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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滑油系统叶轮式通风器 

数值计算研究 

张 楠 刘振侠 吕亚国 刘宝瑞 

(西北工业大学动力与能源学院，西安 710072) 

摘 要 通过数值计算方法，对航空发动机滑油系统叶轮式通风器进行两相流分离模拟研究。在两相流的计算中，对油气混 

合物选用欧拉一拉格朗日模型，湍流模型则选用k-e模型。通过多种工况的计算，探讨了不同油气比、转速对通风器腔内流 

动、分离效率以及油滴最小分离直径的影响。结果显示，实验数据和计算结果符合较好，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叶轮式通风器内 

部流动分布和油滴运动规律及其分离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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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航空发动机动力传输系统 目前仍以机械 

传动为主，其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滑油系统 

的好坏。而通风器作为滑油系统的重要部件，其主 

要作用就是分离出油气混合气中混有的滑油，防止 

滑油消耗，保持滑油腔内外压差。所以通风器性能 

的优劣，对整个滑油系统工作状态好坏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本文正是鉴于此，对这一发动机的重要 

附件进行计算研究。 

而在现在国内外有关通风器的工程设计、计算 

资料很少。尤其对于叶轮式通风器，目前在国内还 

尚未有人对其进行较完整的计算研究。而本文则 

通过 CFD方法对其在工作特性，分离性能方面进行 

了一定的研究。 

本文根据两相流理论，采用 Eular—Lag'range方法 

模拟了通风器中的流场分布，重点对通风器分离效 

率进行计算，并 通过通风器分离 的能力评价方 

法——油滴临界直径，对其分离特性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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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风器简介 

通风器，是利用离心力作用将空气中油粒分离 

的设备。航空发动机的主轴密封系统是靠一定压 

力的空气进行封严。在发动机工作过程中，封严空 

气会通过密封装置进人润滑系统轴承腔，在轴承腔 

中空气与滑油掺混成油气，如果让油气直接排出轴 

承腔将要造成滑油的大量消耗。为此，在轴承腔与 

外界的通气路上设置一通风器，把空气中的滑油分 

离出来，以减少滑油的消耗量⋯如图 1所示。 

出口 

图 1 通风器示意图 

入 口 

叶轮式通风器通常是置于附件机匣或轴承腔 

内的离心叶轮，一般由一叶轮直接装于传动轴上。 

与通常的离心式通风器相比，它没有外壳体，故称 

为叶轮式通风器。叶轮式通风器与离心机式的工 

作原理相同，但在结构上相对较简单。被分离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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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气通过轴心上的通气孔排出机外，而甩出的滑 

油则直接进人润滑系统的油腔中。叶轮式通风器 

广泛 应 用 于 英、美 发 动 机 上，如 F100、Spey、 

JT8D等 。 

2 控制方程 

采用 Lagrange方法求解油滴的运动轨迹，根据 

过油滴在通风器中含量较少及其在空气场的运动 

特征，一般作如下的假设： 

(1)气流不因含有油滴而影响空气在通气器中 

流场； 

(2)油滴在运动过程中，既不凝聚也不分解，即 

油滴的尺寸保持不变，并引人了油滴滴体积相等的 

当量球的概念，其直径为 d； 

(3)油滴黏度、密度等介质参数在油滴运动过 

程中保持不变； 

2．1 气相控制方程 

连续方程： 

F= +户+ 。+ + (5) 

式(5)右边后四项力对于油滴运动轨迹影响很小， 

所以在计算中可以忽略不计，这时油滴的运动方 

程为： 

：  c,l u一 一 ) (6) 

式(6)中下标 P代表油滴参数，下标 a代表空气场 

参数， 为油滴的质量， 为油滴位移， 为阻力 

系数。 

2．3 效率计算方程 

通常工程中以油气分离效率来衡量分离效率 

的工作特性，其计算公式如下： 

) 

p——滑油的分离量，L／min； 

q一滑油的未分离量，L／min。 

3 计算模型与计算方法 

+ ·(p )=s (1) 3
． 1 模型建立 

式(1)中S 为液滴蒸发进入气相的质量，本文不考 

虑油滴的蒸发故为0。 

动量方程： 

(p )+ ·(p )=一 p+ ·( )+F (2) 

式(2)中F为离散相粒子对气流的作用力。 

气相与离散相之间的动量交换项为： 

F=∑( +Fo)n％At (3) 

式(3)中n 为油滴的质量流量， 为气流阻力， 

为其他作用力。 

能量方程： 

号( )+V‘( +p))= ‘( +( · ))+Sh 
(4) 

式(4)中，S 为油滴通过对流换热和辐射换热向气 

流传递的热量。 

2．2 液相控制方程 

悬浮在运动空气中的油滴，其上作用力有： 

鉴于计算中涉及旋转部件和两相流的计算， 

而 CFX软件具有在这方面计算的优势，故采用其 

作为流体计算软件。模型建立在 ICEM中进行，后 

导人 CFX前处理 pre中进行边界条件的设定，再 

进入 solver中计算 ，最后在 post中对计算结果进行 

后处理。 

3．2 颗粒轨道模型 

在一般的两相流计算中，在颗粒含量较少时， 

可采用单颗粒动力学模型，即单相耦合模型，不考 

虑由颗粒相存在造成的对连续相流体流动的影响， 

也不考虑颗粒间的相互作用力以及颗粒的脉动，并 

认为连续相的流场已知，只考虑单个颗粒在连续相 

流体中的受力和运动 j。 

而颗粒轨道模型由Crowe C T和 Smoot L D等 

人提出。与颗粒轨道模型仍然在拉格朗 日坐标系 

里处理颗粒相的运动问题，用拉格朗日方法跟踪各 

组颗粒群的运动轨迹 ]。与单颗粒动力学模型不 

同的是，颗粒轨道模型中需要计算颗粒相与连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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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相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且认为，颗粒相与连续流 

体相之间存在速度差别 ，而且认为相之间的这些差 

别与弥散颗粒的扩散漂移无关。采用颗粒轨道模 

型时，要先给定一个流场；然后计算各组颗粒的轨 

迹，对大量颗粒的轨道进行统计分析，可得到颗粒 

群运动的概貌 J。 

计算流程如图2所示。 

图2 计算过程 

3．3 计算边界条件 

通过借鉴某型发动机通风器的几何外形建立 

了流体计算模型，并根据此型发动机通风器的设计 

参数对数值模型进行边界条件设定。 

气相边界：人口为质量流量人口，出口边界为 

压力边界，人 口气 相为 空气，转速在 (10 000— 

15 000)r／min的范围内设定。 

液相边界：入口为质量流量人口，入 口液相为 

滑油，收油内壁面为捕捉边界，除人 口与出口外的 

其他壁面为反射边界。 

其中认为在人 口处油气两者速度、温度相同。 

4 计算结果及分析 

4．1 不同入口油气比对分离效率的影响 

表 1 边界条件设置 

编号 空气流量 r,／s 滑油流量 g／s转速 ×104／(rev·mill ) 

O．O 

lO．O 

1O．0 

1O．O 

l0．O 

5．0 

2．O 

1．O 

O．5 

O．1 

在转速相同的情况下，对于不同入口油气 比， 

对通风器分离效率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具体结 

果如图 3所示 ： 

纂 

10ooO ll Ooo 12 000 13 000 l4 000 15 Oo0 

转速(r／rain) 

图3 转速与分离效率图 

图3中显示的是随着通风器转速的增加，其分 

离效率的变化情况。从大方向来看，整个图线呈现 

上升的趋势 ，即随着转速的增加，通风器的分离效 

率也随之增加。在油气比小于 10％的范围内时，整 

个通风器的分离效率相差不大，当油气比超出 l0％ 

后，在相同转速的情况下 由于进口油量的增加，在 

通风器内部，越来越多的油粒未能被分离而直接从 

通风器轴上的通气孔排出，导致通风器分离效率的 

下降，所以当通风器人 口油气 比一定范围时，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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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器的分离效率呈现下降的趋势。 

4．2 转速对最小分离直径的影响 

从图4可以看到油滴在通风器内的运动轨迹， 

油滴粒径不同，其运动轨迹也有很大的变化．当粒 

径较小时，油滴走过的路程比较长，当小到一定程 

度，有些油滴可能在允许停留在分离器的时间内不 

能沉积到壁面上，而随气流从分离器中逃逸，而不 

能被分离．大油滴在分离器内的路程和时间较短， 

基本上能够在允许停留时间内沉积到壁面上，甚至 

能够在分离腔的前半部分就能够被分离，此分离效 

果较好。油滴相进入通风器内部后，随着通风器的 

旋转而旋转，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尺寸较大的油滴 

被直接甩到通风器分离腔的内表面上而被吸收；并 

且在额定范围内通风器转速越大，油滴所受的离心 

力也越大，被甩到吸收壁面上的油滴数量也随之增 

加，而从下图中的最小分离直径变化上也可以看出 

这一趋势。 

黪 
图4 通风器内的油滴运动轨迹 

如图5所示，作为衡量通风器分离能力标准，最 

小分离直径直接反映了叶轮式通风器分离性能的 

优劣。根据计算结果显示，转速增加过程中，可分 

离最小直径也呈减小的趋势，到转速达到 15 000 r／ 

rain时，最小分离直径达到 2 p,m，此时只有小部分 

能够被液相颗粒能够被分离，大部分则随着空气一 

同排出通风器。所以，在额定转速附近，通风器对 

粒径 2 m以上的颗粒具有较好的分离效果。 

5 结论及相关问题讨论 

5．1 结论 

从以上的算例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叶轮式 

通风器来说，在其他边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如 

下流动特点。 

图5 转速与最小分离直径图 

① 转速对分离效果的影响较大，在额定范围 

内，转速越大，分离效果越好； 

． ② 油气比过大时，大量滑油来不及分离就被 

排出，导致分离效率急剧下降； 

③ 进气速度对小粒径颗粒分离效率的影响 

较小，而速度超过一定值时增大速度对提 

高大颗粒的分离效率也不明显； 

④ 额定转速范围内，转速越大，可油粒可分 

离直径越小。 

5．2 问题及讨论 

有关计算结果虽然在定量方面尚存在不足，还 

需大量的实验研究进一步验证，但有助于揭示油滴 

在油分离器内的分离机理．此外，本计算结果还表 

明，将数值计算这一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应用于油气 

分离器的分离机理研究是可行的、有效的，对揭示 

油气分离机理，优化油气分离器的结构设计具有着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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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theory．It tries to find the optimal classification hyperplane in high dimensional feature space to handle 

complicated 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problems by solving optimization problems．The SVM theory applied to re． 

mote sensing image classification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Traditional algorithms used in remote sensing image 

classification have some problems such as low computing rate，low accuracy and much difficulty for convergence
． 

According to SVM theory，the classification model based on SVM was constructed．By experimenting with remote 

sensing data and comparing the resules with others，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adial basis kernel function of SVM 

has the highest accuracy．SVM classifier has more advantages in the classification in contrast with radial basis func 

tion neural network classifier and maximum likelihood classifier．As the in．depth research on SVM continues
． it will 

be more widely used in remote sensing image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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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umerical simulation is used to study the two—phase flow separation of impeller ventilator for avia． 

tion engine lubricating oil system．The Euler—Lagrange model is applied to the mixture of oil．gas and the k-e model 

is applied to the turbulence model were used for the two—phase flow calculations．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as—oil 

ratio，rotational speed of the ventilator cavity flow，separation efficiency and droplet diameter of the smallest separa． 

tion are achieved through calculation of many operating conditions．Results show that the calculated results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experimental data．Th e flow structure of the inner impeller—type and separation mechanisms 

are also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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