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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某型发动机后轴承腔在轴问 

采用了 2处篦齿密封，在高压差 

状态下，该密封的空气泄漏量较 

大，常需要对轴承腔增压来减少 

密封压差，以减少压差的方法来 

减少轴承腔的通风量，为此后轴 

承腔采用节流通风的设计[1_，即： 

将后轴承腔由密封漏入的气体通 

过涡轮后机匣的支板引出，并与 

前 、中腔的通风管汇合，在汇合前 

设置节流嘴，以便对后轴承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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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以减少后轴承腔密封的压差， 

进而达到减少后腔通风量的 目 

的。为此，在发动机验证机试车 

前，需确定不同通径尺寸节流嘴 

在不同通风量下的阻力特性，以 

便确定发动机首次上台时合适的 

节流嘴尺寸，并为发动机试车后 

的调试提供试验依据，保证发动 



田文难嚣：鬃发动棚滑油通风节源啮流鬣，阻n籀lI生i武验龋亵 

机润滑系统的正常工作。合适的 

节流嘴尺寸可通过计算获得 ，但 

传统的空气动力学理论仅能计算 

纯空气工况条件下的阻力特性 ， 

而轴承腔油气混合条件下的节流 

嘴阻力特性需通过试验获得。 

本文对该型发动机可能使用 

的 8种尺寸的节流嘴进行了流量 

一 阻力特性试验。在试验中，对试 

车状态下轴承腔中的流体介质进 

行了模拟，并与常温及高温下的 

干空气介质进行了试验比较 ；还 

根据空气动力学原理 ，给出了估 

算发动机通风腔节流嘴壅塞状态 

下质量流量和体积流量的公式， 

并据此给出了在工程计算中初步 

估算所需节流嘴通径的方法。 

2 气流壅塞理论 

根据气体动力学理论 ，节流 

通风系统可近似为 1维定常可压 

缩的变截面管流。当气流处于临 

界和超临界状态时，节流管路截 

面上的气流Ma=1，通过节流管路 

截面的气流速度等于声速 ，通过 

节流嘴的质量流量达到最大值 ， 

此时的状态即为壅塞状态。气流 

壅塞原理如图 1所示，在图中， 

为节流嘴进口气流总压 ， 为总 

温， 为出口的背压，近似为大气 

压力。不考虑气体的黏性和与外 

界的热交换，节流管路中的流动 

为理想的绝能等熵流动。在这种 

情况下，流路截面面积变化是引 

P 

图 1 气流壅塞原理 

起流动参数变化的主要原因。亚 

声速气流在收缩管路中速度最大 

只能达到当地声速，即出口截面 

上的气流 Ma最大只能达到 1，此 

时流量达到最大值。根据空气系 

统的计算结果，选择合适尺寸的 

节流嘴，达到轴承腔增压的目的， 

同时减少后腔的通风量。 

根据壅塞状态下气流 的总 

温、总压、通流面积以及气流的相 

关物性 即可计算 出相应质量流 

量。壅塞状态下的质量流量为 

K A(kg／s) (1) 
、／ 

其中 

K： 

对于空气 ： 

5 6 ／5 7 

试验方案如图 2所示。该系统包 

括可加温空气系统 、滑油系统以 

及节流通风管路系统。整个系统 

为全封闭结构 ，通过流量计后的 

空气仅有 1个出口，即通风腔节 

流嘴。 

- 图 2 试验系统 

(2) 3．2．1 空气系统 

k=1．4，R=287．06 J／(kg‘K)， 
． 。 。 。 ． ． ． ． ：．．．．．．一  

K=0．0404 SX／K／m (3) 

对于燃气 ： 

k=1．33，R=287．4 J／(kg。K)， 

K：0．0362 S、／ (4) 

壅塞状态下的体积流量可按 

式(6)进行计算。测得气流的温 

度即可计算得到当地声速 ，根据 

通流面积计算出相应体积流量。 

C----、／ (5) 

q v=cA=、／ Rr，A(m ／s) (6) 

3 试验件及试验设备 

3．1 试验件 

试验中的节流嘴结构形式与 

验证机的一致 ，其直径分别为 6、 

7、8、9、10、11、12、13 mm，共 8种 

试验件。 

3．2 试验设备 

为满足试验要求 ，对滑油系 

统附件试验器进行 了系统改造 ， 

空气系统流路为：气源一试 

验室进气接口一流量计一空气加 

温器一掺混箱。 

空气由气源经试验室接 口管 

路进入系统，为本试验管路系统 

空气的惟一来源；在空气加温前 

设置 2个涡街流量计，可以测量 

整个系统的空气流量。通过手动 

调节安装在涡街流量计人 口前的 

阀门，调节空气系统的流量。 

空气加温器采用 1组不锈 

钢管作为加热电阻，空气流经高 

温不锈钢管被加热，同时空气带 

走不锈钢管的热量，维持其长时 

间的空气加温能力。根据以往使 

用情况反馈，该加温器结构简单， 

功率可 以满足试验空气加热任 

务；当空气流量过低时，热量不能 

及时散失，不锈钢管不易熔断。针 

对加温器的加温特点，试验时可 

以采用先通空气后加温的方法 ， 

加温幅度不宜过大。 

3．2．2 滑油系统 

滑油系统为闭式循环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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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压油箱一截止阀一供油泵一掺 

混箱一回油泵一耐压油箱。 

耐压油箱是试验用油的储藏 

容器，考虑本试验在高压状态下 

进行，对此采用压力容器设计。 

供油泵与回油泵为 1电机 

带动的泵组。 

3．2-3 油气混合系统 

油气混合系统的主要部件是 

掺混箱(模拟轴承腔 )-c掺混箱是 

空气与滑油的交汇处，是试验中 

油雾发生器，其工作原理如图3所 

示，其实物外形如图4所示。 

图3 掺混箱工作原理 

图4 掺混箱 

油气 混 

合气体流路 ： 

掺混 箱一试 

验节流管路 

一大气。 

耐 压 油 

箱 内的滑油 

在滑油泵组 

增 压泵 的压 

力作用下，从 

滑油喷嘴喷 

入掺混箱，与来自空气加温器的 

高温空气进行掺混后形成油气混 

合气体。为了使油雾雾化充分，可 

以调节滑油油路的旁路阀门以及 

掺混箱上设置的气体分配阀门， 

使之符合试验所需油雾的标准， 

同时记录旁路压力表读数。在各 

项试验中均保持该读数，这样可 

保持每次试验的油雾状况一致， 

使试验具有可比性 ，在掺混箱中 

未形成的油雾的大颗粒滑油经回 

油泵抽回至滑油箱。 

4 试验结果分析 

共对 8种试验件分别进行了 

3种状态下的试验，试验介质分别 

是室温干空气 、加温空气(空气加 

温度至 200℃)、油气掺混混合气 

体(空气加温至 200℃，滑油系统 

供回油比 1：4)。本次试验所用流 

量计因温度使用限制设在了空气 

加温器前，所测流量为未加温压 

缩气体体积流量，将经过加温器 

和掺混箱的过程近似为 1个加 

温过程 ，气体流动过程中略有压 

力损失 ，试验中测量了掺混箱中 

的压力。可利用气体状态方程式 

(7)将未加温压缩气体体积流量 

换算为掺混箱中的状态所对应的 

体积流量。根据式(6)计算得到各 

节流嘴在各状态下壅塞流量的体 

积流量理论值(计算结果见表 1)。3 

种试验状态下的各节流嘴特眭曲线 

如图 5～7所示。 

Pl 
一  2 r7、 
—  

分析本次试验数据得出以下 

规律。 

尺寸较大的 8～ 13节流嘴壅塞 

状态流量较理论值偏小；并且随 

通径越大，较理论值偏小量越大。 

(2)在加温空气和油气掺混 2 

种介质状态下 ，尺寸较小的 ‘D6、 

7、 9节流嘴壅塞状态试验测得 

流量较理论值偏大 ； 9～ 1l节 

流嘴壅塞状态流量与理论值相 

当；尺寸较大的 l2、 13节流嘴 

壅塞状态流量较理论值偏小。 

(3)各通径节流嘴壅塞状态 

下对应的掺混箱压力随节流嘴通 

径的增大而降低。 

一  

藿：： 
20 

0 0．1 0．2 o．3 0 4 0．5 0．6 0．7 0 8 0．9 

掺瀹箱艇力／'MPa 

图5 各通径节流嘴在室温空气介质下 

的壅塞特性曲线 

一

250 

墨 。 

一 通径 6 

-一道径 7 

通径 8 

通径 咖9 
— 通径 10 

咖 经 l1 
—  

恿径 曲12 
一 通径 13 

0 0．1 0 2 0 3 0 4 0．5 0．6 0 7 0 8 

掺混箱Jk~+j／MPa 

图6 各通径节流嘴在加温空气介下 

的壅塞特性曲线 

攥 

O 

(1)在室温空气介质状态下， ： 

尺寸较小的 6、 7节流嘴壅塞状 图7 

态试验测得流量与理论值相当； ： 

一 通 径 6 

·通径 7 

通 径 8 

通往 9 

一 通径 i0 

一 通 径 11 
一 —

通径 (b12 
一

通 径 13 

0．1 0．2 0．3 0．4 0．5 0 6 0．7 0 8 

挎混箱艇力,／MPa 

各通径节流嘴在油气掺混介质下 

的壅塞特性曲线 

表 1 各通径节流嘴不同介质壅塞状态理论流量 

节流嘴通径 ~p／mm 6 7 8 9 10 11 12 13 

室温干空气理论流量，(m3／h)34．31 46．53 61．10 77．20 94．80 1 14．7 137．2 161．1 

加温空气理论流量 ／(m3／h) 44．36 60．57 78．86 99．80 123．2 149．1 177．4 208．2 

油气掺混理论流量 ／(m3／h) 43．26 58．89 76．90 97．33 120．2 145．4 173．0 200．6 

6  7  8  9

加 ¨ 地 坞 

咖  
径 径 径 径 径 径经 径 

通通通通通递通遇 一． 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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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燃气轮机的功率、效率和燃烧 

室出口温度都减小；当桨角突然 

从 20。到 35。时，燃气轮机相对 

热效率瞬间降低 0．23，相对燃烧 

室出口温度瞬间升高 0．15，相对 

喘振裕度瞬间降低0．2l。 

_  

／ l 
／ 

：角33。到2妒 ／ ／ 

浆 躺 。 

j 槲对转速 图6燃气轮机性能参数变化 4结论 
基于 SIMULINK平台搭建了 

分轴燃气轮机进行稳态、过渡态仿 

真的数学模型，与已有性能模拟 

FORTRANS模型的计算结果进行 

了对比，二者模拟结果规律相同。 

利用该模型进行了燃气轮机 一螺 

旋桨共同工作动态仿真，在燃气轮 

机性能曲线网图和压气机特性线 

图中得到燃气轮机工作过程，分析 

了螺旋桨角度瞬态变化对燃气轮 

机l生能参数的影响。该分轴燃气轮 

机模型计算结果合理，应用方便， 

但还需在以后的工作中校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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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58页) (4)油气掺混 

工况下与同等温度的干空气工况 

下各节流嘴壅塞特I生相差不大，可 

以采用理论公式进行节流嘴壅塞 

流量的估算。 

(5)利用泄漏量软件可得到发 

动机台架状态下理论泄漏量，可换 

算为相应状态下的体积流量；根据 

各节流嘴壅塞特性曲线，选择相应 

体积流量下达到壅塞状态的节流 

嘴作为发动机验证机首次试车前 

选择安装的节流嘴，并根据发动机 

试车情况调整更换其它通径的节 

流嘴。 

(6)可根据空气系统计算得到 

的发动机各状态下轴承腔密封压 

力 、气流温度 ，利用空气系统泄漏 

量计算软件计算得理论泄漏量为 

q，根据式(8)估算所需节流嘴的 

通径 

(8) 

例如：某型发动机在台架状态 

下，后轴承腔密封压力 P ，气流温 

度 ，利用泄漏量计算软件计算 

得理论泄漏量为口。将各参数代人 

上式可计算节流嘴的通径。估算结 

果与试验所得结论吻合。 

5 结论 

(1)在油气掺混工况下与同等 

温度的于空气情况下各节流嘴壅 

塞特I生相差不大，可以采用理论公 

式进行节流嘴壅塞流量的估算；T 

程估算时发动机节流通风系统节 

流嘴壅塞状态质量流量可按式(1) 

进行计算，壅塞状态体积流量可按 

式(6)进行计算。 

(2)根据空气系统计算得到的 

轴承腔封严压力、气流温度以及理 

论泄漏量，可以采用式(8)估算所 

需节流嘴的通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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