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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动力装置排气系统气膜冷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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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辅助动力装置(APU)排气系统的冷却空气引射孔、引射缝以及飞机后整流罩形状等 

对冷却效果的影响，采用商业 CFD软件 Fluent，选用 realizable k—s湍流模型和 DO热辐射模型建 

立了13个有不同引射孔位置、引射缝尺寸和飞机尾罩形状的排气系统流动和传热数值计算模型， 

得到了流场 、温度场和热流分布。计算结果表明，冷却空气引射缝大小、引射孔的位置与形状面积 

以及后整流罩形状对 APU排气系统的气膜冷却效果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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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m cooling effectiveness of APU exhaust system 

XU Rang．shu ，SHA Peng—peng ，XU Hui—si。
， LIU Tao ，ZONG Qing—he 

(1．Faculty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Shenyang Aerospace University，Shenyang 110136；2．School of Materials and Metal— 

lurgy，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aoning，Liaoning Anshan 1 1405 1) 

Abstract：To study the influence on cooling effectiveness of APU，s cooling air injection holes and injection 

slots and the shape of the plane tail fairing，1 3 numerical computation models with different injection hole 

locations and slot sizes and different plan e tail fairing shapes are setup by using commercial CFD software 

Fluent and incorporating the realizable k．￡turbulent model with the DO therma1 radiation mode1，to calcu一 

1ate flow and heat transfer in the APU exhaust system．The flow field，temperature field and heat flow dis— 

tribution are acquired．The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ze of cooling air injection slot，the 1ocation， 

shape and area of injection hole，and the shape of tail fairing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cooling system． 

Key words：auxiliary power unit(APU)；exhaust gas injection；temperature；film cooling；numerical 

computation 

在飞机辅助动力装置 (auxiliary power unit， 

APU)排气系统的结构设计中，冷却和隔热是其 

重要内容，不仅关系到飞机整体的服务寿命 ，而且 

对飞机尾部的外部设计和使用材料的选择都有重 

要影响。如果涡轮喷管出口截面处的排气温度超 

过允许的最高温度，涡轮起动机就会 自动保护停 

车。APU工作不正常、在热天工作和停车以后产 

生回热等情况下，排气管的壁面温度将会更高，导 

致 APU短舱中的温度提高，影响飞机其他零部件 

的正常工作，因此，排气管必须冷却或隔热，严格 

控制其外表面的温度。排气管系统设计应使其暴 

露于 APU 隔 舱 的 外 表 面 的 温 度 不 超 过 

505K_1-21
。 

从改变冷却空气引射孔位置和形状面积、引 

射缝尺寸以及飞机后整流罩形状等来对比其对排 

气系统气膜冷却效果的影响 J，分析各参数对 

冷却效果的影响比重，对于改进排气引射冷却系 

统有参考价值。为此本文建立了排气系统流动和 

传热数值计算模型。目前，计算流体力学(Com— 

putational Fluid Dynamic，CFD)已成为流动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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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系统优化设计的重要手段，流动信息可以通过 

模拟计算获得，仿真已成为研究 与设计的基本工 

具 。数值模拟结果可为排气装置结构设计提 

供重要的理论依据，指导优化设计。 

1 排气引射冷却系统的 CFD模拟 

1．1 排气装置的概述 

APU排气系统是指涡轮后组织排气的构件， 

其主要包括：带有隔热罩、消音器的排气管道和一 

个后整流罩(图 1)。一般隔热层是以高硅氧纤维 

或石棉为隔热材料，在其上下表面贴合上 0．1 mm 

或0．2 mm厚的钢箔作为蒙皮，用隔热罩将排气 

管外壳包起来，以防止或减少排气管的热量传向 

飞机短舱，降低短舱的温度至允许的温度范围。 

排气管道提供一个 APU排气的流动路径，消音器 

用于降低 APU排气的噪音。后整流罩支撑排气 

管的后端，在后整流罩后部围绕排气管出口有若 

干个孔或环形孔，利用 APU排气的引射作用在引 

射缝处形成低压，使飞机外的冷空气通过这些孔 

流到隔热罩与消音器之间的环形空腔内。这部分 

空气首先在排气管外侧直接起到冷却作用，然后 

经冷却空气引射缝进入排气管，在其内侧形成气 

膜冷却，并逐渐与 APU排气混合而降低了排气温 

度，最后共同排出机外。 

7 

IT 

仁 冷却空气和涡轮排 -X混合 

图 1 APU排气系统及附件 

1．2 计算模型 

根据对 APU排气系统内流动与传热过程的 

分析，根据保证计算精度和可靠性与降低模拟计 

算工作量两者折中的原则，只对隔热罩壁面上影 

响较小的几个零件予以简化。计算域包括排气管 

道、隔热罩与消音器之间的空腔等流体区，以及飞 

机后整流罩外周围一定范围的大气区域以模拟冷 

却空气的引射流动过程，冷却空气引射孔和引射 

缝均在计算域内部；降噪层和消音器采用有等效 

导热系数的固体区模拟其传热特性。排气管壁和 

隔热罩壁等壁面都是薄壁结构，采用薄壁热阻模 

型模拟。 

不同冷却空气引射孔位置、引射缝尺寸和飞机 

后整流罩形状的计算模型列出在表 1一表3中。 

表 1 冷却空气引射孔等参数表 

模型序号 冷却空气引射孔位置／形状／面积(m ) 引射缝宽度(1ilin) 飞机后整流罩形状 

圆盘形 

圆盘形 

弧形 

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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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计算精度和不同模型的计算网格一 

致性，计算网格主要采用六面体单元，并在排气管 

近壁面处布置了边界层单元 ，仅有与弧形后整流 

罩相邻区域用四面体网格划分，同时不同模型计 

算域相同部分的网格基本相同，不同部分的网格 

单元尺寸相近，网格数约 80万，99％以上单元的 

网格质量指标 Equisize和 Equiskew值在 0．7以 

下。网格的壁面 Y 数满足标准壁面函数的要求。 

1-3 边界条件 

计算模型的流动人 口为涡轮排气口，采用质 

量流量人口(mass flow inlet)条件，质量流量为 1 

kg／s，燃气温度 1000 K。飞机后整流罩外大气区 

域的边界为压力出 口(pressure—outlet)，压力 为 

101 kPa，温度为300 K。进、出口边界的流动方向 

均垂直于进、出口面(Normal to Boundary)。壁面 

均采用了无滑移流动条件和具有薄壁热阻的耦合 

传热条件。数值计算中认为流动是三维可压缩的 

粘性湍流流动，采用 SIMPLE算法进行稳态计算， 

空间差分格式采用二阶迎风格式 ，时间差分格式 

采用一阶完全隐式格式。湍流模型采用 realiza— 

ble k-e模型及标准壁面函数，可以更准确的预测 

排气管射流的扩展速率和较强压力梯度下的边界 

层流动及回流问题_9 J。壁面辐射换热采用 DO热 

辐射模型，采用灰辐射假设，并且假设所有表面为 

漫射表面，没有吸收发射性介质 。 

realization k-e湍流模型的湍动能及其耗散 

率输运方程为： 

p =毒[( + )差】+ +Gb一 一 ㈩ 
p =啬 ~⋯l⋯o_Ak，]+pC 如 

一 pC2 詈c3 (2 
式中，G 表示由于平均速度梯度引起的湍动 

能产生；G 是用于浮力影响引起的湍动能产生； 

可压速湍流脉动膨胀对总的耗散率的影响。 

C2和 C。 是模型常数； 和 分别是湍动能及 

其耗散率的湍流普朗特数。 

湍流粘性系数为／．e，=pG ，其中， 是模 

型常数。 

指定面的平均值都采用所指面的面积加权平 

均(Area-Weighted Average)： 

dA = 
i 

I (3)
=l 

LA g 

气膜冷却效率定义为： 

：  (4) 

其中，下标 g代表主流燃气 ，C代表冷气，aw 

代表壁面 “]。 

2 数值计算结果及分析 

2．1 冷却空气引射孔对冷却效果的影响 

表 4 排气管出口和壁面平均温度及引射空气流量 

所有模 型均是 在 APU最 大转速 48 000 

RPM，同时其他边界条件一致的工况下进行计算 

的。表4给出了全部 l3个模型的部分计算结果 

参数，如排气管出口平均温度( )、排气管壁面 

平均温度( )和排气装置隔热罩壁面平均温度 

( )以及平均气膜冷却效率( )。对比各个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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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以上4个模型的气膜冷却效率等参数， 

表明鹕 的冷却效果是以上中最佳的，并且模型之 

间的效果相差近70 K，所以冷却空气引射缝的大 

小对排气管路的温度场起决定作用。 

2．3 后整流罩形状对冷却效果的影响 

图 7 #11~D#13后整流罩形状 结构模 型 

如图7所示#11位于飞机尾部后整流罩的形 

状是圆盘形而#13为弧形，冷却空气引射孔和引 

射缝的几何参数均是相同的。由于弧形后整流罩 

的排气管出口和冷却空气引射孔为曲面，曲面上 

的压力分布不均匀，曲面引射孔 的平均速度为 

21．4 m／s，但曲面的上半部分引进气体量大于下 

半部分压差小的区域 ，进入排气管的冷却空气围 

绕排气管内壁面形成冷却气膜的厚度不均匀，循 

环冷却后排气管出口、排气管壁面和隔热罩的平 

均温度分别为 833 K、567 K、332 K。圆盘形后整 

流罩的引射孔为圆环平面，压力场分布比较均匀， 

平面引进冷却空气的平均速度是27．7 m／s，围绕 

排气管内壁面形成冷却气膜厚度均匀，并且引进 

冷却空气流量为 0．299 kg／s，曲面引射空气流量 

为 0．286 kg／s，循环冷却后排气管出口、排气管壁 

面和隔热罩的平均温度分别为 828 K、589 K、305 

K。虽然这2个模型的平均气膜冷却效率相近， 

但是弧形后整流罩结构模型中局部壁面的温度较 

高，圆盘形的后整流罩结构模型的气膜冷却效果 

更好，所以整流罩的形状对冷却效果有重要影响。 

3 结 论 

本文采用 CFD数值仿真的方法对 APU排气 

系统冷却系统的计算结果是十分有效的，为 APU 

排气系统的冷却系统的设计提供了大量的流动与 

传热信息，为冷却系统的结构优化设计提供理论 

基础。 

计算结果表明，冷却空气引射孔位于排气管 

出口两侧比位于排气管出口上半部分的排气管壁 

面温度分布均匀；冷却空气引射缝的尺寸增大，在 

排气管人口处冷气与燃气的掺混比例增加，气膜 

冷却效率下降；冷却空气引射孔形状为4个圆孔 

比同心圆环引射冷却空气流量大；引射孔面积增 

大引射冷却空气流量增加，但不决定冷却效果；圆 

盘形后整流罩比弧形整流罩更有利于排气管壁面 

温度均匀分布。 

在本文研究的所有情况中，冷却空气引射孔 

形状为4个圆孔、圆孔位于距离排气管出口较近 

的两侧、引射孔面积为 0．012 m 、引射缝尺寸为 

20 mnl且后整流罩为弧形的结构模型的气膜冷却 

效果是最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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