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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进一步研究热声振荡机理影响因素，针对以恒温板叠为热源的四分之三波长 Ｒｉｊｋｅ 管模

型，通过对比 ３ 种不同放置态对 Ｒｉｊｋｅ 管内热声不稳定特性的影响，采用 ＣＦＤ 方法对管内的热声振荡

进行了从起振到饱和状态全过程的数值模拟，并对加入温度对动力黏性系数和导热系数的变参数影

响进行对比考察。 结果表明，重力比热浮力所导致的热声振荡影响大，且无重力时压力过渡段的凸起

现象与温度梯度所导致的饱和后减小振幅耗散来达到管内平衡现象有关。 对于 ２ 种变参数综合比较

发现，当黏性系数随温度变化且导热系数为定值的幅值相比两者均随温度变化倍率净缩小４９．５ ％，这
一结果远远超过黏性系数自身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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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声不稳定现象普遍发生在航空发动机、火箭

发动机和燃气轮机等高性能动力装置中，这一现象

很早就引发了国内外的探究［１⁃６］。 早在 １８７８ 年，
Ｌｏｒｄ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７］就定性解释了热声振荡即热释放脉

动与管内声学脉动之间耦合造成一种热声振荡现

象。 但由于热声学集合了声学、传热学、流体动力学

等多个学科，导致其研究内容复杂，研究难度大，故
对于热声振荡机理的完整解释至今仍存在较多

困难。
Ｒｉｊｋｅ 管是典型的热声不稳定系统，由于其结构

简单，故经常被用于燃烧热声不稳定性的机理研

究［８⁃１０］。 陈福连［１１⁃１２］发现热声频率与 Ｒｉｊｋｅ 型燃烧

器的尺寸，形状和气体温度分布有关，与燃料性质无

关，且当声能在管内的耗散等于声强梯度的负值时，
系统就维持热声振荡的状态。 韩飞等［１３］ 用电加热

放热的经验公式发展了一种预测热声不稳定发展的

模型，且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基本一致。 慕尼黑工

业大学 Ｈａｎｔｓｃｈｋ 等［１４］ 通过设立恒温板叠，首次对

Ｒｉｊｋｅ 管内起振进行了模拟，并对管内高次谐频与换

热规律结合进行研究。 清华大学严红等［１５］ 采用

ＴＶＤ 格式模拟燃烧器，对管内的二维脉动流场及温

度场进行分析，在入口加入周期性脉动速度，但与实

际情况的自激振荡有不符之处。 浙江工业大学钟英

杰等［１６］对 Ｒｉｊｋｅ 型燃烧器研究，采用内外流场耦合

的建模方法研究了 Ｒｉｊｋｅ 管内流场，得到管口压力

及声泄漏值，发现两端收口燃烧器对燃烧器设计有

参考意义，但也因此造成计算量大大增加。 浙江大

学李国能等［１７］对水平四分之三波长 Ｒｉｊｋｅ 管计算模

型使用多孔介质热源模型进行模拟，分析了工管内

各参数对管内振荡影响的热声振荡规律。 Ｒｉｊｋｅ 管

作为燃烧不稳定的基础，如果要进一步应用于各动

力装置中，就必须考虑变角度工作对燃烧室振荡的

影响。 现有的变角度 Ｒｉｊｋｅ 管实验大多无法实现起

振［１８⁃２０］，这就需要从数值模拟方面尝试对该实验中

产生的热声机理进行解释。 本文基于 ＣＦＤ 采用数

值模拟方法，对 ３ 种不同放置态下的 Ｒｉｊｋｅ 管热声

不稳定振荡进行考察，并通过对比三者间的振荡参

数进而分析重力对热声振荡现象的区别及影响，以
及由重力产生的热浮力对管内振荡的影响，并对加

入温度对动力黏性系数和导热系数的变参数影响进

行对比考察，提出了多模态及变参数对 Ｒｉｊｋｅ 管振

荡的具体影响及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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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数学模型

本文在 Ｋｕｎｚ［２１］ 的实验装置基础上发展了 Ｈａ⁃
ｎｔｓｃｈｋ 和李国能构建的物理模型。 实验采用方管，
但前人研究［２２⁃２４］表明，当管声波波长和方管截面最

大尺寸比小于 ０．５，方管内声波传播可认为与圆管

相似。
模拟的 Ｒｉｊｋｅ 管如图 １ 所示，二维计算区域长

０．９８９ ｍ，宽 ０．０１５ ８ ｍｍ。 实验中加热丝得到的平均

加热功率为 ５４．５ Ｗ，在模拟中对应设置的加热丝温

度为 ７４５ Ｋ。 左端进口截面为声学封闭端，给定均

匀的进口速度为 ０．１５ ｍ ／ ｓ；右端为声学开口，给定压

力为 １０１ ３２５ Ｐａ。 由于实验中所采用的电热丝建模

较为复杂，根据前人研究，在数值模拟中平行板叠代

替热源，这种方式也曾被 Ｈａｎｔｓｃｈｋ 采用。 板叠置于

管中间（ｘ＝ ０．４９５ ｍ），该模型对应第二阶热声不模

式。 由文献［２５］结论可知，板叠间距取 ２～４ 倍热渗

透深度较好，更易激发热声振荡，故选取对应孔隙率

为 ０．６３。 另外，Ｈｅｃｋｌ 认为，压力在管口开口端存在

辐射和反射，并不是严格的波节，但由于管口效应对

管内振荡影响不明显，故在本文中对此均做以简化。
由于主要探究的是放置状态对 Ｒｉｊｋｅ 管振荡的影

响，故考虑管壁绝热。 模拟的工质为空气。 所有模

拟首先均进行稳态计算，待管内流场稳定后，进行非

稳态计算， 在入口给定大小为 １００ Ｐａ 的瞬时

扰动［１５］。

图 １　 物理模型图

２　 计算结果及分析

本文首先对 ３ 种不同放置状态下的 Ｒｉｊｋｅ 管进

行考察，设置 ３ 种放置状态时主要通过设置商用软

件 Ｆｌｕｅｎｔ１７．１ 中重力加速度选项。 对于忽略重力状

态，即不对该项设置，而竖直放置和水平放置的设置

依次对应为 ｘ＝ －９．８ ｍ ／ ｓ２ 和 ｙ＝ －９．８ ｍ ／ ｓ２。

另外，本文依次考察了动力黏性系数和导热系

数对管内振荡的影响。 具体参数设置在气体特性中

对黏性系数设置为萨特兰公式，并对导热系数采用

分段多项式置入参数。
２．１　 不同放置对 Ｒｉｊｋｅ 管振荡影响及分析

２．１．１　 忽略重力下 Ｒｉｊｋｅ 管振荡变化

图 ２ 给出管中心位置处 （ ｘ ＝ ４９５ ｍｍ， ｙ ＝
７．９ ｍｍ，后述监测点统一为此）的压力和轴向速度

的起振，最终达到极限周期的整个过程。 值得注意

的是，初始的 １００ Ｐａ 扰动只作用在瞬间，在下一个

时间步长已经不再存在［１６］。

图 ２　 忽略重力时管内参数变化

通过对图 ２ 分析，发现 Ｒｉｊｋｅ 管内压力和轴向

速度，两者均在约 １ ｓ 后迅速加强。 在 ２．７ ｓ 时管内

各项参数振荡均呈现饱和状态，热声学称之为极限

周期。 其中，压力振幅已超过 ６００ Ｐａ；速度振幅为

０．４３ ｍ ／ ｓ。 温度和密度的振荡分布与前两者类似，
故在此不再赘述，且温度振幅约为 ２４ Ｋ，气体密度

振幅则为 ０．０４２ ５ ｋｇ ／ ｍ２，这一结果也符合设定的理

想气体公式。 通过快速傅里叶变化捕捉到的管内频

率为 ２９８ Ｈｚ。
图 ３ 给出了管内压力和速度的相位分析和压力

·５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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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密度的相位分析。 可以看出，压力峰值领先速度

峰值 ０．０００ ８８ ｓ，对应角度为 ９３°，故管内压力领先

轴向速度四分之一周期，这也符合瑞利准则。 根据

图中的参数对比，发现压力与温度也基本同相，这也

从侧面说明在最大压力输入热量，在最小压力时抽

取热量可维持系统的达到极限周期时的热声振荡。

图 ３　 忽略重力时的相位分析

２．１．２　 竖直放置下 Ｒｉｊｋｅ 管振荡变化

与前述对应，本章结果是在仅考虑动量方程中

ｘ 方向质量力的基础上得到的［１７］。 因此本文着重

考虑管内关键参数压力的变化，其他参数之后不再

赘述。

图 ４　 竖直放置时的压力振幅

图 ４ 给出了竖直放置时，Ｒｉｊｋｅ 管中心位置处的

压力最终达到极限周期的整个过程。 其中，压力振

幅约为 ６００ Ｐａ。 同样的，由图 ４ 中的压力振幅即可

捕捉到管内振荡频率为 ２９８ Ｈｚ，与忽略重力时的频

率相同。
２．１．３　 水平放置下 Ｒｉｊｋｅ 管振荡变化

接着，在仅考虑动量方程中 ｙ 方向质量力的基

础上得到管内压力振荡变化。 其中，图 ５ 给出了考

虑水平方向时，Ｒｉｊｋｅ 管中心位置处的压力最终达到

极限周期的整个过程。

图 ５　 水平放置时的压力振幅

其中，压力振幅略小于 ５９０ Ｐａ。 同样，可捕捉到

管内频率为 ２９７ Ｈｚ，与前述 ２ 种情况的频率基本一

致。 这也证明无论是何种放置情况，基本对振荡频

率没有影响。 实际上，对于封闭开口的声学系统的

热声频率解析解为 ｆ ＝ ｃ ／ ｌ（不考虑模态的情况下），
其中 ｃ 为声速，ｌ 为管长。 且同一气体的声速随温度

和压力变化很小，故多数情况下，管内压力频率变化

并不明显。
但仔细对比可发现图 ２ 和图 ５ 存在较明显的变

化区别。 图 ２ 的振荡中从过渡段至极限周期的过程

中存在较明显凸起，之后压力振幅存在较小程度减

弱。 这主要是由于在忽略重力时，板叠附近温度梯

度较高，不存在由于气体重力产生的机械耗散，这部

分热量在短期内无法与管内最终达到稳态的振幅相

平衡，故在达到饱和后振荡通过减小振幅的耗散形

式来达到管内真正的平衡，这一点与图 ５ 有较大区

别。 图 ５ 在这个过程中的变化相对平滑，这也印证

了由于重力产生的机械振荡耗散会使得达到平衡的

时间缩短且不会出现凸起，整个过程平缓有序。
图 ６ 是将忽略重力、竖直放置与水平放置 ３ 种

情况的压力振幅进行对比。 显然，前 ２ 种情况下压

·６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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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变化基本一致。 但进一步观察发现，饱和后竖直

方向比忽略重力所产生的压力略大约 ５ ～ １０ Ｐａ，这
主要是由于重力方向产生的热浮力会促进振荡，进
而增大压力振荡的幅值。

进一步比较水平放置下与前两者的压力情况。
发现水平放置时，压力从起振时比忽略重力及竖直

放置时的压力振幅均要小且起振时间变长。 在达到

饱和后明显比忽略重力下的压力要小一些，并一直

在保持。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即将达到饱和时，水
平放置明显比前两者的压力均要小约 ２０～３０ Ｐａ，且
在饱和后继续维持这个压力差。 另外如前所述，竖
直放置和水平放置过渡段的变化基本一致，在此不

再赘述。

图 ６　 ３ 种放置状态时压力振荡情况

通过之前的对比发现，竖直放置与忽略重力的

压力振荡幅值基本相差不大。 但由于气体需要克服

重力振荡，导致竖直放置时的压力振荡与速度振荡

均相比于忽略重力时两者的情况会变小，且振荡也

不如水平放置时剧烈，虽然竖直放置会有热浮力影

响，但因此产生的速度也相对入口速度较小，对于振

荡影响不明显。 而对于水平放置，由于重力产生的

加速度与入口速度进行叠加导致的结果是总体运动

趋势向管口的两边，进而会使得振荡变慢，振幅减

小，导致起振相对忽略重力慢一些。 而重力产生热

浮力的影响也必然会导致管内压力速度分布的不

均，即管的下端堆积的气体更多，且热源附近的温度

较大，热浮力明显，远离热源的位置热浮力减弱。 综

上所述根据所得结果，发现重力对管内振荡剧烈程

度的影响要比热浮力所导致的热声振荡影响大，至
少从结果看影响有限。

Ｋｕｎｚ 的实验如前所述，其实验结果在表 １ 中给

出。 而浙大的李国能则采用 Ｆｌｕｅｎｔ６．１ 对 Ｋｕｎｚ 结果

进行数值模拟，本文在设置上与其一致，仅在热源作

以优化，将多孔介质修改为平行板叠。 根据表 １ 对

比，发现结果与实验基本相符，但均存在一定差别，
由于实验需要在管壁打孔对各参数进行测量，且测

量设备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阻尼，故会导致模拟

结果与实验的误差。 而文献结果之所以在振幅上相

差巨大，主要是由于其所建立的多孔加热介质模型

不够精确。 而本文在考虑热渗透深度的基础上仅仅

加入十个板叠，在对流换热时必然导致更多热量散

失，进而使得振幅降低，且由于本文网格设置相比文

献要稀疏，结果会影响计算精度。 但由于本文着重

考虑各因素和参数带来的规律性，故结果对规律影

响不大。
在结果对比中，数值模拟结果基本满足要求，为

之后的参数计算提供可靠性保证。
表 １　 水平放置 ＣＦＤ 模拟与文献及实验对比

结果 主频 ／ Ｈｚ
压力峰值 ／

Ｐａ
热源设置

速度峰值 ／
（ｍ·ｓ－１）

ＣＦＤ 模拟 ２９８ ６１０ 板叠 １．０５

文献［１７］ ２９４ ２ ５５０ 多孔介质 １．５６

实验 ２６９ ４５０ 热丝 １．４

２．２　 黏性系数对 Ｒｉｊｋｅ 管振荡影响及分析

前述工质为空气，故模拟时黏性系数恒定为μ＝
１．７２４×１０－５ ｋｇ ／ （ｍ·ｓ），但在实际管内振荡过程中，
管内气体黏性系数一般会随着温度增大而增大。 为

精确考察黏性系数对 Ｒｉｊｋｅ 管振荡全过程影响，探
究影响管内振荡其他因素，在模拟中加入萨特兰公

式（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ｆｏｒｍｕｌａ，ＳＦ）。 通过该式可得不同温

度下对应的黏性系数，且适用范围为 Ｔ＜２ ０００ Ｋ。
其中，μ０ 为参考值，一般为 １．７１６×１０－５ ｋｇ ／ （ｍ·ｓ），
Ｔ０ 为参考温度，一般为 ２７３．１１ Ｋ，ｓ 为有效温度，一
般为 １１０．５６ Ｋ。

μ ＝ μ０
Ｔ
Ｔ０

æ

è
ç

ö

ø
÷

３ ／ ２ Ｔ０ ＋ ｓ
Ｔ ＋ ｓ

（１）

　 　 现仅通过对比忽略重力时在加入萨特兰公式前

后，Ｒｉｊｋｅ 管中心位置处的参数变化，进而分析黏性

系数对热声振荡的影响。 由图 ７ 可知，其基本变化

与图 ２ 相似，图中压力振幅约为 ３８５ Ｐａ，温度振幅为

１６ Ｋ。 且其第二阶热声不稳定的模式频率约为

２９６ Ｈｚ，略低于黏性系数为定值时的频率。 对于压

力来说，发现加入萨特兰公式后的管内振荡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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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慢。

图 ７　 萨特兰公式与黏性系数为定值时的参数对比

黏性系数为定值时，Ｒｉｊｋｅ 管约在 ２．７ ｓ 达到饱

和，但加入萨特兰公式后，管内在 ４．９ ｓ 后才达到饱

和。 且振幅相比黏性系数为定值的小了约 ２００ Ｐａ。
同样对于速度来说，萨特兰公式下的振幅相对黏性

系数为定值时的振幅小了约 ０．２ ｍ ／ ｓ。
总的来说，由于萨特兰公式中，管内黏性系数随

着温度变大，故当温度增大时，管内的损耗也同时增

加，为了维持管内振荡，因此导致振幅会减小，管内

振荡程度减弱。 因此管内需要较长时间进行调节振

荡饱和后的情况，故达到饱和的时间相应增加。
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温度，虽然加入萨特兰公

式后，管内振荡温度明显减小，振荡减弱，但振荡温

度的最大值比之前要略微大一些。 这是因为，虽然

黏性系数的增大导致机械能以热量的形式耗散，但
这部分热量并不会很快从管内出去，所以这部分热

量会继续堆积，由此导致管内的温度会适当增大。
在此，密度与温度变化规律一致，因此不再赘述。
２．３　 导热系数对 Ｒｉｊｋｅ 管振荡影响的变化

除黏性系数以外，导热系数对管内振荡的影响

同样较大。 前人一般在不影响结果分析的基础上，
将导热系数扩大十倍来加速模拟计算过程。 但实际

上导热系数同样会随着温度的增大而增大，为更确

切地得到贴近实际的结果，在萨特兰公式基础上，根
据手册［１８］提供的经验公式加入导热系数随温度变

化的经验关系式， λ ＝ Ａ ＋ ＢＴ ＋ ＣＴ２，其中λ为导热系

数 Ａ ＝ ０．００５ １２，Ｂ ＝ ７．２３４ ２ × １０ －５，Ｃ ＝－ ９．２２０ ７ ×
１０ －９，温度适用范围 ２００ Ｋ ≤ Ｔ ≤ １ ５００ Ｋ。

在萨特兰公式基础上，加入导热系数随温度变

化影响下，忽略重力时 Ｒｉｊｋｅ 管中心位置时各项参

数变化也不再赘述，其中压力振幅约为 １ ０００ Ｐａ，速
度振幅为 ０．６ ｍ ／ ｓ，温度振幅为 ３０ Ｋ，密度振幅为

０．０４６ ｋｇ ／ ｍ３。 且管内各参数均明显相比之前振荡

加快，约在 ０．５ ｓ 开始快速起振，饱合后振荡剧烈。
进一步对压力做快速傅里叶变换，得到频率为

３０２ Ｈｚ。 相比之前同种工况下的频率明显变大，说
明导热系数通过影响管内温度进而改变管内频率情

况。 接着，在考虑萨特兰公式的基础上，即黏性系数

随温度变化时，再将导热系数为定值和考虑导热经

验公式的 ２ 种情况进一步比较。

图 ８　 萨特兰公式下导热系数随温度

变化与定值时的参数对比

·８９６·



第 ３ 期 刘浩哲，等：放置状态及变参数对热声不稳定工作特性分析

如图 ８ａ）所示，发现当导热系数随温度变化时，
无论从其起振时间还是饱和状态下的振幅，都要远

大于导热系数为定值时的情况。 对于压力，当导热

系数为定值时压力振幅仅不到 ４００ Ｐａ，但当导热系

数随温度变化的时候，其振幅比其 ２ 倍还要大，且达

到饱和的时间缩短了约二分之一。
对比图 ６ 发现，当黏性系数和导热系数均为定

值时，其压力约为 ６００ Ｐａ，达到饱和的时间约为

２．７ ｓ，萨特兰公式不仅减小振幅且拉长了饱和时

间，虽然如此，当导热系数和黏性系数均随温度变

化，占主导仍然是导热系数，其不仅加快达到饱和的

时间（从 ２．７ ｓ 加快到 １．６ ｓ，且振幅从 ６００ Ｐａ 增大到

接近１ ０００ Ｐａ），这也充分说明导热系数对于热声振

荡的影响要比黏性系数的影响大。 这一点通过温度

的振荡情况更加明显，在图 ８ｂ）比对中可以发现，当
导热系数随温度变化时，其起振开始的温度远超导

热系数为定值时的温度，约从 ７２０ Ｋ 就开始起振，而
导热系数为定值时的起始温度仅为 ６９１ Ｋ，温度提

高了约 ３０ Ｋ，且振荡剧烈，振幅超过 ３０ Ｋ。
但前述中，导热系数和黏性系数均为定值时，其

温度振幅仅为 ２０ Ｋ，振荡情况不如前者剧烈，且起

始温度更低。 如之前所述，这充分证明了导热系数

是决定热声振荡的主导因素，因此在工质及管材料

的选取上，通常需要选取导热系数随温度变化大，黏
性系数则随温度变化小的材质，但文章仅探究工质

为空气时的情况，对应其他工质及管壁的耦合选取

还需进一步讨论。 另外，这也说明当考虑导热系数

随温度变化的情况下，会让三者振幅在极短的时间

内快速增加，达到极为剧烈的振荡强度，并且会增大

水平状态下的振幅，从而缩小振幅方面的差距。
图 ９ 是忽略重力下，考虑黏性系数和导热系数

随温度变化与否综合影响的情况。

图 ９　 忽略重力下黏性系数和导热系数对压力影响

从图 ９ 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出当黏性系数随温度

变化且导热系数为定值时比两者均为常数时的振幅

缩小 ０．５３ 倍，而比两者均随温度变化缩小１．０５倍，倍
率净变化 ４９．５ ％。 这一结果远远超过黏性系数自

身带来的影响。 导热系数单纯对振荡幅值的提升及

其显著。

３　 结　 论

本文以 Ｒｉｊｋｅ 管为研究对象，基于二维可压缩

ＮＳ 方程及理想气体状态方程，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对

Ｒｉｊｋｅ 管内的热声振荡进行了从起振到饱和状态的

全过程数值模拟研究。 通过考察 ３ 种不同放置状态

对 Ｒｉｊｋｅ 管内热声不稳定特性的影响，研究了重力

以及随温度变化的动力黏性系数和导热系数对热声

振荡现象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１） 忽略重力与竖直放置时刻的热声振荡情况

基本一致，但水平放置下的热声振荡要相对小一些。
由于重力本身产生的加速度会阻碍振荡，且热浮力

产生的速度则会激励热声振荡，结合上述分析发现

重力对管内振荡剧烈程度的影响要比热浮力所导致

的热声振荡影响大。 另外，忽略重力时压力过渡段

存在凸起，这是由于此时比另外两者的板叠附近温

度梯度高，因此在达到饱和后振荡通过减小振幅的

耗散形式来达到管内平衡。
２） 加入萨特兰公式后，其结果与黏性系数为常

数时的变化规律较为接近，但各参数差值都增大一

倍。 这是由于萨特兰公式下的耗散增强，振幅变小。
由于黏性影响使得其振荡速度也会变小，更加影响

热声振荡达到饱和的过程。 这在文献的实验中有明

显变化，即阻尼系数对振荡的具体影响。
３） 在结论 ２）基础上，考虑导热系数随温度变

化的情况，发现依然会让管内振幅在极短的时间内

快速增加，达到极为剧烈的振荡强度，并且会减小忽

略重力下的振幅，从而缩小振幅方面的差距。 对于

两者综合比较的模拟情况，在之前文献中未见此方

面研究。 当黏性系数随温度变化且导热系数为定值

时比两者均为常数时的振幅缩小 ０．５３ 倍，而比两者

均随温度变化缩小 １．０５ 倍，倍率净变化 ４９．５ ％。 这

一结果远远超过黏性系数自身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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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ｍｉｔｓ ｕｎ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ｕｓ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ｙ ｍｅｄｉｕｍ，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 ｉｓ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ｃｉ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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