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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 WPIIC发动机滑油系统 的热负瞢状况。文中根据 发动机的两个典 型工玩 ：地面试车 95％转速稳定 

状态以及40％一50％转速慢车状态。通过相关实验数据以及理论信算验证了将滑油箱作为发动机进气道的一部分来分 

担发动机的热负荷 ，可有效缓解燃，滑油散热器的散热负担，减小散热面积 ，从 减轻发动机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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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al Analysis of WPl l C Aeroengine Lubricating System 

GU0 Jun，FU Jia，HAN Shu-jun，DING Shui—ting 

(School of Jet Propulsion，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Heat load allocation of the lubrication system of WP1 1C aeroengine iS analyzed in this paper． 

Two typical cases，95％ speed and 40％-50％ speed，are studied by experiments and preliminary thermal 

calculation．The analysis validates that the oil tank as part of the engine inlet could effectively release the 

burden of the heat exchanger,reduce its size and thus decrease the engine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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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滑油系统是航空发动机上 的一个重要系统 ，它 

对发动机的正常工作和飞行安全都有很大 的影响。 

燃气涡轮发动机的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滑油 

系统的好坏。滑油系统的作用为向发动机中供给滑 

油以减少对偶摩擦面的摩擦和磨损，防止它们腐蚀 

和表面硬化，同时传走摩擦所产生的热量和高温零 

件传给滑油的热量，并带走对偶摩擦面之间形成的 

硬夹杂物。动力装置中的滑油还可用作各种 自动装 

置中的工作液。 

发动机滑油系统可分为外部的(飞机上的1及内 

部的(发动机上 的)两部分。外部系统通 常包括滑油 

箱、散热器、进油及回油管路、控制监视及信号元件。 

发动机的滑油管道以及装在发动机上并与这些管道 
一

起供，回油的附件(滑油泵 、油滤 、油气分离器等)则 

属于内部系统。在某些类型的发动机上，滑油系统附 

件f包括滑油箱及散热器)都直接安装在发动机机匣 

上。这样可减少管路长度，减轻其重量及液流阻力， 

简化发动机的安装过程，并提高其工作可靠性川。 

本文以 WPllC发动机滑油系统为例。讨论了 

滑油系统热负荷分配问题，提 出以滑油箱作为发动 

机进气道一部分来冷却滑油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并 

通过计算来证明采用滑油箱一进气道一体式结构对 

于缓解燃，滑油散热器热负荷、减小其体积及重量具 

有明显的作用。 

2 WP11C滑油系统热负荷总体分析 

WPllC滑油系统主要由滑油箱 、滑油泵 、燃，滑 

油散热器、油路截止阀、自封活门、油气分离器及高 

空活门组成，加上发动机内部油路 ，组成一条完整的 

回路。滑油系统简图如图 l所示。 

发动机滑油系统的热负荷随发动机工作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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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而改变。本文主要 以发动机地面95％转速的稳 

定工作状态和 40％一50％转速的慢车状态为例来进 

行分析。 

l一滑淮箱：2一滑油加油3； 

3一泊标尺；4-油气分离器；5一膜盒式高空活r ； 

6一附件机要 ；7一燃泣泵 ；8一发动机；9一滑油供，匿}杰泵 ； 

lo’燃，滑油散热器；ll一温度传感器：l2一淮路截止阀；13一放涟口塞 

图 l滑泊系统原理示意圉 

Fig、l brication system of WPllC aeroen ne 

由文献f2】可知，WPllC发动机在 95％转速稳定 

工作状态下，滑油的回油温度与进油温度之差(△ ) 

均未超过 l2℃。因此 WPllC发动机在该状态下的总 

发热量QI =m：phATh，其中滑油流量( )为o．22 kg／s， 

比热容(c )约为 1．99 kJ&g·K(按8Oa【=滑油温度计算)， 

则该工况下发动机总发热量最大为 5 254 W。 

对于 40％～50％转速慢车状态，滑油的回油温度 

与进油温度之差均未超过 l7qC。同理可得发动机在 

该工况下的总发热量最大为 3 870 W．其中滑油流 

量为O．1144 kg，s。 

发动机滑油系统的热负荷主要来 自于滑油经过 

发动机带走的热量，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于轴承腔。影 

响轴承腔热状态的主要热源和因素有：①轴承摩擦 

热；②石墨接触密封所产生的热量；③通过密封渗入 

的热空气；④通过滑油腔壁传入轴承腔的热量；⑤沿 

轴颈传入轴承腔的热量：( 沿轴承座传入轴承腔的热 

量渤。对于WP11C发动机的滑油系统，发动机的热负 

荷由滑油箱和燃，滑油散热器两个部件来共同承担。 

3 WP11C滑油系统热负荷分配分析 

WP11C的滑油箱相对于以往型号航 空发动机 

的滑油箱，其位置有些特殊。WP1IC的滑油箱位 j： 

飞机上部进气道唇口与发动机舱之间，它的t要作 

用是储存滑泊，同时作为进气道的一部分冷却从发 

动机回流到滑油箱的滑油。图 2为滑油箱示意图。 

燃／滑油散热器也是主要的滑油散热部件．它利用燃 

油来冷却从发动机回流到滑油箱的滑油。 

图 2 WPlIC发动机滑油箱 

· Fig．2 Oil tank of WPI IC aeroen~ne 

下面就 以发动机的两个典型工况 ：地面试车 

95％转速稳定状态以及 40％ 50％转速慢车状态为 

例来分析其滑油系统的热负荷状况。 

3．1 地面 95％转速稳定工作状态 

图 3是滑油系统热力分析示意图。其中滑油箱 

和燃／滑油散热器共同承担了由发动机带来的热量。 

热量在两者之间如何分配决定了滑油系统的冷却效 

果，好的分配方案有利于缓解散热部件的热负荷。表 

1、表 2分别给出了燃／滑油散热器的设计工况参数 

及地面 95％转速下的相关参数 ．表 3给出了滑油箱 

在地面 95％转速稳定工作状态下的工况参数。 

盈 3 滑 油系统热力分析示意 图 

Fig、3 Thermal analysis diagram for lubrication system 

表 l燃，滑泊散热器设计工况参数 

Table l Designed parameters for heat exchanger 

参数 数值 

燃油入口温度 ，℃ 50 

燃油漉量 ／(kg，s) 0．266 

滑油入 口温度 8O 

滑油流量 (kg，s) 0．243 

散热器散热量QJK, 

对于滑油箱 ， 、 ．及 为 已知，其余参数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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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燃，滑洎散热器 95％转速 下的工玩参数 

Table 2 Parameters for heat exchanger 

(95％ speed on ground) 

参数 数值 

燃油入口温度 ：PC 50 

燃油流量而／(1cg，s) 0．266 

滑注入13湿度 TJ"C 待隶 

滑澹出口温度 ℃ 待求 

滑油流量 (1‘g，s) 

散热器散热量q／W 待求 

表 3 滑油箱工况表(地面 95％转速稳定工作状态) 

Table 3 Parameters for oil tank 

(95％ speed on ground) 

知。可以认为发动机的总发热量 完全由滑油箱和 

燃，滑油散热器来负担 ．即： 

Q ：Q̂+Q， (1) 

式中： 为滑油箱散热量。在忽略滑油箱蒙皮热阻的 

条件下，滑油箱的传热方程表达式为： 

一  

式中滑油箱总热阻 由内热阻(滑油箱蒙皮与滑油之 

间的热阻)尺 和外热阻(滑油箱蒙皮与周围空气之间的 

热阻 。两部分组成 ，即： 

R̂ 尺
。 (3) 

其中：R,--1／aAi， 为滑油箱蒙皮与滑油之间的平均对 

流换热系数 ，A，为滑油箱蒙皮被滑油润湿的面积，由 

CFD数值计算 可得 95％转速设计工况状态下内热 

阻为 0．016 2 l(，W。 

R
o

=I／aA
。 ， 
为滑油箱进气道蒙皮与来流空气之 

间的平均对流换热系数 ，A为滑油箱进气道蒙皮的 

有效散热面积 ，这里计算热阻时忽略了滑油箱外表 

面与环境空气之间的 自然对流换热。 可近似依据 

光滑圆管内紊流经验关系式[41计算。 

0．S 0,4 Nu
o~0．023Re Pr (4) 

上式中特征长度为进气道水力直径，定性温度均取 

为 30c《=。 

对于燃，滑油散热器，其散热量为： 

Q =m ( 。一 ) (5) 

在方程(1)、(2)、(5)中，未知变量有4个： 。、 、 

Q Q，，其数量大于方程数量，故方程不封闭，需引入 

新的方程。 

在非设计工况下．燃 、滑油流量及燃油入口温度 

仍为已知量。则在燃、滑油流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可 

假定燃，滑油散热器的散热量与燃、滑油的入口温差 

成正 比 ： 

旦 !二 ! 
Q， 。 一 

式中带上标 的参数表示相应参数的设计值，下同。 

联立求解方程(1)、(2)、(5)、(6)即可求得各相应参 

数。计算得 95％稳定工况下 Q̂=l 454 W，Q，=3 800 

W，可见滑油箱也承担了较大一部分发动机热负荷。 

此时的滑油回油温度(即燃，滑油散热器进 口温度) ． 

=72．8~C，低于规定值 125c【=．满足 WP11C发动机的润 

滑和冷却要求。燃油出口温度 =57．I"C<70c【=，也 

满足要求。 

3．2 地面 40％一50％转速慢车状态 

当发动机处于地面40％～50％转速慢车状态时． 

滑油系统中滑油流量约降到 95％转速状态的一半 ． 

而燃油流量降为95％转速状态的五分之一。图4为 

地面状态滑油泵性能实验曲线 ．滑油箱在地面 40％ 

一 50％转速慢车状态时的工况如表 4所示。 

7 

-／／ ／ 

滑油供淮泵 ／ ／ 

．
／  

．
／  

2000 2500 3000 3500 400O 4500 

供油泵转速~r／min) 

图4 地面状态滑油泵性能实验 曲线 

Fig，4 Performance curve of oil pump on ground 

表4 滑油箱工况表(地嚣试车慢车状态) 

nIble 4 Parameters for the oil tank 

(idle speed on ground) 

对于滑油箱，同样可由式(4)获得空气侧的对流 

换热系数 ，进而得到 R。为 0．02908 K／W。滑油侧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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糍]『8 
式中：m。h／4,=2。故在慢车状态下有R,_--o．027 3 K／W， 

表 5 燃，滑油散热器慢车状态下韵相关参数 

Table 5 Parameters for heat exchanger 

(idle speed on ground) 

参数 数值 

燃油入 口温度 ，℃ 

燃油流量 ，(k 

滑油入口温度 ，℃ 待求 

滑油出口温度 待求 

滑油流量 kg，s) O．1 l44(同表4) 

散热器散热量口 特求 

对于燃／滑 油散热器 ，其总热阻 R，为燃油侧热阻 

R。与滑油侧热阻R 之和 ，并假设在设计工况下有 R。 

一尺2to则燃滑油散热器在设计工况下的热阻R， 一( ， 

- 50)／Q, ---0．006 K／W，从而有Rl =尺2 ：o．003 K／W。 

在慢车状态下 ．可假设热阻 R与R 的关系为 ： 

R f m ＼ l J (8) 

则可估算获得 尺．=0．010 9 K／W，R'=0．005 l W，从 

而可得 尺--0．015 97 K／W。 

最终可得40％一50％转速慢车状态下 Q l 174 

W，Q =2 696 W，滑油回油温度(即燃，滑油散热器进 

口温度) ．=93．05℃，低于规定值 125oC，满足要求 。 

燃油出121温度 =75．275oC，略高于规定值 70℃，但 

由于慢车状态持续时间短，仍可认为基本满足要求。 

4 改变滑油系统热负荷分配方案 

若采取常见的滑油箱结构，即滑油箱并不参与 

滑油系统的散热 ．整个发动机 的热负荷全部由燃，滑 

油散热器来承担 ，仍对 WP11C发动机 的两个典型 

工况f即 95％转速稳定工作状态和 4O％一5O％转速慢 

车状态)来进行热负荷分析。 

对于 95％转速稳定工作状态，其热负荷总量为 

5 254 W，且全部 由燃，滑油散热器来承担 ，现 有燃， 

滑油散热器总散热量的设计值为 5 00o W，不能满足 

使用要求。在散热器的管径不变，滑油、燃油的流速 

也不变 的前提下 ，采用增加换热面积(同时散热器的 

体积也将增大1的方式来设计新的燃，滑油散热器 ，并 

使其满足使用要求。 

设新的燃，滑油散热器 的使用 裕度与现有散热 

器的一致 ，取为 1．3。则新散热器 的设计总散热量为 

6 830 W。在管径不变，滑油、燃油流速不变 ，换热效 

果不变(即温差不变)的条件下 ，新散热器所需散热 

面积 =FxQjQ'=1．366F，其中F为现有燃，滑油散 

热器换热面积。可见，当完全 由燃，滑散热器来进行 

散热时 ．所需换热器的体积及重量都要 比现有散热 

器的有较大增加。 

对于地面 40％一50％转速慢车状态，利用上一节 

的分析可知 ．新燃，滑油散热器基本满足该状态下的 

最大散热量要求。 

由上述分析可知，将滑油箱作为滑油系统散热 

部件之一．可 以有效降低燃，滑油散热器承担的热负 

荷，减小散热器的体积和重量；同时。滑油箱本身作 

为发动机进气道的一部分也起到一定的发动机减重 

作用。 

5 结论 

通过相关实验数据及分析表 明．WPllC发动机 

滑油系统采用滑油箱作为进气道一部分来冷却滑油 

的结构方案 ，可 以满足发动机润滑及冷却要求。同 

时 ，对于缓解燃，滑油散热器热负荷 、减小燃，滑油散 

热器体积和重量具有明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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