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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滑油通风系统性能计算仿真 

路 彬 ，刘振侠 ，吕亚国，刘宝瑞 

(西北工业大学 动力与能源学院，陕西 西安710072 

摘 要：采用自主研发的航空发动机滑油通风系统性能分析软件，对某型发动机通风流路进行了 

数值仿真。数值仿真以流动换热的网络算法为基础，经过结构分析，构建了通风流路仿真元件与 

节点组成的网络仿真模型。在给定实验条件下，数值仿真 了稳态情况下通风流路腔 室节点的压 

力，各密封装置泄漏量的分配。最终的仿真结果与实验参考值的误差在 l％以内，验证 了数值仿 

真方案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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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Calculation Simulation of Aeroengine Lubrication Vent System 

LU Bin，LIU Zhen—xia，LU Ya—guo，LIU Bao—rui 

(School ofPower&Energy，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 an 710072，China) 

Abstract：A simulation model is presented in a self-creating perfbrmance analysis software of aeroengine 

vent system．The software adopts network algorithm．Based on the structure topology analysis，network sim— 

ulation model iS built which includes different elements and nodes．For validating precision of simulation． 

numericaI calculation of the modeI is analyzed by a steady state network algorithm under the test condi． 

tions．The leaking noW flux of the seals and pressure at the key nodes of chamber are calculated．Errors 

between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nd the experimental data are not beyond 1％ ．which validates the preci— 

sion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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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润滑系统是航空发动机的关键系统之一，润滑系 

统包括通风系统和供回油系统。在通风过程中，对所 

有的主轴承腔的滑油都要进行封严，主要 目的是将主 

轴承腔与发动机的主气流路环境有效地隔离，既起到 

保护主轴承和滑油免受主气流路的损害，又可以防止 

滑油的泄漏。通风系统的计算 目的在于获得各腔室的 

压力、封严装置的泄漏量、总通风量，从而求得封严装 

置的生成热或泄漏热，发动机润滑系统的设计提供必 

备条件。国外航空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大都拥有相应 

的分析计算软件，如 NASA的 GFSSP_l 以及 FLO— 

MODL[ 
．． 

本文采用自主开发的发动机滑油通风系统性能分 

析软件，针对某型发动机滑油通风系统，经过实际结构 

尺寸的测量，特殊元件的特性分析，以及工况条件的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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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建立了发动机滑油通风系统的网络模型，计算得到 

了通风系统的压力分布、流量分配，并与实验工况结果 

进行了对比。 

l 计算原理 

1．1 网络算法 

软件的计算采用网络算法 j，内流系统中的真实 

部件可以转换为网络元件，如管、孑L、篦齿等。 

由质量守恒方程，可知稳态系统中流进流出每个 

内部节点的流量代数和为零。设与某节点． 目连的第 

f个元件的质量流量为： 

g = ，(B P，，P ) (1) 

设与节点 相连的元件有 n个，系统中内部节点 

数为Ⅳ，则有： 

gm (日 ， )=O4=1，2，⋯，．_J、，(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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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方程为： 

∑(q cP“ +0 )一(∑q )c =0 
= l f= J 

J=1，2，⋯Ⅳ+1，⋯，Ⅳ+M (3) 

这样。针对系统的每一个节点建立以上所述的各 

种方程，系统会构成一个大型稀疏矩阵，求解矩阵就可 

以得到整个网络的压力、流量和温度分布。 

1．2 元件特性 

通风系统的计算可以转化为流动特性和流经某个 

部件或结构的流阻和换热计算。可以将通风系统看作 

由不同的部件和结构按一定的顺序连接而成的系统，这 

些部件和结构在软件中定义为元件。自主研发的发动 

机滑油通风系统性能分析软件由多种元件组成，包括： 

1)沿程阻力元件，主要指直管； 

2)典型局部阻力损失元件，包括突扩、突缩、节流 

孔板等； 

3)封严元件 ，包括篦齿密封、石墨密封； 

4)自定义元件。 

1．2．1 直管 

对于一个等截面绝热摩擦直管 。 ： 

1Tb=A √ (≠ ) (4) 
其 中： 

=  =
匹
Dh 

(5) 

静温沿管长变化不大，取平均值： 

= ÷( 。+ ) (6) 

1．2．2 局部损失元件 

在具体的管路结构中会遇到许多局部损失元件， 

如突扩、突缩、节流孑L板等 ]，这些结构共同的数学公 

式如下： 

K- (7) 1 

= 4√ 1 2Pro(P 一 ) (8) 

式中，K是无量纲总压损失系数，其中 的取值和 e 

数和摩擦因子／有关，典型结构 取值如下： 

1)突扩 

= [1．2+一,6o,(
、⋯

D,14 1]m≤2 5。。(11) 

K= 6+。．4 ( ) [( ) 一-] 
Re>2 500 (12) 

3)长孑L ] 

= 2．72+㈢ 、1 20 )]【1_㈤ ]． 

K = 

㈣4一 】[0．584+ ] 
Re≤ 2 500 (13) 

2．72-㈤ ( )】[1一( · 
一  ][0．584+ ] 

Re>2 500 (14) 

其中，D 代表上游管直径，D：代表下游管路直径。 

1．2．3 篦齿密封 

在实验研究中，篦齿的流量系数定义为： 
‘ 

=  (15) L D 

式中，Jp． 为进口总压， 为进 口总温，A为齿尖处气 

流流通面积。 

篦齿密封结构复杂，难以用公式进行描述，但可以 

对特定类型篦齿(如直齿类或斜齿类)进行实验研究， 

总结实验数据，分析多种几何参数组合下齿数、齿尖厚 

度、齿顶间隙以及流向对泄露特性的影响，及随前后压 

比的变化特性，从而建立篦齿密封的数据库。 

由式(15)可得篦齿泄露量的计算公式为： 

： —

~OA

=

PI* 

(16) ，n=——=二  10 J 

当已知篦齿元件的进出口压力、进 口温度以及篦 

齿的齿型和结构参数时，可通过流量系数数据库进行 

插值计算获得流量系数 ，进而得到篦齿的泄漏量。 

1．2．4 石墨密封 

发动机石墨密封属于发动机接触式圆周密封装 

置，目前只能靠大量设计密封的静态与动态的试验数 

据进行估算。气体半无量纲泄漏表达为 ]： 

q JRTl ， 
—  

‘ 

=2【1一(爱) ] 尺 。。。 c9 
：  

K_『1+o．钔[1一㈢ 】 4 000(10) 

P2 
c ㈧ ) 

( 2 l 厝 ，P 2≤( 21 1 P 1 1 jc+ √̂ + ’． 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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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 为质量泄漏量(k#s)； 

尺为气体常数(m ／s·k)，对于空气，R 

(J／kg·K)； 

为进口气体总温(K)； 

D为密封直径(m)； 

P 为进口气体压力(Pa)； 

P 为出口气体压力(Pa)； 

络的位置。利用 CFD模拟的方法对旋转孔的工况进 

： 287．06 行计算分析，模拟了旋转孑L附近流场油气混合物的流 

阻损失特性。如图3和图4所示。 

为绝热指数，对于空气 k=1．4； 

为流量函数； 

为经验系数 (m)，静态试验统计数据得出： ≤ 

3．5×10一～5．5 X 10 Ïm，动态试验统计数据得出： ≤ 

10 Xl0～ ～15 X10～m。 

1．2．5 自定义元件 

针对某型发动机通风性能进行仿真计算，但实际 

结构比较发杂，有些零件无法用标准元件进行分析，所 

以需要单独对其进行分析，得到需要的特性数据，再进 

行整体网络模型的仿真计算。有两种方法可以得到某 

些特殊元件的流阻特性，一是实验法，即通过对特定零 

件在指定工况下进行实验分析，提取出流量与压降变 

化特性数据；二是 CFD模拟法，即通过 CFD求解三维 

流动方程得到流量与压降特性数据。 

2 通风系统数值仿真 

某型发动机通风系统示意图如图 1所示。 

一通风气流走向 

①A腔前石墨密封引气；②A腔后篦齿密封引气；②B腔齿 

前篦密封引气；④B腔后石墨密封引气；⑤C腔石墨密封引 

气；⑥中腔与前腔之间高低压轴间环路通道；⑦低压轴单排 

旋转分离孔；⑧低压轴四排旋转分离孔；⑨低压轴内管路通 

道；⑩外界大气。 

图 1 通风系统流路原理图 

2．1 仿真前准备 

2．1．1 通风 器 的处理 

通风器作用是分离并收集随空气排出滑油腔的滑 

油，维持滑油腔内外压差，保证密封装置正常工作。通 

风器的工作特性由实验给定，即实验法。其工作特性 

如图2所示。 

2．1．2 旋转 孔板 的 处理 

如图 1，序号⑦、⑧分别代表两处旋转孔在整体网 

寒 
可  

图2 通风器的工作特性曲线 

图3 单~IIE：FL的工作特性曲线 

图4 四排子L的工作特性曲线 

2．2 整体网络图 

图5所示的滑油通风系统整体仿真分析网络图。 

通风系统是一个非闭合系统，边界条件和各元件结构 

和特性参数输人完成后就可以进行计算仿真。 

2．3 仿真目的及仿真条件 

根据实际情况，针对地面条件、稳态_T况下某型发 

动机滑油通风系统进行了仿真计算分析。通风系统工 

作条件如表 l所示。 

6  6  5  5  4  4  3 3  2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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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某发动机地面起飞状态封严引气参数 

2．4 仿真结果及分析 

在给定的工况条件下，经过计算获得了该通风流 

路各元件、节点处的流量分配、压力分布。 

通过计算值与实验值的对比才可以起到算例的验 

证效果。表 2显示了各轴承腔的压力值与实验参考值 

的对 比。 

表2 滑油通风系统压力计算结果 

项 目 A腔压力／Pa B腔压力／Pa C腔压力／Pa 

由表 2中实验数据和计算数据的对比中可以看 

出，轴承 A、B、c腔室的的压力计算误差都不超过 1％， 

满足计算精度要求。另外 ，从整个通风系统的流阻计 

算中可以发现，管子类的标准元件的压降损失很小，大 

压力损失部件主要发生在篦齿、石墨密封等处。 

图 5 通风系统整体仿真分析网络图 

3 结论 

通过仿真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建立的仿真模型与实际的通风流路较为一致， 

有利于对系统的仿真监测。 

2)软件采用网络算法，可以用有限的元件和节点 

描述复杂的系统，通用性良好。 

3)对通风系统中结构复杂零件单独进行分析，得到 

流量压降特陛，利用自定义元件调用特性数据并将元件 

安放到网络系统中，使整个网络特f生计算得到完善。 

4)建立了某型发动机通风系统的网络模型，得到 

压力分布和流量分配，与实验值符合良好，达到了预期 

的实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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