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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发动机冷气道与隔热层的耦合传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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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upled Heat Transfer in Air Cooling Channel of Aeroengine 

and Thermal Isolation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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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值研究 了某飞机发 动机 外侧 冷气 道 与隔 热层 的耦 合 传热过 程 。采 用 低雷 诺数 肛￡模 型与 SIM— 

PLEC算法计算通 道内可压缩变物性 气流的湍流对流换热 ，采 用蒙特卡罗法求解 通道壁 面问 的辐 射换 热。通 

道 内气 流湍流对流换热 、壁面间辐射换热 与隔热层 内导 热耦合求 解。通过模 拟计算 ，分析 了通道 与隔热层 的 

耦合 传热机制 ，考察 了相关参数 的影响 。结果表 明 ，在所考 虑的通道结构与空气流条 件下 ，冷气道 外环壁面的 

温度高于气流温度 ，气流对 内外环壁 面均起冷却作 用 ；在 隔热层 参数不变条件下 ，壁面问 的辐射换 热与气流 的 

对 流冷却 是该传热过程 的控制机制 ，增大冷气 流量 、降低壁 面发射率均可显著降低 隔热 层的外壁面温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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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upled heat transfer in the air cooling channel and thermal isolation layer of an aeroengine is in— 

vestigated numerically．The low Re number肛￡turbulence model and the SIMPI EC algorithm are employed to 

sim ulate the turbulent convection of com pressible airflow with variable properties
．
The wall radiation heat 

transfer is solved by the Monte Carlo method．The turbulent convection and wall radiation in channel and the 

thermal conduction in isolation layer are solved simultaneously．By analyzing the numerical results，the mecha 

nism governing the coupled heat transfer and the effects of relevant parameters are discussed．The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under the considered channel and airflow conditions，the outerwall temperature is higher than that 

of airflow．SO both walls are cooled by the airflow．For constant thermal parameters of the isolation layer，the 

wall radiation and the airflow cooling govern the heat transfer process．Increasing the airflow rate or decreasing 

the wall emissvities can obviously reduce the outside temperature of isolation layer． 

Key words：aeroengine；air cooling channel；coupled heat transfer；turbulent convection；thermal radiation 

飞机发动机的表面温度较 高，为保证其周 围 

的油箱不过热 ，除采用冷气流进行冷却外 ，在冷气 

道与油箱之间还需加装隔热层。研究冷气道与隔 

热层的复杂传热过程 、了解 其机制特点与相关参 

数的影响 ，对结构设计有重要意义。此外 ，该传热 

过程中涉及的通道内气流对流与壁面辐射的耦合 

换热在太阳能利用 、火箭发动机 、高温换热器等技 

术领域 中也有重要的应用背景一 ’ 。 

目前 ，对通道内的耦合换热研究多集 中于空 

气 自然对流与壁 面辐射 的耦合 问题 ，数值模拟 中 

多采用常物性假设与 Boussinesq近似 ]。除一 

维问题分析与工程性实验研究外 ，关 于气流物性 

变化引起的热辐射对湍流强制对流换热的影响缺 

乏研究 。本文以某飞机发动机外侧冷气道与隔热 

层结构为例，通过数值模拟研究热量从发动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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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油箱传递的机制特点 ，了解相 关因素对冷气 

道内气流与隔热层壁面温度分布的影响。 

1 物理模型及控制方程 

如图 1所示 ，发动机外侧 的环形冷气道沿轴 

向分为宽度不同的 3段 ，内环壁面为发动机表面 ， 

外环壁面与隔热层 内表面紧密接触 ，隔热层外为 

油箱 。 

图 1 冷气通常与隔热层结构物理模型 

Fig．1 Physical model of air cooling channel and islation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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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冷气道 内可压缩 、变物性气流与壁面 的 

二维稳态轴对称湍流正在发展流强制对流换热。 

忽略第 2黏性力 、体积力及黏性耗散作用 。人 口 

气流参数均匀。气流对热辐射透 明，内外环壁 面 

均为不透明漫灰表面，出入 口截面视为黑体表面。 

隔热层 内存在沿径 向的一维稳态导热 ，隔热层外 

表面与油箱 内燃油之间为大空间湍流 自然对流换 

热 。忽略外环壁面与隔热层的接触热阻 。 

(1)冷气道内湍流对流换热控制方程 

冷气道 内湍流气流的对流换热控制方程为 

a( ) ． 1 a(，)D ) 

a r ar 

一  (r墓)+专 ( )+ c 
其 中：“， 分别是轴 向与径 向速度分量 ； ，r，S分 

别是通用变量 、广义扩散系数与源项。对各守恒 

方程，这些通用量 的具体表达式及低 Re数 一e湍 

流模型中的系数取值可参见文献[3]。 

空气 流的 Pr数可视 为常数；密度 p与温度 

丁、压力 P的关系 由理想气体状态方程确定 。气 

流动力黏度 随温度 丁 的变化关系为 

一 ( ) ( ) 
式中： 为一个大气压下 0℃时的动力黏度，T 一 

124K为萨瑟兰常数。 

(2)冷气道外环壁面及隔热层内热控制方程 

冷气道外环壁 面处耦合热平衡控制方程为 

q 4-q 一 q d一 0 (3) 

式中：q ，q 分别是进入外环壁面的对 流与辐射 

热流密度 ；q a是通过隔热层的导热 热流密度 。其 

中： 

‰ 一 一 ( )r=r ㈩ qcV一一 I J 
4 

一  ( )一 (5) 
式中：C 是气体定压 比热，可视 为常数； 是隔 热 

材料的导热系数。 

隔热层 内径向一维稳态导热微分方程为 

磐 + 一09 (6) 一 l 一 ⋯ 

冷气道 内环壁面任一表面微元 获得的辐射 

热流密度为 

q ( )一 ∑R ·( — )／AA (7) 

式中： 是 Stefan—Boltzmann常数；T ，△A 分 别 

是表面微元 i的温度与面积 ；1、，是通道 内、外 壁 

面任一表面微元或出、入 口截面的温度 ；Ra" 为表 

面微元J对表面微元 i的归一化辐射传递系数。 

其蒙特卡罗法求解过程详见文献[5，6]。 

2 边界条件 

根据模型假设 ，采用如下边界条件 

一 0：“一 G／(p ⋯A )； 一 0；T— Ti ； 

k一0．005u~；￡一 f 3 k 。I[o．03(r4一r1)] 

— L：对流换热 边界条件按 局部单 向坐标处 

理 ； 

r— r1，r2，r3：“： 一 0；T — Tw( )； 一 0； 

a~／ar==0 

r— r4：“一 一 0； 一 0；ae／ar一 0 

r— r4：“一 一 0；a~／ar一 0 

r— r4+ ：一 (OT／Or)一 h(丁～ Tf)。 

式中：A 为通道横截面面积 ；G为空气 流量 ；L为 

通道长度 ； ，e分别为湍流动能及其耗散率 ；C 为 

湍流模型中系数 ； ， 分别是隔热层厚 度与导热 

系数 ；Tf为燃 油温度 ；h为隔热层 外表 面与燃油 

的 自然对流换热系数 ；“in”代表入 口。 

3 数值方法及验证 

对冷气道 内可压缩变物性空气流的湍流对流 

换热 ，采用 在许 多湍流计 算 中得 到成 功应 用 的 

LB1低雷 诺 数 ￡模 型_7】。采 用 控 制 容 积 法、 

SIMPLEC算法进行 离散和求解 ，编制 了计 算程 

序 。采用蒙特卡罗法求解通道壁面间辐射换热的 

计算模块已被验证 、多次应用 ]。 

在所有计算中，采用相 同的离散网格与计算 

精度控制 。冷气道三段 区域的离散网格数分别为 

100x40，网格轴向均匀而径向非均匀 。内外环壁 

面沿轴向分别离散为 300个 辐射换热表面微元， 

隔热层轴 向离散为 300个微元 。辐射 换热计 算 

中，每表面微元的抽样能束数为 10 ；流场 的迭代 

收敛准则为R ’／G≤10一 ，其中，分子为压力修正 

方程中的余量范数；温度场与耦合迭代收敛准则 

为两次迭代 的相对误差≤1O j。 

为验证湍流对流数值计算 的可靠性 ，将计算 

出的环状直通道内常物性湍流充分发展流的速度 

场与文献[8]及采用 Van Driest代数模型所获得 

的结果进行比较，如图 2所示。计算按文献[8]中 

的参数条件 ： ／r 。一0．5，Re：26 600，r wl，r 。分 

别为通道内外环半径 ，雷诺数定义为 Re一2p ‰ 

(，一 。一 )／ 。图 2结果表 明，对环形通道 内湍 

流充分发展流 ，采用 I B1低雷诺数 肛￡模 型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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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度分布与文献E8]的数据吻合较好。由于文 

献E8]X计算 了充分发展 流，本文又将 由 LBI低 

雷诺数 e模型得出的湍流正在发展流速度分布 

与 Van Driest代数模型的结果进行了比较 ，最大 

相对误差小于 5 。 

图 2 通 常内湍流充 分发展流速度分布结果比较 

Fig．2 Comparison of velocity distributions for a fully 

developed t urbulent airflow in the channel 

4 计算结果与分析 

由于飞机发动机冷气道的进气流量取决于飞 

行高度和 马赫 数 ，情况 复 杂，针 对某 型号 ，选 取 

G一3．5 kg／s与 G一0．78 kg／s两种极 限流量情 

况。入口气流的压力、温度等参数按飞行高度的 

大气参数选取 。内环壁面温度 T (z)根据 发动 

机表面的轴向测点温度 丁 按线性插值确定 ，如 

表 1所示。计算 中：Pr一0．7；C 一1009．0 J／(kg 

· K)； 一0．04 W ／(m ·K)； 一0．008 m；T{一313 

K；h一40．0 W ／(m。·K)。 

表 1 通 道内环壁面测温点及温度值 

Table 1 Measured temperatures and positions Oil inner wall 

(1)冷气入 口参数的影响 

首先以飞行高度 H一0 m的大气参数为人口 

气流参数 ，分析进气流量对冷气道与隔热层耦合传 

热的影响。计算 中，冷气道 内环壁面发射率e 一 

0．8，外环壁面发射率 ‰ 一0．5。图 3、图 4分别给 

出了两种极限流量下冷气道内的耦合换热速度分 

布与温度分布模拟结果 ；图 5给出了飞行高度与气 

流量不同时的隔热层外表面温度分布比较。 

图 3表明，冷气道 3段 区域 的截面速度 分布 

差别较大 ，壁面加热产生 的加速作用不如通道 宽 

度增加的降速作用大 。通道突扩产生回流，使 内 

壁侧主流速度下降。两种流量下的速度分布形态 

基本相同，但流量增大使壁面处速度梯度增大。 

图 3 流量对 通常内气流速度分布的影响 (H=0 m) 

Fig．3 Effects of flow rate on the velocity distributions 

of airflow in channel 

图 4 流量对通常内气流速度分布的影响(H一0 m) 

Fig．4 Effects of flow rate on the temperature distribu 

tions 

of airflow in channel 

图 5 气流人 口参数对隔热层外表面温度分布 的影响 

Fig．5 Effects of inlet param eters of airflow on the 

outside surface tem perature of isolation layer 

图 4表明 ，对所采用的冷气道截面尺寸 ，小流 

量下的气流温度边界层 尚未扩展 到整个 截面，通 

道中心仍存在较大的等温流区。外环壁面温度沿 

轴向升高 ，并强烈依赖于气流流量。这说明 ，内环 

壁面对外环壁面的辐射加热强烈 ，通道 内气 流的 

对流换热不会对外环壁面起冷却作用。冷气流量 

增大时，对流换热增强，使外环壁面温度迅速下 

降 。相应地 ，隔热层外 表面温度沿轴向升高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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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随冷气流量的增大而迅速降低，见 图 5。 

图 5中的比较说明，相同流量下 ，高空气流密 

度变小引起 的流速增 大作用不能抵消密度减小与 

导热系数降低的负作用 ，使对流换 热减 弱。高空 

气流温度的大幅降低，在入 口附近产生 了明显冷 

却效果，但在冷气道中后段 ，该作用很小 。 

(2)冷气道壁面发射率的影响 

从上述分析可知 ，冷气道内的壁 面辐 射换 热 

在耦合传热 中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 ，壁面发射率 

应是重要影响参数 。图 6给出了隔热层外表面温 

度随外环壁面发射率的变化。计算 中：H一0 rn； 

G一0．78 kg／s； 一0．8。可以看出，隔热层外表 

面温度随外环壁 面发射率减小而显著降低 ，壁面 

发射率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气流流量的作用。 

340 

330 

320 

3lO 

300 

图 6 冷气道壁 面发 射率对 隔热层外表 面温度 的影响 

Fig．6 Effects of channel wall emissivity on t he outside 

surface tem perature of isolation layer 

5 结 论 

(1)在所考虑的冷气道结构与冷气流流量范 

围内，冷气道截面存在等温流区，气流对 内外环壁 

面均起冷却作用 。 

(2)冷气流量与壁面发射率是影 响耦合传热 

的主要 因素；小流量下，壁面发射率的影响突出。 

(3)不同飞行高度的气流入 口参数对冷气道 

前段的耦合换热有明显影响，对后段影响很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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