｒｕｌ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６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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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主要是由于流量系数μ随着活门开度犡 的增

大而变小导致的，那么只要能够控制流量系数μ
在活门开度犡 的变化过程中保持基本不变就能

保证实际流量曲线和理论计算曲线的一致性。而

如何改变型孔结构保证流量系数μ在活门开度犡

的变化过程中保持基本不变就是本文的关键

环节。

２　流量系数稳定性控制的微分思想

由于流量系数与压差、液体黏度、型孔形状、

型孔大小等因素有关［１１］，在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

设计过程中压差Δ狆一般都是由压差活门控制，

均为固定值；液体黏度也是由发动机燃料决定，国

内一般均为三号喷气燃料，也不会变化。唯一能

够引起流量系数μ变化的只有型孔形状和型孔大

小。由于传统的方形型孔流量要变化，型孔大小

必然变化，这也就必然会引起流量系数μ变化。

那么为保持在型孔开度变化（即面积变化）过程中

型孔形状和型孔大小保持，利用数学微分的思想，

把一个大的型孔拆分为若干个微小型孔，保证每

个小型孔形状和大小不变，这样就能保证在型孔

开度变化过程中已经完全打开的每个微小小孔流

量系数μ不变，虽然在每一个小孔打开过程中流

量系数μ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已经打开的小孔流

量系数不会变化，从而保证在活门开度犡 变化过

程中保证总的流量系数μ基本不变。由于结构设

计的需要，小孔必须有实体结构支撑，所以在保证

面积犛和活门开度犡 的关系不变的前提下，微分

思想的转换过程如图４所示。

由于工程和理论总是有差异的，理论上的微

小型孔在工程中无法实现，也就无法实现总流量

系数μ完全不变，但是只要在工程设计中保证微

小型孔在能实现的情况下达到足够小，也就能够

保证总流量系数μ基本不变，这样也就能够完全

满足工程实际需要。由于工程中最容易实现的形

状就是小圆孔，所以微分转化的最终思路是将方

孔转化为若干各小圆孔的排列组合。而如何排列

若干小圆孔的位置保证开度犡 和面积犛 的关系

和方孔的犡犛关系一致就是本文所研究的“化方

为圆”算法。

图４　“化方为圆”微分转化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ｕｒｎｉｎｇｓｑｕａｒｅｉｎｔｏｃｉｒｃｌｅ”

３　“化方为圆”算法

３１　方形型孔转化为圆孔算法

“化方为圆”算法就是利用“直径形状相同的

小圆孔流量系数相同”这个优点，在保证流量规律

一致的前提下，将方形（或梯形）型孔转换为若干

规则小圆孔组合的一种思路和具体计算方法。

鉴于方形型孔的面积犛和开度犡 函数关系

为一次函数关系，根据图４的微分转化思想，最好

转化方式就是转化为一系列等螺距排列的小圆孔

组合，所以算法的核心就是计算出图５中方形型

孔的宽度犅和圆孔的半径狉和螺距犆 的数学关

系，图５中犃为长度。

由图５方形型孔可知，犛＝犅犡，经过详细的

几何数学理论分析和计算，等螺距排列小圆孔组

件的面积活门开度数学对应关系式为

犛＝
犪狀π狉

２

犆
犡 （５）

７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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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方形型孔转化对比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ｑｕａｒｅｈｏｌ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即可得宽度犅为

犅＝
犪狀π狉

２

犆
（６）

式（５）和式（６）中犪为螺旋曲线头数，狀为一圈螺

距上的小孔个数。

３２　梯形型孔转化为圆孔算法

鉴于梯形型孔的面积和开度函数关系为二次

函数关系，如图６所示，即可算得

犛＝
犅２－犅１
２犃

犡２
＋犅１犡 （７）

　　由于宽度犅２随着开度犡的增加而增加，即可

以通过将螺距犆和开度犡建立关系，使等螺距的

圆孔排列变成变螺距的圆孔排列方式，详见图６。

同时通过研究，计算出图６梯形孔的宽度犅１、犅２、

初始螺距犆０、半径狉和变螺距曲线的数学关系。

图６　梯形型孔转化对比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ｒａｐｅｚｏｉｄａｌｈｏｌ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经过详细的理论计算和分析，梯形型孔面积

和活门开度的数学对应关系式为

犛＝
１

２

犪狀π狉
２

犆０
＋
犪狀π狉

２

犆０＋（ ）犽犡
犡 （８）

即得

犅１ ＝
犪狀π狉

２

犆０
（９）

犅２ ＝
犪狀π狉

２

犆０＋犽犡
（１０）

式中犆０＋犽犡 为螺距变化规律曲线；犽为变螺距

曲线的螺距变化增益。

通过以上算法研究，可以将梯形型孔转化为

变螺距螺旋排列的小圆孔组合，如果把初始螺距

犆０ 的值取得较大，那么犅１ 就很接近于零，也就实

现了三角形型孔的“化方为圆”。

综上所述，“化方为圆”的核心就是寻找螺距

犆和活门开度犡 的关系，最终计算出面积犛和开

度犡 的关系，即：犛＝犳（犡）。

３３　“化方为圆”算法精度影响分析

由文中第３．２节分析计算可知图５方形型孔

转化为圆孔组件后的面积犛和活门开度犡 的关

系见式（５），其中宽度计算见式（６），所以通过分析

可知，影响转化精度的主要因素是半径狉，即半径

越小，转化的精度越高，同时螺距犆也就会越小，

小孔个数狀和螺旋曲线头数犪也就相应会变大，

但是狀和犪必须为整数，所以保证式（６）犅值不变

的前提下，狉越小、螺距犆越小、小孔个数狀和螺

旋曲线头数犪越大，转化精度越高。同理，梯形型

孔的精度影响和方形型孔一样。

３４　“化方为圆”参数选取规则

考虑到可加工性，式（６）中宽度犅 的转化过

程中，狉不能取太小，尽量选取狉＝０．２５，０．５，０．７５

ｍｍ（直径为０．５、１、１．５ｍｍ）这样的又小又常规的

尺寸，有利于钻孔刀具的通用性，螺旋曲线头数犪

也不能取太多，一般取对称的２或４即可，单圈小

孔个数狀尽量取１８、２７、３６，这样每个孔圆周３６０°

上的相对位置角度值为２０°、１５°、１０°这样的整数

值。最后根据活门的实际结构大小，综合考虑选

取确定好狉、犪、狀三个参数后，利用式（６）计算出螺

距犆。同理，梯形型孔的选取规则和方形型孔

一致。

４　转化算法实例分析

根据上述算法和参数选取规则，将总宽度

犅＝３０ｍｍ的某型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的回油活

门方形型孔进行“化方为圆”转化，选取螺旋曲线

头数犪＝２，单圈螺距上的小孔个数狀＝３６，小孔半

径狉＝０．７５，利用式（６）计算螺距犆为

犆＝
犪狀π狉

２

犅
＝
２×３６π×０．７５

２

３０
＝４．２４ｍｍ

（１１）

８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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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化后周向展开形状见图７，转化后的面积

和活门开度的关系为

犛＝２×
３６π×０．７５

２

４．２４
犡＝３０．００８犡 （１２）

　　计算结果和方形型孔的犛＝３０犡 几乎完全

一致。

图７　活门型孔三维图及型孔周向展开图

Ｆｉｇ．７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ｇｒａｍａｎｄ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ｖａｌｖｅｈｏｌｅ

为进一步验证转换后全行程范围内面积活

门开度关系的一致性，通过计算机编程计算得到

转化后的圆孔排列的面积活门开度关系和方形

型孔的对比，见图８，两者曲线几乎重合，局部个

别位置的最大误差仅为０．７％，精度完全符合工

程设计要求。目前该活门已经随着某型航空发动

机控制系统附件完成了工程研制，使用效果良好。

图８　方形型孔和圆孔排列的面积与开度关系图

Ｆｉｇ．８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ｒｅａａｎｄｏｐｅｎｉｎｇｏｆｓｑｕａｒｅｈｏｌｅ

ａｎｄ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ｈｏｌ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５　型孔“化方为圆”的意义

５１　“化方为圆”对加工方法的影响

由于方孔不能通过简单的车床加工，一般通

过线切割和电火花加工［１２］。方孔改为圆孔后，型

孔加工只需依靠普通数控车床，将圆孔分布规律

编制成加工程序即可实现精确加工，且加工刀具

为普通钻孔刀具，避免了方孔线切割和电火花等

专用设备和专用电极，提高了加工效率，节约了加

工成本。同时电火花加工的电极在加工过程中会

磨损［１３１４］，势必会影响加工精度，频繁更换电极也

会加大生产成本。

５２　“化方为圆”对人和环境的影响

由于方孔不能通过简单的车床加工，只能通

过电火花和线切割加工。电火花加工需要工作

液，工作液的净化，加工过程产生的有毒气体和烟

雾污染，处理较为麻烦，对加工人员和环境的危害

较大［１５］。线切割放电会产生强烈的电磁波，从而

对人体的健康产生伤害，也会影响周围的环

境［１６１７］，同时线切割加工清洗过程会用到草酸清

洗液，也会对环境产生影响。方孔改为圆孔后，型

孔加工只需要依靠普通数控车床，避免了对加工

人员和环境的危害。

５３　“化方为圆”对活门液动力的影响

由于“化方为圆”算法将一个大的节流孔转化

为了许多排列组合的小圆孔，此时活门凸台只控

制一部分小孔的节流面积，对大部分小孔不起节

流作用，即液体可以径直流过。由于实际节流孔

的流量只是通过活门总流量的一部分，所以活门

的液动力大大减小［１８］，具体示意如图９。

图９　圆孔排列液动力示意图

Ｆｉｇ．９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ｆｏｒｃｅｏｆ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ｈｏｌ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６　结　论

１）“化方为圆”算法精确地将方孔转化为有

规律排列的若干小圆孔组合，把因开度变化引起

的流量系数变化转化为若干等流量系数的组合，

基本实现了工程意义上的等流量系数，具有非常

大的工程实际意义。

９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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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化方为圆”算法彻底改变了型孔形状，进

而彻底改变了加工方法，节约了加工成本，减少了

对人和环境的危害，具有较大的环保价值，同时能

够大大减小活门液动力，对控制品质提高有较大

意义。

３）“化方为圆”算法可以实现将方形、梯形

（含三角形）及其组合型孔等任意型孔的转化，具

有工程上的普遍适用性。

４）本文仅研究了方形型孔转化为圆孔的算

法，对于任意型孔来说，只要型孔的曲线变化和开

度犡建立关系，进而与圆孔排列的变螺旋曲线建

立数学关系，也即可实现任意形状型孔的转化，这

也是后续研究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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