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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Ｒｉｊｋｅ 管热声不稳定的双稳态和触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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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立了水平 Ｒｉｊｋｅ管热声模型，并利用 Ｇａｌｅｒｋｉｎ方法对控制方程进行展开，实现数值求解。 利

用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对系统进行分析，得到系统的全局稳定区域、全局不稳定区域以及双稳态区域。
获得了无量纲加热功率 Ｋ、热源相对位置 ｘｆ、阻尼系数 ｃ１ 与无量纲时间延迟 τ 之间的稳定区域图谱。
发现热源相对位置 ｘｆ 的稳定性区域关于 ｘｆ ＝ ０．２５近似呈对称分布，阻尼系数 ｃ１ 的双稳态区域在 τ ＝
０．５时达到最大。 研究了系统在双稳态区域内的触发和极限环振荡现象，获得无量纲加热功率Ｋ、阻尼

系数 ｃ１ 和热源相对位置 ｘｆ 等参数变化时的临界触发值。 发现系统的临界触发值 Ｐ１ 与Ｕ１ 具有一致的

变化规律，其随无量纲加热功率 Ｋ 的增大而减小，但随阻尼系数 ｃ１ 的增大呈现增大趋势。 特别的，临
界触发值随热源相对位置 ｘｆ 的增大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 在双稳态区域内，系统稳定极限环振

荡的振幅和频率与初始扰动值无关，但扰动值会影响系统达到稳定极限环的时间，系统在 Ｕ１ ＝ ０．４扰

动下达到极限环所需时间比 Ｕ１ ＝ ０．８延长约 ３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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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烧不稳定是指燃烧器中燃烧的周期性振荡现

象，其伴随着压力和速度的大幅度自激振荡，这一振

荡带来的循环负荷会造成结构过度振动和燃烧室壁

面的热量过度传递等问题，对结构组件造成致命的

破坏。 长久以来，燃烧不稳定一直都是火箭发动

机［１］、航空发动机［２］、燃气轮机［３⁃４］等许多高性能燃

烧装置面临的重大挑战，引发了各方面的深入研

究［５⁃７］。 热声不稳定是燃烧不稳定最主要的一种形

式，其本质是热源的放热与声场环境存在正反馈机

理［８］。 在拥有特定声学特性的燃烧装置中，系统的

热释放取决于压力和速度波动，热释放波动又会作

用于燃烧室声场，从而形成反馈回路，使得系统产生

不稳定性。 Ｒｉｊｋｅ管是典型的热声不稳定系统，也是

研究燃烧与声场相互作用机理及控制的基础，因此

许多研究都是针对 Ｒｉｊｋｅ 管来开展的［９⁃１６］。 目前为

止，Ｒｉｊｋｅ管热声不稳定现象的研究理论主要分为线

性理论、非线性理论和非线性动力学理论。 现有线

性理论研究表明，在 Ｒｉｊｋｅ 管 １ ／ ４ 长度处放置热源，

系统是线性不稳定的。 Ｒｏｔｔ 等人［１７］利用各阶模态

的经典线性稳定性分析，将系统视为网状模型，每一

个元素用线性传递函数建模，通过检测特征值来判

断系统的稳定性。 利用线性化模型方法的研究，对
热声系统发生不稳定的条件有了一定的理解。 利用

非线性理论对 Ｒｉｊｋｅ 管热声系统中极限环振荡的非

线性效应也已有所研究。 Ｈｅｃｋｌ［１８］通过对 Ｒｉｊｋｅ 管
热声系统非线性效应进行研究，建立了一个可以预

测极限环振幅的经验模型。 Ｈａｎｔｓｃｈｋ 等人［１９］研究

表明极限环振荡由放热元件释放到流场的热通量的

非线性决定。 Ｍａｔｖｅｅｖ 等［２０⁃２１］采用能量平衡方法证

明了系统的平衡状态处于热声能量的输入和声场损

失平衡的时刻，这一结论再次证实不稳定放热的非

线性是极限环振幅的主导因素。
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可对热声系统的非线性系统

特征进行更深入的刻画、分析和诊断，利用非线性动

力学来研究热声不稳定是目前研究的一大热点。
Ｊａｈｎｋｅ 和 Ｃｕｌｉｃｋ［２２］最早将现代动力系统理论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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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不稳定研究中以分析非线性不稳定燃烧。 他们

提出了一种可对各稳态下极限环的解进行体系化高

效计算的延拓算法，并由此得到系统在各稳态和极

限环下的稳定性，通过分岔分析判定得到不稳定发

生点。 Ｂａｌａ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 等［２３］ 针对水平 Ｒｉｊｋｅ 管建

模，研究了非正则性和非线性效应在简单热声系统

中的作用和影响。 研究发现，控制方程的非正则性

会使极限环振荡瞬态增长，触发系统的非线性行为。
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 等［２４⁃２５］ 使 用 ＤＤＥ⁃ＢＩＦＴＯＯＬ 分 析 了

Ｒｉｊｋｅ管热声系统中亚临界分岔性质的问题，描述了

带精确滞后的热声系统模型，采用多尺度方法对

Ｒｉｊｋｅ管模型进行弱非线性分析，重点讨论了 Ｒｉｊｋｅ
管热声不稳定的亚临界 Ｈｏｐｆ分岔特性。

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可深入描述和解释热声不稳

定现象，但目前利用非线性动力学对 Ｒｉｊｋｅ 管热声

系统非线性行为的研究相对匮乏。 尽管对 Ｒｉｊｋｅ 管
在各稳态的极限环振荡基本清楚，但对其在多参数

变化下的稳定性边界和双稳态区域尚不明晰。 此

外，系统在双稳态区域内存在的触发现象，尚未有深

入研究。 为了进一步探究 Ｒｉｊｋｅ 管热声系统在不同

系统参数作用下的稳定性边界，获得两参数变化下

的双稳态区域变化特点和系统在双稳态区域内触发

现象的特性，本文首先建立水平 Ｒｉｊｋｅ 管热声系统

简化模型，利用 Ｇａｌｅｒｋｉｎ 方法对其一维声场控制方

程进行求解，结合非线性动力学理论，探究 Ｒｉｊｋｅ 管
热声系统的稳定性边界和稳定性区域，随后对双稳

态区域内的触发现象进行分析，获得系统的临界触

发值，并研究触发值对极限环振荡的影响。 本文研

究工作可加深对 Ｒｉｊｋｅ 管热声不稳定机理的认识，
为火箭发动机等高性能燃烧装置的热声不稳定研究

提供重要理论基础。

１　 Ｒｉｊｋｅ 管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本文所研究的水平 Ｒｉｊｋｅ管模型如图 １所示。

图 １　 水平 Ｒｉｊｋｅ管的结构示意图

在该模型中，管长 Ｌ 是固定不变的，圆管半径为

ｒ，热源位置 ｘｈ 的值可以通过改变加热器在管道内的

位置来改变，为了方便以后的建模计算，我们定义热

源相对位置为 ｘｆ ＝ ｘｈ ／ Ｌ。 在实验条件下，电热丝加

热装置可以通过改变通过的电流改变加热强度。 同

时为了达到建模的目的，热释放区域被认为是紧凑

型的，管内流动为绝热环境下的无黏流动。 由于

Ｒｉｊｋｅ管的管长远远大于声波的波长，故可将 Ｒｉｊｋｅ
管热声振荡问题简化为一维问题。 忽略平均流量与

温度梯度的影响，控制管内声场的动量和能量方程

组如下：

ρ
∂ｕ′
∂ｔ

＋ ∂
ｐ′
∂ｘ

＝ ０ （１）

∂ｐ′
∂ｔ

＋ γｐ
∂ｕ′
∂ｘ

＋ ξｐ′ ＝ （γ － １） Ｑ̇′ （２）

为了简化和方便分析，对（１）式和（２）式进行无量纲

化处理，得到无量纲化的系统控制方程组：

γＭａ ∂ｕ′
∂ｔ

＋ ∂ｐ′
∂ｘ

＝ ０ （３）

∂ｐ′
∂ｔ

＋ γＭａ ∂ｕ′
∂ｘ

＋ ξｐ′ ＝ （γ － １） Ｑ̇′ （４）

式中，无量纲化尺度如下：

ｔ ＝
ｃ０
Ｌ
ｔ； ｘ ＝ ｘ

Ｌ
； ｕ′ ＝ ｕ′

ｕ
； ｐ′ ＝ ｐ′

ｐ
； Ｍａ ＝ ｕ

ｃ０
（５）

　 　 （１） ～ （５）式中， ｘ 是沿轴向方向的距离，ｔ 是时

间，ｐ 为管内平均压强，ｕ 为管内平均流动速度，ｕ′为
声振速度，ｐ′ 为声波压强，γ 是介质的比热比，声速

为 ｃ０，Ｍａ 为管内平均流马赫数，ρ 为介质密度。 此

外，ξ 为阻尼系数，Ｑ̇′ 为单位面积上电加热丝的热释

放速率，ｘｆ 为热源相对位置。 符号‘ ～ ’ 和‘ － ’ 分别

表示有量纲量和平均量。
本文采用的热源模型为 Ｈｅｃｋｌ 经验模型［１８］。

热量从热源到声速波动响应由相关性分析来量化，
以衡量从加热器到其周围流动的准稳态传热，并引

入一个时间延迟 τ 以考虑热传导的惯性，热释放速

率表达式如下

Ｑ̇′ ＝
２Ｌｗ（Ｔｗ － Ｔ）

３ Ｓｃ０ｐ
× πλｃｖρｕ

ｄｗ

２
×

　 １
３

＋ ｕ′ｆ（ ｔ － τ） － １
３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δ（ｘ － ｘｆ） （６）

式中， Ｌｗ 和 ｄｗ 代表电热丝的长度和直径，Ｔｗ 为电热

丝的温度，Ｔ 代表周围空气的平均温度，Ｓ 为管道截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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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λ 为空气的热传导率，为标准狄拉克分布，ｃｖ
表示单位质量空气的恒容比热容，ρ 为气体平均

密度。
热惯性是调制热释放与声振荡间关系的重要参

量。 在本文所选热源模型中，由于热惯性的存在，传
热和流动之间存在时间延迟 τ。 Ｌｉｇｈｔｈｉｌｌ 指出在雷

诺数大于 １０并且频率小于
２０ｕ
ｄｗ

时，时间延迟的大小

与电热丝直径和管内平均流速有关，无量纲时间延

迟 τ 可用（７） 式来表示，其中 ｄｗ 为电热丝直径，
（ｃ０ ／ Ｌ）为附加因子以使时间延迟 τ无量纲化。 根据

不同的热源设置和流速，无量纲时间延迟 τ可在０ ～
１左右变化。

τ ＝
０．２ｄｗ

ｕ
ｃ０
Ｌ

æ

è
ç

ö

ø
÷ （７）

　 　 使用 Ｇａｌｅｒｋｉｎ投影和模态展开的方法可以求解

Ｒｉｊｋｅ 管热声振荡问题。 Ｇａｌｅｒｋｉｎ 方法的原理是任

何域中的函数都可以表达成该域内基函数的叠加。
基函数的选取原则是它们须满足边界条件，且基函

数的选择不是唯一的。 通过将声学变量扩展到基础

函数系，可以把 Ｒｉｊｋｅ 管热声模型一维无量纲控制

方程（３） ～ （４）简化为常微分方程组［２７］。 本文中选

择的基函数是线性化后的系统自共轭部分的特征函

数。 因此，速度场和压力场可以表示成管道固有模

态的形式：

ｕ′ ＝∑
Ｎ

ｊ ＝ １
Ｕ ｊ（ ｔ）ｃｏｓ（ｋ ｊｘ） （８）

ｐ′ ＝ γＭａ∑
Ｎ

ｊ ＝ １
Ｐ ｊ（ ｔ）ｓｉｎ（ｋ ｊｘ） （９）

式中， ｋ ｊ ＝ ｊπ为 ｊ阶管内声模态的无量纲波长。 在极

限 Ｎ→∞ 时，这些基函数形成一个完整的基础函数

系。 本文中水平 Ｒｉｊｋｅ 管热声模型两端的声边界条

件为开放声边界，显然，本文的速度和压力信号展开

满足声边界条件的要求。
将（８）式和（９）式代入到（３）式和（４）式中，并

沿基础函数系投影，得到：
Ｕ̇ ｊ（ ｔ） ＋ ｋ ｊＰ ｊ（ ｔ） ＝ ０ （１０）

Ｐ̇ ｊ（ ｔ） ＋ ２ξ ｊω ｊＰ ｊ（ ｔ） － ｋ ｊＵ ｊ（ ｔ） ＝

　 Ｋ １
３

＋ ｕ′ｆ（ ｔ － τ） － １
３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ｓｉｎ（ｋ ｊｘｆ）

（１１）
式中， ξ ＝ ２ξ ｊω ｊ，ｗ ｊ ＝ ｊπ为第 ｊ 阶管内声模态的无量

纲频率。

本文建模中所考虑的频率相关阻尼是由管端不

完全反射造成声损失以及边界层损失造成的。 这种

阻尼先前已被 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２５］ 和 Ｊｕｎｉｐｅｒ等［２６］ 在相

同的设置下对热声不稳定建模。 阻尼 ξ ｊ 可以用

（１２） 式表示，ｃ１ 和 ｃ２ 为阻尼系数，在某一实验条件

下为保持不变的常数。 在实验条件下，阻尼大小可

以通过改变管末端条件来实现。 在本文计算中，阻
尼对系统响应的影响通过改变阻尼模型中阻尼系数

ｃ１ 的值来实现。 无量纲加热功率 Ｋ 由（１３）式给出：

ξ ｊ ＝
１
２π ｃ１

ｗ ｊ

ｗ１
＋ ｃ２

ｗ１
ｗ ｊ

æ

è
çç

ö

ø
÷÷ （１２）

Ｋ ＝
４（γ － １）Ｌｗ

γＭａＳｃ０ｐ ３
（Ｔｗ － Ｔ） πλｃｖρ

ｄｗ

２ 
ｕ （１３）

式中， Ｌｗ 为电热丝长度，Ｔｗ 为电热丝温度，Ｔ 为周围

空气平均温度。
在极限 Ｎ→∞ 条件下，（７）式和（８）式这些基

函数形成一个完整的基础函数系，但是考虑到计算

的可行性，模态数目只能设置为有限个。 精确捕捉

到系统的线性和非线性行为所需 Ｇａｌｅｒｋｉｎ 模态数目

被称为模态收敛。 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 编程实现对（１０）式
和（１１）式的数值求解，并比较了不同数目 Ｇａｌｅｒｋｉｎ
模态下的系统演化。 对于 ｔ 阶声学模态，增加一阶

Ｇａｌｅｒｋｉｎ模态所形成的误差不超过 １．４％［２８］，其误差

在可接受范围内。 因此，在本文以后的所有计算中，
采用十阶 Ｇａｌｅｒｋｉｎ模态的模型来进行线性和非线性

稳定性分析以确保收敛性。
在本文计算中，Ｒｉｊｋｅ管热声模型的几何参数和

物理特性与之前典型实验条件设置是一致的［２０，２９］。
特别地，Ｌ ＝ １．０ ｍ，ｒ ＝ ０．０２５ ｍ，γ ＝ １．４，λ ＝ ０．０３２ ８
Ｗ ／ （ｍ·ｋ），ρ ＝ １．０２５ ｋｇ ／ ｍ３，Ｃｖ ＝ ７２０ ｍ２ ／ （ ｓ２·Ｋ）。
相应地，根据典型 Ｒｉｊｋｅ 管实验条件下，无量纲加热

功率 Ｋ 在 ０～３的范围内变化，无量纲时间延迟 τ 的

变化范围为 ０～１ 左右，阻尼系数 ｃ１ 的取值范围为 ０
～０．５，无量纲处理后的热源相对位置 ｘｆ 可在 ０ ～ ０．５
内变化。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稳定边界和双稳态区域

线性稳定性分析可研究无穷小扰动对系统稳定

性的影响和系统在稳定状态附近的局部稳定性变

化。 非线性稳定性分析则是研究有限振幅扰动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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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稳定性的影响，用于表征系统的渐近状态。 通过

对系统进行线性稳定性分析和非线性分析，可得到

系统参数间的线性稳定边界和非线性稳定边界。 线

性稳定边界和非线性稳定边界将参数平面划分成 ３
个区域：全局不稳定区域，双稳态区域和全局稳定区

域。 参数在线性稳定边界内的区域，对于任意小的

初始扰动，热声系统最终都发展为振荡状态，该区域

称为全局不稳定区域。 参数在非线性稳定边界以外

区域，对于任意幅值的扰动，系统都最终趋于稳定状

态，称为全局稳定区域。 双稳态区域位于线性稳定

边界和非线性稳定边界之间。
Ｒｉｊｋｅ管热声系统的主要控制参数为无量纲加

热功率、热源位置、阻尼系数和时间延迟。 通过对

Ｒｉｊｋｅ管热声模型进行线性和非线性分析，分别获得

了无量纲加热功率 Ｋ、热源相对位置 ｘｆ、阻尼系数 ｃ１
和无量纲时间延迟 τ 间的线性边界、非线性边界和

各稳定区域。
Ｒｉｊｋｅ管热声系统中的热源为电热丝加热，在实

验条件下可以通过改变电流大小来改变加热器功

率。 在本文的数值计算中，通过改变无量纲加热功

率 Ｋ 值以及无量纲时间延迟 τ 值来探究二者对系统

稳定性产生的影响。 在非线性动力学理论中，无量

纲加热功率的增大代表着系统驱动力的增加，从而

使得系统更加不稳定。 无量纲加热功率 Ｋ与无量纲

时间延迟 τ 间的稳定边界如图 ２所示。

图 ２　 无量纲加热功率 Ｋ 与无量纲时间延迟 τ 间的

稳定边界和双稳态区域，系统其他参数为：
ｘｆ ＝ ０．３，ｃ１ ＝ ０．１，ｃ２ ＝ ０．０６

可见，全局稳定区域位于非线性稳定边界外，全
局不稳定区域位于非线性稳定边界内。 当无量纲加

热功率 Ｋ 值足够小时，系统的稳定状态不受时间延

迟的影响，恒处于全局稳定状态。 全局不稳定区域

内，对于任意小的扰动，系统最终都趋近于不稳定振

荡状态。 在非线性稳定边界和线性稳定边界之间的

双稳态区域内，系统的最终状态取决于外界扰动的

大小。 当扰动大于某一阈值时，系统才会产生热声

振荡；相反，系统将呈现稳定状态。 在 τ＜０．５ 时，双
稳态区域随着系统无量纲时间延迟 τ的增加而逐渐

增大。 可以发现，加热产生的非线性影响在时间延

迟较大时更加严重。 在无量纲时间延迟取某一定值

（如 τ＝ ０．４）时，系统在无量纲加热功率较小时处于

全局稳定状态，随无量纲功率不断增大，系统状态变

化为全局不稳定。 通过无量纲功率和无量纲时间延

迟的稳定区域分布也可以证明增大无量纲加热功率

Ｋ 使得 Ｒｉｊｋｅ 管热声振荡更加不稳定，这与杨亚晶

等［２９］的实验结果相一致。
为了研究阻尼对系统稳定区域的影响，我们通

过改变阻尼模型中的一个阻尼系数 ｃ１ 来实现。 在

实验条件下，系统的阻尼是通过改变管道的末端条

件来实现［１７］。 根据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增加阻尼可

以增强系统的稳定性。 图 ３为阻尼系数和无量纲时

间延迟件的稳定边界和稳定区域分布图，可以发现，
阻尼系数 ｃ１ 与无量纲时间延迟 τ间的双稳态区域为

带状。 随着无量纲时间延迟 τ 的增大，双稳态区域

先增加，在 τ ＝ ０．５ 处达到最大值，然后逐渐变小。
系统全局不稳定区域处于阻尼系数较小段，而当阻

尼系数较大时，系统为全局稳定状态。 在 ｃ１ ＞ ０．４２
时，系统的稳定状态不再受时间延迟的影响，并一直

处于全局稳定状态。 如预期的一样，增加阻尼对系

统的不稳定振荡有抑制作用。

图 ３　 阻尼系数 ｃ１ 与无量纲时间延迟 τ 间的

稳定边界和双稳态区域，系统其他参数为：
Ｋ＝ １，ｘｆ ＝ ０．３，ｃ２ ＝ ０．０６

热源位置对系统的动力学有显著影响，热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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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变化通过把电热丝加热器放置在距管口不同位

置处来实现。 不同于无量纲加热功率、阻尼系数二

者和无量纲时间延迟间的稳定边界分布，热源位置

的变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影响着系统稳定区域的分

布。 在系统其他参数一定时，热源相对位置 ｘｆ 与无

量纲时间延迟 τ 间的系统稳定区域如图 ４所示。 系

统全局不稳定区域位于双稳态区域之间。 系统双稳

态区域为２个带状区域，且关于 ｘｆ ＝ ０．２５近似呈对称

分布。 另外，系统的双稳态区域随无量纲时间延迟

τ 的增加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变化规律，与阻尼系

数 ｃ１ 和无量纲时间延迟 τ间的双稳态区域分布正好

相反。 全局不稳定区域被分割为两部分，在 ０．０６ ＜
ｘｆ 和 ｘｆ ＞ ０．４４时，系统恒处于全局稳定区域，不受时

间延迟的影响。 由热源相对位置和无量纲时间延迟

间的稳定区域分布，可以发现，热源相对位置对系统

稳定区域的影响具有近似对称性。

图 ４　 热源相对位置 ｘｆ 与无量纲时间延迟 τ 间的稳定边界和

稳定区域，系统其他参数为：Ｋ＝ ０．８，ｃ１ ＝ ０．１，ｃ２ ＝ ０．０６

２．２　 触　 发

对于一个非线性系统，存在一些初始条件使振

荡逐渐衰减，同时也存在初始条件，使得振荡增长形

成极限环，这种现象称为“触发”。 简单热声系统

中，触发现象发生的必要条件：系统要有不稳定周期

解，亚临界 Ｈｏｐｆ分岔点和折叠分岔点。 本文所研究

的 Ｒｉｊｋｅ管热声系统满足该必要条件［３０］。 在其双稳

态区域内，系统可能发展为极限环振荡或最终达到

稳定状态，触发现象就发生在系统的双稳态区域内。
我们探究了在热源无量纲加热功率 Ｋ、热源相对位

置 ｘｆ 和阻尼系数 ｃ１ 双稳态区域的触发现象，并得到

了系统触发所需的最小扰动，即“临界触发值”。
无量纲功率 Ｋ双稳态区域内，系统在不同扰动

下的非线性行为随时间的变化如图 ５ 所示。 当 ｔ ＜

１００时，系统保持稳定状态，在 ｔ ＝ １００ 时，系统受到

Ｕ１ ＝ ０．２的扰动后振荡逐渐衰减，并最终达到稳定状

态，而当 ｔ ＝ ６００时，系统受到 Ｕ１ ＝ ０．４５的扰动后振

荡逐渐增长，并最终达到极限环状态。 因此扰动值

的大小对系统最终的稳定状态产生不同的影响。 表

１给出了对应于图 ５参数设置下，系统在无量纲加热

功率 Ｋ 变化时的临界触发值。 Ｕ１ 和 Ｐ１ 分别为速度

扰动值和压力扰动值。 可以看出，随着无量纲加热

功率 Ｋ 的增大，临界触发值 Ｕ１ 和 Ｐ１ 均呈减小趋势，
这与 Ｍａｔｖｅｅｖ等［２０］的实验发现规律一致。

图 ５　 无量纲加热功率 Ｋ 双稳态区域内，系统在不同

扰动下行为随时间的演化，系统参数为：
Ｋ＝ ０．５５，ｘｆ ＝ ０．３，ｃ１ ＝ ０．１，ｃ２ ＝ ０．０６，τ＝ ０．２

表 １　 不同无量纲加热功率下，系统的临界触发值

无量纲加热功率 Ｋ 临界触发值 Ｕ１ 临界触发值 Ｐ１

０．５２ ０．４９ ０．５０

０．５３ ０．４８ ０．４９

０．５４ ０．４６ ０．４７

０．５５ ０．４５ ０．４６

０．５６ ０．４２ ０．４３

０．５７ ０．４０ ０．４１

０．５８ ０．３６ ０．３７

０．５９ ０．３２ ０．３３

０．６０ ０．２７ ０．２７

０．６１ ０．１８ ０．１９

０．６２ ≪０．０１ ≪０．０１

图 ６和图 ７ 分别为阻尼系数 ｃ１ 双稳态区域和

热源相对位置 ｘｆ 双稳态区域内，系统在不同扰动下

的行为变化。 可以发现在系统较小扰动后，虽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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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振荡，但振荡随时间逐渐衰减至稳定状态，而系统

在受到超过触发临界值的扰动后出现振荡增长，并
最终形成极限环。 表 ２给出了对应于图 ６参数设置

下，系统在阻尼系数取不同值时的临界触发值。 可

以发现，随着阻尼系数的增大，系统需要更大的扰动

才能被触发形成极限环振荡。 表 ３为对应于图 ７ 参

数设置下，当热源处于不同位置时，系统的临界触发

值。 在 ０．１１＜ｘｆ＜０．１４时，热源距离管口越远，系统的

临界触发值越小；在 ０．３７＜ｘｆ＜０．４ 时，热源与管口距

离增大，系统触发需要更大临界值。 在热源相对位

置 ｘｆ 的 ２个双稳态区域内，系统的临界触发值差异

较大，呈现相反的增长趋势。

图 ６　 阻尼系数 ｃ１ 双稳态区域内，系统在不同

扰动下行为随时间的演化，系统参数为：
ｃ１ ＝ ０．２２，ｃ２ ＝ ０．０６，Ｋ ＝ １，ｘｆ ＝ ０．３，τ ＝ ０．２

表 ２　 不同阻尼系数下，系统的临界触发值

阻尼系数 ｃ１ 临界触发值 Ｕ１ 临界触发值 Ｐ１
０．１９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２０ ０．１１ ０．１２
０．２１ ０．３１ ０．３２
０．２２ ０．３９ ０．４１
０．２３ ０．４５ ０．４６
０．２４ ０．４８ ０．４９
０．２５ ０．５０ ０．５１

表 ３　 热源处于不同位置时，系统的临界触发值

热源相对位置 ｘｆ 临界触发值 Ｕ１ 临界触发值 Ｐ１
０．１１ ０．３０ ０．３１
０．１２ ０．２４ ０．２５
０．１３ ０．１０ ０．１１
０．１４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３６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３７ ０．２２ ０．２３
０．３８ ０．６０ ０．６１
０．３９ ０．８１ ０．８２

图 ７　 热源相对位置 ｘｆ 双稳态区域内，系统在不同

扰动下行为随时间的演化，系统参数为：
ｘｆ ＝ ０．１２，Ｋ＝ ０．８，ｃ１ ＝ ０．１，ｃ２ ＝ ０．０６，τ＝ ０．２

针对 Ｋ，ｘｆ 和 ｃ１ 参数的双稳态区域，计算了系统

对 Ｕ１ 和 Ｐ１ 扰动的触发情况（见表 １ ～ ３）。 分析可

知，系统的临界触发值 Ｐ１ 具有与 Ｕ１ 一致的变化规

律，说明 Ｒｉｊｋｅ 管热声系统对压力扰动和速度扰动

具有相同的响应趋势。
２．３　 极限环

在非线性热声系统中，极限环是最典型和最具

研究意义的周期振荡。 在 ２．２ 节中，讨论了在控制

参数的双稳态区域内，系统临界触发值的变化规律。
当扰动小于临界触发值时，振荡会逐渐衰减，系统最

终达到稳定状态；而当扰动高于临界触发值时，系统

被触发后，振荡会逐渐发展为稳定的极限环。
为了探究双稳态区域内扰动值对极限环的影

响，以无量纲加热功率双稳态区域的触发现象为例

进行分析。 在无量纲加热功率双稳态区域内选取不

同的扰动值，观察系统行为随时间的演化。 由图 ８
的内插图可以发现，当扰动值较小时，系统振荡逐渐

增长，最后达到稳定极限环；而当在较大的扰动值激

励下，系统热声振荡初期先逐渐衰减，而后达到稳定

的极限环状态。 分别对系统的极限环振荡进行频谱

分析，获得其频谱图，如图 ８所示。 在 ２种不同幅值

扰动的情况下，系统极限环的频率和振幅都保持不

变。 可见在双稳态区域内，扰动幅值对系统最终达

到的稳定极限环状态不会产生影响。 值得注意的

是，扰动幅值的变化虽然不会影响最终的极限环，但
会改变系统初期的振荡状态。 系统在 Ｕ１ ＝ ０．４ 扰动

下达到稳定振荡所需时间相比 Ｕ１ ＝ ０．８ 延长了约 ３
倍，表明增大扰动会缩短热声振荡达到稳定的时间

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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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不同扰动值下，系统极限环振荡的 ＦＦＴ图谱

（内插图为系统振荡时域图）

３　 结　 论

本文对 Ｒｉｊｋｅ管热声系统进行建模，利用

Ｇａｌｅｒｋｉｎ方法对控制方程进行数值求解，分析了系

统非线性动力学特性，得出如下结论：
１） 获得无量纲加热功率 Ｋ，阻尼系数 ｃ１、热源

相对位置 ｘｆ 和无量纲时间延迟 τ 之间的线性、非线

性稳定边界以及双稳态区域。 热源相对位置 ｘｆ 的系

统稳定性区域近似关于 ｘｆ ＝ ０．２５ 对称，阻尼系数 ｃ１
的双稳态区域在 τ ＝ ０．５时达到最大值。

２） 无量纲加热功率 Ｋ 对系统的非线性影响在

延迟时间较大时更加严重。 无量纲加热功率 Ｋ的增

大会促使系统产生热声振荡，而阻尼系数 ｃ１ 的增加

对系统的热声振荡有抑制作用。
３） 获得系统在无量纲加热功率 Ｋ，阻尼系数 ｃ１

和热源相对位置 ｘｆ 取不同值时的临界触发值。 无量

纲加热功率Ｋ的增加和阻尼系数 ｃ１的减小均会导致

系统触发值的增大，触发值在热源相对位置 ｘｆ 的 ２
个双稳态区域内具有相反的变化趋势。

４） 在双稳态区域内，系统对压力扰动和速度扰

动具有相同的响应趋势，扰动值的大小不影响系统

最终的极限环状态，但会改变系统初期的振荡状

态。 系统在 Ｕ１ ＝ ０．４扰动下达到稳定振荡所需时间

比 Ｕ１ ＝ ０．８延长约 ３ 倍，增大扰动幅值会缩短热声

振荡达到稳态的时间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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