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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流速度对引射器特胜和 APU胜链硇影响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张 强 唐宏刚 李传鹏 殷海涛 

[摘 要】本文对辅助动力装置(APu)排气引射冷却器进行合理简化 ，建立了2维计算模型，数值研究了APU排气速度对引射器性 
能的影响，并运用APU性能计算程序研究了排气速度对APU总体性能的影响。研究表明：APU排气速度愈大，APU舱通风冷却空 
气流量愈高，APU舱通风冷却效果愈好；但排气速度的增大会导致 APU动力段涡轮膨胀比下降，涡轮前温度增高，APU性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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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辅助动力装置(APU)是现代民用客机必不可少的机载系统，承担 
了飞机地面维护检修、主发起动、环控引气、空中应急的重要作用。APU 

通常安装在机身内部的非增压舱内，APU通风冷却系统对 APU运行至 
关重要。早期研制的 APU均采用冷却风扇进行 APU舱通风和滑油冷 

却，新型 APU开始采用引射冷却技术进行滑油、舱内冷却“1。由于引射 
冷却器去除了冷却风扇，减少了 APU转动部件和航线可拆装单元，既 

减轻了APU的重量，降低了维护成本，又增强了系统可靠性。自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国外已开展了排气引射冷却技术的研究工作，我国也开展 
了大量研究工作，现已成功直升机动力舱的通风冷却中，战斗机发动机 

舱的通风冷却中 。本文针对某新型 APU所采用的引射冷却器进行简 
化，获得 2维模型 ，并运用 Fluent商用软件研究了 APU排气参数对引 

射性能的影响，分析了引射对APU性能的影响。 

2．计算模型及边界条件 

该APU通风冷却系统由冷却进气管道、APU舱、排气管、空气猾油 
热交换器构成。利用 APU尾喷管高速排出的气流对舱内空气的引射作 
用 ，将舱内空气抽吸进排气管，使得 APU舱内压力下降，致使飞机机身 

外部气流经进气管道进入到APU舱内。空气滑油交换器安装在冷却空 
气管道出口处，外部流入的冷空气对滑油进行冷却后 ，进入APU舱，对 

APU外围设备进行通风冷却，保证APU外设维持在一定的温度限制值 
以下。 
本文主要关注排气气流速度对引射气流、APU本体性能的影响，建 

立的简化模型如图 1所示。考虑到进出口边界条件，APU尾喷管向前延 

伸到2．5D，排气管平直段长度取为4D。 

图 1 APU舱引射冷却系统简图 
采用基于密度隐式求解器进行数值计算，流体为可压缩理想气体， 

选用 k-e紊流模型，二阶离散格式，通流项采用 Roe—FDS格式。 

计算域边界设定如下：冷却管道进口为压力进口条件，给定进口总 
压为 101325Pa．总温为 288．15K，法线方向进气；排气管出口设定为压 
力出13条件，静压为 101325Pa；APU尾喷管给定压力进 口条件，总温给 

定 APU设计工况下的温度值，法线方向进气，总压分别设定为 102、 

t03、1(14、105、106、108、t10KPa，通过给定不同的总压，获得了多个 APU 
排气速度下的引射流场。 

3．结果分析 

3．1流场分析 

图 2给出了尾喷管进口总压为 105KPa的速度矢量。从图中可以看 

出，排气管外层存在很强的剪切层。气流从尾喷管高速流出，粘性作用 
下带动排气管外层气流流动，从而将 APU舱内空气引入排气管。 

图 3一图 5给出了尾喷管、排气管和 APU舱各特征截面的速度和 

压力分布。可知，气流在尾喷管中流动，其速度沿着流动方向有小幅的 
增长，静压降低，至尾喷管出口(混合进口)处，速度稍有下降，压力升 
高。排气管中核心区气流沿着前进方向流动，速度稍有下降，速度剖面 
渐渐由矩形向抛物线型过渡，至出口处已充分发展为饱满的抛物线型。 

核心区外围的速度沿程逐渐增加 ，至x=0．7截面时其速度剖面已与平直 
管流流动状态一致。排气管各截面的压力沿程逐渐升高，从x=0．25截面 
起 ，截面上的压力基本相等。x=O．15、0．2截面的压力沿着 Y方向有波 

动，这源于尾喷管有一定的壁厚，唇口下游局部存在分离漩涡。APU舱 
内大部分区域的气流速度和压力变化甚微 ，当气流被引射至 APU舱出 

口狭缝处时，速度不断增加，压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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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速度矢量 

图 6 102kPA速度、压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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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06kPA速度、压力分布 (下转第 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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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公路榀台与涵台跳车原因及防治措旋 

青海路桥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李永红 

[摘 要]本文在分析公路桥台与涵台跳车原因的同时，结合本人在公路工程中的实践谈谈桥台与涵台防治措施。 

[关键词]公路工程 桥台跳车 原因分析与措施 

公路工程施工中，桥台与涵台跳车现象随着公路桥涵建设 171益增 
多，规模增大，这一现象越发引起公路建设者们的重视，它不仅影响车 
辆的安全性 ，降低道路的质量性，而且还大大破坏桥涵台背伸缩缝及路 
面结构层，因此，本文结合自己在工作当中的实践经验，提出几点防治 
措施。 

1、桥涵台产生跳车现象的原因浅析 
桥涵台产生跳车现象原因在于诸多方面 ，包括路基条件，所选填 

料，施工方法以及设计等多方面原因。 
(1)路基条件：作为桥涵台台背回填时地基情况有多方面，如 ：天然 

湿陷性黄土地段，软土地基，冻土地基等 ，这些地基方面在 回填台背料 
时，地基均要发生不同程度的沉降或竖向变形。比如：丹拉高速公路西 
宁过境段 K1 I+520一K13+270段地基为挖方段 ，地基为天然湿陷性黄 
土，所以在此地基上建桥建涵 ，必须对地基进行加固处理 ，保证地基的 
稳定性。K13+137鲁云桥左幅o#台经一年车辆通行 ，伸缩缝与桥台搭 
板严重变形，油路面下沉 5-15cm，对过往车辆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 ，分 
析这一原因总结出台后填方的竖向变形远大于桥台下方的地形变形 ， 
由于这种差异，就出现了桥台和后方填方路基段间差异沉降变形。 

(2)台后填料及基压实引起的变形。桥涵台背填料施工一般根据设 
计要求选用透水性良好的砂砾材料进行填筑 ，但在施工期间由于压路 
机因振动时场地狭小，局部特别台后 10cm一100cm间区域压实度不够， 
造成桥台和台后填方段差异从而产生沉降变形。 

(3)台后填料受漫水侵蚀引起变形。桥台一般采用钢砼结构 ，路基 
与台背结合处，经常会产生细小裂缝 ，雨水渗入后 ，对桥台一般不会产 
生破坏作用，但对台后填料影响较大 ，尤其对土类填料，极易产生侵蚀 
和软化，降低强度，从而导致填方料变形，使路基产生病害，导致该处路 
基发生沉降，从而产生错台，造成跳车。 

(4)设计原因，桥涵构造物两端的路堤，由于填土较高，地基条件也 
参差不齐，多段情况下对高填方路基并无特别的要求，在填筑以后受自 
重和行车荷载的作用，路基填土必然产生竖向变形。 

2、桥涵台背跳车现象的防治措施 
(1)对桥涵台填筑前原地基的基底处理。为尽量减少路、桥衔接处 

的差异沉降，正确处理好桥背软弱土地基是减少工后沉降，控制桥台跳 

车的重要技术措施。常用方法有：换土法 、超载预压法、减少附加应力 
法，排水因结法，粉体搅拌桩 ，高压喷射注浆，振动碎石桩和矿渣桩等复 
合地基法。 

(2)做好桥头路基的排水施工。施工中应充分做好路面积水对填土 
的浸泡或冲刷的防止措施。同时在路堤填筑前，在地基顶应设置必要的 
排水设施，如横向泄水管或盲沟等，在填筑时选用渗透系数较大的透水 
性材料进行填筑。 

(3)桥头设置过度段，在路基和桥涵构造物的连接段上。考虑结构 
的差异，设置一定长度的过度段 ，可以减轻桥头跳车现象。根据具体情 
况和所采用的措施，过度可以分为两种：①路面类型过度；②搭板过度。 
路面类型过度其施工思路是待路基沉降基本完成后再铺筑原设计的路 
面。设置搭板可以使在柔性结构路段产生的较大沉降通过搭板逐渐过 
度至桥涵构造物上，车辆行驶就不至于产生跳跃，但是在路堤一侧搭板 
搁置在路面基层上或特制的枕梁上，基层或枕梁的沉陷甚至可能在该 
处形成新的凹陷，引起跳车。比如 ：丹拉高速公路西过境段 K10+583．7 
宋家寨高架桥 17#台右幅，桥头搭板与桥枕染问产生裂缝沉陷，从而产 
生跳车现象。 

(4)桥涵台背填料的选择。为保证台背处路堤的稳定一般应选用摩 
擦较大的透水性材料用粗颗粒材料作为路基的填料能够使路基、路面 
的本体钢度有所提高，从而减少沉陷。 

(5)桥涵台背填筑的质量控制要点：结构物回填应选择适宜的材料 
并通过检验，回填处应按设计规定分层填筑，填铺厚度每层不应超过 
15cm，并在桥涵台背寺身处做好标记，逐层填筑，分层碾压 ，分层检测压 
实度。分层填筑碾压施工中，对桥台、耳背墙连结处，应重点进行压实， 
但也不能对构造物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总之，桥涵台背跳车的防治是一次综合性很强的工作 ，应在设计和 
施工两个方面进行控制，只要严格按设计要求施工，并对地质、水文、填 
料质量及压实度进行严格控制，相信这一现象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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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110kPA速度、压力分布 

3．2特性分析 

图9给出了尾喷管进口总压变化时，尾喷管进 口流量与速度 、APU 
舱冷却进口流量与速度等变化趋势。设定的进 口总压愈高，尾喷管进口 

气流速度愈大，舱内引射的气流速度也愈大 ，流经 APU舱的气流流量 
愈高，显然 ，APU通风冷却气流越多 ，舱内温度越低 ，APU本体 ，APU安 

装系统承力件寿命和可靠性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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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尾喷管进口总压对引射特性的影响 

然而，尾喷管总压越高，涡轮部件的落压比越低 ，涡轮发出的轴功 
越低，APU性能会一定程度上下降。本文利用 APU性能程序 ，通过改变 
尾喷管的落压比，计算获得尾喷管总压对 APU性能影响的曲线。图 10 

给出了负载压气机引气和电功率参数一定时，APU动力段燃油流量和 
EGT裕度随总压的变化图，显然总压升高时，涡轮膨胀比下降，为了获 
得相同的涡轮输出功，APU加大了燃油流量，提高了涡轮前温度，APU 

排气的EGT裕度将下降。图 1 1给出了在 APU动力段涡轮前温度为限 
制值时，随着总压的升高，涡轮膨胀比下降，动力段输出的轴功降低。 

图 10尾喷管落压比对动力段参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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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尾喷管落压比对APU动力段输出轴功的影响 
4．结论 

本文分析了排气气流速度对引射器和 APU本体性能的影响，得到 

如下结论 ：APU排气速度愈大，APU舱通风冷却空气流量愈高，APU舱 
通风冷却效果愈好；但排气速度的增大会导致 APU动力段涡轮膨胀比 
下降，涡轮前温度增高，APU性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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