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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和流量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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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丽(1981)，女，硕士 ，从事航空发 

动机机械系统设计工作。 

1 引言 

压力、流量数据是滑油供油 

系统最重要的参数。由于受客观 

条件制约，在发动机试车时，能够 

测试的参数极少，一般仅测量供 

油泵出口1个供油压力或某个喷 

嘴的供油压差；各喷嘴的流量则 

根据在零件状态下喷嘴前、后的 

压差标定。而工作中供油管路各 

部分的压力和流量是相互影响的 

(理论上由迭代计算确定)，且各 

喷嘴前、后的实际压差与标定存 

在差别，有些差别可能很大。因 

此，目前测试还是计算都不能得 

摘要：利用英国商用流体系统仿真软件 FLOWMASTER对在中间状态下某型发动机滑 

油供油系统的压力和流量进行了仿真，总结分析了不同供油温度对该系统流阻特性的影 

响趋势，根据仿真结果给出了该系统结构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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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essure and of the oil supply system for鲫 aeroengine were 

simulated at intermediate state using FLOWMA STER，n Britain commercial virtual hydro— 

systems modeling 8oj~wale．The trend of the effect of various oil supply temperature on the 

flow resistance characteristic埘∞ analyzed summarily．The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are 

presented based on the simul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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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全面、准确的参数来描述滑油 

系统的工作。 

本文利用英国流体系统仿真 

软件 FLOWMASTER对某型发动 

机滑油供油系统中间状态进行了 

仿真，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2 某型发动机滑油供油系统 

某型发动机滑油供油系统如 

图 1所示。该系统主要由滑油箱、 

散热器、滑油滤、管路和喷嘴组 

成。供油系统的流路为滑油箱一 

增压泵一主散热器一转换活门一 

加力散热器一滑油滤一各喷嘴。 

另外，在滑油增压泵上设置调压 

差活门，使发动机在各工作状态 

下的供油压力与后轴承腔压的压 

差基本稳定。 

3 FLOWMASTER建模 

FLOwMAsTER软件建模 的 

算法特点[1～4]是将系统的结构和 

腔室分解成由相应元件和节点组 

成的网络，用有限的元件和流动介 

质类型描述各种结构的内流系统。 

将滑油系统 中的真实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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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各种管 、突扩、突缩、渐扩 、渐 

缩 、弯头、三通和阀门等 )直接转 

为 网 络 元 件 ， 其 组 成 的 

FLOWMASTER网络模型 (含 14 

种、413个元件)如图2所示。 

4 简化及边界条件的处理 

4．1 计算简化 

(1)不考虑重力影响。由于管 

路的位差较小，各部位流体势能 

变化较小，因此忽略重力的影响， 

故流路阻力损失仅考虑沿程阻力 

损失和局部阻力损失。 

(2)忽略角度小于 l0。的弯 

头和折管元件。由于弯头内流体 

流动的特征长度相对很小，故可 

忽略内流体的摩擦与惯性效应。 

(3)不考虑滑油流路的换热 

1．前轴承腔 2．中轴承腔 3．后轴承腔 4．油箱 5．起动转接 轮箱 6．燃油增压泉 7．附 

件机匣 8．加力泵 9．滑油泵 lO．调压活门 11_主敞热器 l2．转换活门 l3．加力敞热器 

l4．滤网 ①～③．节流孔供油喷嘴忙置，A．№l轴承 B．№1密封 C．测速轴承 D．Nn2轴 

承与№2前密封 E．No2后密封 F．Nn3~-密封 G．No_3轴承与NQ3后密封 1．．【}l央传动 轮 

M．1}1央传动轴承 N．No3弹支 H．Nn4轴承kjNo5密上寸I．№5轴承 J．后密封 

图 1 滑油供油系统原理 

图2 滑油供油系统 FLOWMASTER系统模型 

1 4 ／ 1 5  

过程。由于流路中流速较快，经验 

表明，忽略流路的热交换对计算 

结果影响很小。 

(4)忽略温度对主、加力散热 

器前管路阻力损失的影响。系统 

阻力计算仅为供油温度计算，这 

是由于主、加力散热器前管路相 

对系统的阻力损失很小。 

4．2 边界条件 

根据某型发动机滑油系统设 

计报告，本仿真选用 4050航空润 

滑油(GJB 1263—91)。在中间状态 

下，供油温度取75℃，环境温度及 

其压力分别取 20~C和 100 kPa；除 

后腔外的各腔温度取 IO0~C，压力 

取 100 kPa；后腔温度取 100oC，压 

力取 300 kPa，油滤出口压力与后 

腔腔压之差按滑油系统调节要求 

取 250～300 kPa。 

计算供油温度对滑油系统的 

影响时，在其他参数均不变的情 

况下 ，改变供油温度(分别为 20、 

40、60、75、100、120、140℃)，对系 

统进行计算。 

5 计算结果及分析 

5．1 中间状态结果及分析 

5．1．1 流量仿真计算结果 

按设计结构建模并计算得到 

的各喷嘴出口流量有很多超出了 

设计范围，其中，向No2支点和中 

央传动部分供油流量过小，向前 

腔供油流量偏大，其余略大。因 

此 ，需要对滑油系统进行结构调 

整，为节省成本，仅对各喷嘴进行 

扩孔和更换节流孑L，以保证在地 

面状态下的各出口流量在设计流 

量范围内。 

系统模型结构共调整 17处， 

其中扩孔喷嘴为 l5处，节流孔缩 

孑L 2处。计算得到的流量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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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如图3、4所示 (图中仅放大 

几个重要位置的流量和压力计算 

值)；得到的各喷嘴的出口流量 、 

出口前绝对压力、内部流速和节 

流孔前绝对压力见表 1。 

5．1．2 压力仿真计算结果及分析 

各腔的供油人口与喷嘴前之间的 

压降损失反映了腔内流路结构的 

流阻损失特性。各喷嘴前的压力 

计算结果见表 1，系统内各节点的 

图 3 在中间状态下的流量分布 

图 4 在中间状态下的系统压力分布 

(a)№1支点 (h)No2支点 

压力如图4所示。在图4中，前、 

中、后腔供油接头人口处(后腔节 

流孔后)压力分别为 266．7、260．5、 

369．5 kPa。 

从计算结果可看出，中腔和 

后腔的管路阻力损失较大，其中 

中腔的中央传动轴承最大阻力 

(从中腔人口压力的260．5 kPa至 

中央传动轴承喷嘴前)达到 ，这是 

由于此处总阻力损失为较多的突 

变结构串联的结果 ；位置处于前 

腔、附件与起动转接齿轮箱部分 

的压降损失较小。 

5．2 供油温度对计算结果的影 

响分析 

以供油温度为 75℃时调整 

后的系统结构为基础，改变滑油 

进口温度进行计算。总结数据，得 

到各喷嘴与节流孔的出口流量和 

出口前压力的计算结果随温度的 

变化趋势，如图5、6所示。 

从图 5、6中可见各喷嘴流量 

和压力的趋势 ，当温度为 20～ 

60％时，流量与压力急剧变化；当 

温度为 60一]40℃时，流量与压 

力趋势趋于稳定。 

分析趋势原因：(1)随温度升 

高，滑油动力黏度降低，密度降 

低，管路中滑油流速增大，雷诺数 

增大，当温度为 20—60℃时，各 

腔处于层流区，雷诺数增大，对各 

腔阻力特性影响很大，所以各曲 

线急剧变化；(2)当温度为60～ 

(c)No3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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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油温度／~C 

(d)中央传动 

供 h温度／'o 

(e)NO4、5支点 

1 6 ／ 1 7  

图 5 各喷嘴流量与喷嘴前绝对压力随供油温度的变化趋势 

表 1 FL0WMASTER软件计算各喷嘴流阻特性与结构改进结果 

各喷嘴出口流量 ／(L／min) 各喷嘴前绝对 各喷嘴的改进 供油位置 

计算值 设计范围 压力／kPa ／mm 

— 一  

测速轴承喷嘴 0．336 03～0．4 256．6 孔扩 0．07 

刚 NO1轴承喷嘴 1．395 2．57 1．3～1．6 255．4 孔扩 0．20 腔 

№1密封喷嘴 0．841 0．8～0．9 255．2 孔扩 0．22 

NO2轴承与NO2前密封喷 7
．726 7．5～8．2 孔扩 0．60×3 l9

7．3 

NO2后密封喷嘴 0．563 0．5～O．6 孔扩 0．18 

NO3前密封喷嘴 0．836 O．8～0．9 不变 218
．7 NO3轴承与NO3后密封喷 8

．170 7～8．5 孔扩 0．55×3 中 

1 0．89 23．07 204．1 

腔 中央传动齿轮喷嘴 1．76 1．6～2．0 孔扩0．35 X 2 2 0_87 199
．4 

1 2．186 195．4 孔扩 0．90 中央传动轴承喷嘴 3
． 19 3．0～4．0 

2 1．007 l59．8 孑L扩 0．40 

NO3弹支喷嘴 0．840 0～1 2l6．8 

No4轴承与NO5密封喷嘴 9．436 8．8～9．9 326．7 孔扩 0．80 
后 
腔 NO5轴承喷嘴 3．803 13．77 3．5～4．0 330．9 孑L扩 0．20 

后密封喷嘴 0．53l 0．5～0．6 341．3 不变 

附件机匣节流孔② 8．114 8．0～8．5 255．6 孔扩0．75 

附 加力泵供油嘴 0
．739 0．7～0．8 257．3 孔扩 0．25 件 12

． 1l 

等 燃油增压泵供油嘴 0．742 0．7～0．8 258．4 孔扩0．25 

转接齿轮箱供油嘴 2．518 2．2～2．7 258．4 孔扩 0．25 

节 节流孑L① 548．5 改设计 ：孔缩 
流 回 舌腔前节流孔③ 536

．

6 改设计 ：孑L缩 

供油总量 min 51．5l 47．8—55．4 

图 6 节流孔流量与节流孔前绝对压力 

随供油温度的变化趋势 

140 时，各腔流态为过渡态或湍 

流态，各喷嘴流阻特性随温度变 

化不明显。 

分析各腔、各喷嘴流量及阻 

力特性图中的趋势，可以得出结 

论：滑油供油系统的供油温度为 

60～140℃时，各喷嘴出口流量及 

喷嘴前压力随温度变化不大。 

6 结论 

(1)对喷嘴和节流孑L结构进 

行了设计改进，其中l5处喷嘴扩 

(f)附件等 

孔，2处节流孔缩iJq~L径。与部件 

试验 (No2支点分油试验和No4、 

No5支点分油试验)数据进行比 

较，需调整孔径位置，调整方式均 
一 致，计算结果对设计具有指导 

意义。 

(2)该滑油供油系统在中间 

状态下的流量、压力分布结果可 

作为该型发动机试车时的参数分 

析依据。 

(3)供油温度在 60℃以下 

时，供油温度对滑油供油系统的 

喷嘴流量和出口前压力影响较 

大，其中，随温度升高，流量增大， 

压力减小；供油温度在 60℃以上 

时，其影响也随温度升高，流量增 

大 ，压力减小 ，但变化很小，各喷 

嘴出口流量及喷嘴前压力随温度 

变化也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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