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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飞机水系统管路流动的数值模拟 

朱种 ，雷关玲 ，张雪苹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一k海飞机设计研究院，上海 201210) 

摘 要：水系统是民用客机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系统 在水系统的设计过程中，管路 的设计占据着非常关键的 

位置，而对管路流动性能的数值模拟能够很好地指导管路的设计与优化。选取民用客机水系统中的加水管路 

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 FLOWMASTER管网系统和 CFD两种方法对加水管路在不同压差、不同壁面粗糙度条件 

下进行数值模拟，并对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FL0wMAsTER管网系统能够快速、准 

确和可靠地获得流量等管路主要性能；而 CFD方法则能够提供管路流动的流场细节信息。在水系统管路的设 

计过程中，应当充分利用这两种方法，发挥其各自优势，更好地完成水系统管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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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f W ater System Pipe Flow in Civil Aircraft 

Zhu Chong，Lei M eiling，Zhang Xueping 

(Shanghai Aircraft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Commercial Aircraft 

Corporation of China，Ltd．，Shanghai 201210，China) 

Abstract：Water system is all important system in civil aircraft．During the design of water system，the design 

of pipe is a key part．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pipe flow can help the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pipe．Selec— 

ting the water supply pipe in the civil aircraft water system as the research obj ect，the water supply pipe is simu— 

lated with FLOW MASTER pipe network system and CFD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of pressure differential and 

wall roughness and the results of the tWO methods are analyzed．Comparing the simulation of the tWO methods， 

result shows that FLOWMASTER pipe network system can obtain the main performance of pipe rapidly，accu— 

rately and reliably，such as flow rate；while CFD can get detailed information of pipe flow field．In the design of 

water system pipe，the two methods should bc used in conj unction，playing their respective advantages，tO fin— 

ish the work better with the help of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of the two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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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水系统是民用飞机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系统，该 

系统是指在机内贮藏并提供足够量的水，为机上厨 

房及盥洗室提供饮用水、冷热盥洗用水和马桶冲洗 

用水，以满足乘客机上生活的需要，让乘客享受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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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旅途的必备供水系统l_】 。 

民用飞机水系统将水贮藏在水箱中，在压差条 

件下将水通过管路输送到厨房与盥洗室使用，水系 

统管路的设计直接影响系统的整体性能。在系统 

设计过程中，可以通过数值模拟来计算、分析管路 

流动情况 ，以达到优化设计的 目的。虽然 目前国内 

针对民用飞机水系统管路的数值模拟研究较少，但 

是在相近领域的管路设计方面数值模拟方法均得 

到了充分使 用 ，例如 黄小玲[3 使用 FLOWMAS— 

TER软件研究了叠压供水系统的性能，陈江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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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FD方法研究 了输水管网中三通管道的水力 

特性，这些研究都给民用飞机水系统管路数值模拟 

以启发 。 

本文选取民用飞机水系统中的加水管路作为 

研究对象，分别采用 FL0WMASTER管网系统和 

CFD方法进行数值模拟，研究两种方法在管路两 

端不同压差 、管壁不 同粗糙度下的模拟结果 ，并基 

于 CFD方法模拟结果研究分析弯管附近的流动 

特性 。 

1 计算方法 

1．1 FLowMAsTER管网系统建模原理 

在管路内，粘性流体运动时的能量损失主要是 

由流体在等截面直管内的摩擦阻力所引起的沿程 

压力损失和由于流道形状改变、流速受到扰动、流 

动方向变化等引起的局部阻力损失组合而成。通 

常认为每种损失都能充分地显示出来，并且独立地 

不受其他损失的影响，因此压力损失或由阻力引起 

的能量损失可以叠加。管路中的总能量损失可以 

看作各个不同阻力单独作用所引起的能量损失 

之和。 

FLOwMASTER软件是 基于 上述原理 的流 

体管网系统仿真工具，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水输送 

系统 引、燃油系统 等的设计、优化和性能仿真中。 

在进行流体网络计算时，组件模型是由一系列流体 

管路组件组成的，主要基于压力一流量关系。管路 

组件之间以节点相连，网络中各组件的流动满足质 

量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在水系统的管路流 

动数值模拟中，主要采用 FLOwMASTER软件中 

的刚性直管模型与弯管模型。 

1．1．1 刚性直管模型 

刚性直管模型主要考虑由流体在等截面直管 

内的摩擦阻力所 引起 的沿程压力 损失 ，其 数学模 

型为 ] 

z— 一厂等 (1) 
式中：Pz为管路 出 口压力值 ；P 为管路人 口压力 

值 ；f为沿程阻力系数 ；L为管路长度 ；d为管路直 

径； 为管路中的质量流量；A为管路横截面积；I。 

为流体密度。 

沿程 阻 力 系 数 ， 通 过 目前 普 遍 采 用 的 

Colebrook—White(以下简称 C—w)经验公式获得， 

其适用范围为 Re一4×1O。～4×10 ，zX／d一5× 

10 ～ 5× 10 [8]
。 该公式由科列勃洛克根据实用 

管路的实验结果提出，考虑了较多的影响因素，适 

用于光滑区、过渡区和粗糙区 ，故又称 之为湍 流沿 

程阻力系数的综合公式 ]，具体数学形式为 

1
--

21g( + ) 
式中：△为管路的绝对粗糙度；Re为管路内流体的 

雷诺数。 

1．1．2 弯管模型 

弯管模型主要考虑由于流动方 向变化所引起 

的局部阻力损失，其数学模型为 

2一 (3) 

式中：K 为弯管损失 系数；rh 为弯管 中的质量 

流量。 

弯管损失系数 K的数学形式为 

K=== 131+ 63( ] ㈩ 
式中：0为弯管的方向变化角；r为弯管轴心线的曲 

率半径 。 

1．2 CFD方法 

CFD方法是 目前主流 的数值模 拟方法 ，能够 

详细地模拟出流场细节，但是由于其所需的计算资 

源较多，计算耗时较长，该方法在管路流动模拟工 

程方面 的应用 较少 。相 比于工 程 中应用 较多 的 

FLOWMASTER管网系统，CFD方法能够获得更 

精确的流场信息，进行更深入的流场细节分析。 

水系统管路流动是典型的不可压有粘流动，因 

此本文 CFD方法的控制方程为三维不可压 Navi— 

er—Stokes方程，具体形式如下 ： 

连续性方程 

塞+ ．(1D _O (5) 
动量守恒方程 

(1D )+ ·(1D伽 )一 一 + ·( )+ F 

(6) 

式 中： 为惯性坐标 系下 的速度矢量 ；t为时间 ；P 

为静压 ； 为应力张量 ；F为体积力动量源项 。 

本文采用对边界层湍流和自由剪切湍流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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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经验，加水管路两端压差分别模拟 15、20、25、 

3O、35 psig五种 ；管路 壁 面粗 糙度 模 拟 5．08× 

1O一 、5．O8× 10一 、5．08× 10一。、5．08× 10～。、5．08 

×10 mm五种 ，所选取 的加水管路 的壁面粗糙 

度实际为 5．08×10_。mm。 

3．1 加水管路流量比较 

加水管路流量是加水管路流动性能最直接的 

体现 ，直接影响水箱的加水 时间，不 同入 口压力条 

件下 (出 口压力 条件 都为 大气 压)，FLOWMAS— 

TER管网系统和 CFD方法数值模拟 获得 的加水 

管路的流量比较分别如图4和表 1所示。 

-7" 

墨 
● 

咖1 

鹾 
口 

羽 

图 4 不同入 口压力下 的管路流量 

Fig．4 Flow rate under different inlet pressures 

表 1 不同人口压力下的管路流量对比 

Table 1 Flow rate under different inlet pressures 

从图 4和表 1可以看出：两种方法计算获得的 

流量都是随着入口压力的增加而不断增大的，且增 

大幅度相当；FLOWMASTER管网系统计算获得 

的流量大于 CFD方法，因为 FL0wMASTER管 

网系统是基于经验公式的各种模块来进行模拟的， 

而 CFD方法 则是通过求 解不可 压 Navier—Stokes 

方程对管路流场直接进行模拟，两种方法从根本上 

是不同的，理论上来说 CFD方法更准确一些。而 

FL0wMASTER管网系统计算结果与 CFD方法 

计算结果的误差均在 9．5 左右，表明 FLOW— 

MASTER管网系统在模型搭建完成之后，不同的 

边界条件并不会影响模型的可靠性，其计算结果是 

可靠的。在管路设计过程中，FLOWMASTER管 

网系统能够快速、可靠地计算出管路的性能，在工 

程应用中是非常有价值的。 

流体在管路中作湍流运动时。流断面上的速度 

分布大致可分为三个区域。在靠近管壁处的一薄 

层流体中，由于受管壁的牵制，流体质点的横向脉 

动受到限制，流体的粘性起主导作用，流动呈层流 

状态，在这一薄层流体内，流体沿径向存在较大的 

速度梯度，在管壁处速度为 0，这一层流体称为粘 

性底层。由于湍流脉动的结果，在离壁面不远处到 

中心的大部分区域流速分布比较均匀，这部分流体 

处于湍流运动状态，称为湍流核心区 在粘性底层 

与湍流核心区之间存在着范围很小的过渡区域，由 

于过渡区域很小且很复杂，一般将其并入湍流核心 

区处理I1 。 

由于材料、加工方法以及使用条件等因素的影 

响，管壁表面不会绝对平整光滑，存在各种不同程 

度的凹凸不平，凹凸不平的平均尺寸就是管壁的绝 

对粗糙度。 

当粘性底层厚度大于管壁绝对粗糙度时。管壁 

的凹凸不平部分完全淹没在粘性底层中，此时粗糙 

度对湍流核心区几乎没有影响，流体好似在完全光 

滑的管中流动。而当粘性底层厚度小于管壁绝对 

粗糙度时，管壁凹凸不平部分暴露在粘性底层之 

外，粘性底层被破坏，湍流核心区的流体冲击在凸 

起部分，会产生旋涡，加剧湍动程度，增大能量损 

失，粗糙度的大小对管路中湍流产生直接影响，从 

而影响管路的流动特性。 

在同样压差、不 同壁 面粗糙度下，FLOW— 

MASTER管网系统和 CFD方法数值模拟获得的 

加水管路的流量比较(加水管路直径为19．05 ram) 

分别如图 5和表 2所示。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均 

符合上述规律的，在绝对粗糙度比较小时，粗糙度 

的变化对管路流量的影响不大，即管壁绝对粗糙度 

为5．08×10_。、5．08x10 mm时，管路流量几乎 

相同；而在绝对粗糙度比较大时，粗糙度的变化对 

管路流量的影响比较大，即管壁绝对粗糙度为5．08 

×1o一、5．08 x 10 111111时，管路流量相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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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性力作用下，使得弯管外侧流体的压强高于内 

侧。在外侧和内侧的压强差作用下，弯管内会产生 

一 对涡流，该二次流和主流的叠加，在弯管内形成 

一 对螺旋流 ，加大弯管的能量损失。由于主流速度 

较大，在图 7中很难看出螺旋流，而从 图 8中则可 

以很清晰地看出这对螺旋流。 

4 结 论 

(1)以某型 民用飞机水系统的加水管路作 为 

研究对象 ，采用 FL0WMASTER管 网系统和 CFD 

方法分别进行数值模拟。在加水管路不同压差条 

件下 ，两种方法均获得 了较可靠 的计算结果 ；在加 

水管路壁面不同粗糙度条件下 ，两种方法的计算结 

果也都与理论分析相符合 ，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 

两种方法计算的可靠性。 

(2)FLOWMASTER管 网系统 和 CFD方法 

比较而言，在计算管路主要性能(例如流量)方面， 

二者的计算结果相差不大。 

(3)FLOWMASTER管网系统建模简单、计 

算快捷、结果可靠，适用于管路设计中的性能计算。 

(4 相较 于 FLOWMASTER管 网系统 ，CFD 

方法则相对复杂、耗时较长，但其能够提供管路流 

动的流场细节信息，用于分析管路流动的详细特 

性 ，这是 FLOWMASTER管 网系统所不具备 的， 

因此其可以用于管路设计完成之后对管路流动状 

况进行详细分析以及优化的过程中。 

(5)在水系统管路的设计优化过程中，应该充 

分利用这两种方法，发挥 它们各 自的优势，更好地 

完成水系统的管路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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