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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了某涡轴发动机压气机进口级流道中 ２种不同类型的总压探针和

总温探针的测量精度以及这两种探针对流场的影响，分析探针在巡航、最大连续、起飞 ３个典型工作

状态下，探针结构以及安装位置对探针测量结果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发动机进口流量越大，探针

的测量误差越大；相较于总温探针，总压探针测量准确度受流量的影响更大；速度均匀度受发动机工

况的影响较小，主要与插入的探针结构有关；越靠近支板的总压探针，测量误差越大；探针安装位置对

出口处总压损失系数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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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动机的发展离不开试验，试验测试技术是发

展先进航空发动机的关键技术之一，并成为检验发

动机性能的标准［１⁃２］。 在小型发动机的整机测试

中，传感器的大量布置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整机流

场，测试结果也会受到流场的影响，进而影响发动机

的性能与调整［３］。 因此传感器对流场造成影响的

因素以及影响程度、传感器布置方案的分析，显得尤

其重要。
李正［４］以二级低速轴流压气机为基础，研究探

针对压气机性能的影响。 发现叶型探针几乎不影响

压气机平均流场结构；探针尺寸越小对流场的影响

越小；当多级压气机上有多个叶排都安装了叶型探

针时，对压气机产生的影响由单个叶排上的最大堵

塞比决定。
杨荣菲等［５］利用数值计算的方法，评估测试探

针支杆对压气机气动性能的影响，发现较无探针情

况，带探针的压气机特性曲线整体向左下方偏移，随
着支杆增加，偏移量增大，支杆的安装位置对特性曲

线无影响。
杨伟昊等［６］采用非定常的数值方法，对屏蔽式

总温探针的流动与换热特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在高来流马赫数下，速度误差对进出口面积比的变

化较为敏感。
王肖等［７］对单点和四点梳状总压探针的堵塞

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总压探针的插入使得被

测流场流量减小，相比于探针结构，堵塞效应受堵塞

比的影响更大。
近壁测量时，壁面与探针的相互干扰会严重影

响原本流场结构，引起测量误差［８⁃９］。 郑光华等［１０］

基于数值计算，研究了不同近壁距离对总压探针测

量结果的影响，并与文献进行对比，结果表明，相对

近壁距离越小，总压探针测量误差越大，且当近壁距

离大于 ３倍探针直径时，临壁效应消失。
本文建立了总温探针和总压探针三维计算模

型，通过 ＦＬＵＥＮＴ数值仿真软件，研究探针在压气机

进口级流道中的测量结果以及探针对流场的影响。
针对探针的测量精度，分析探针测量误差随工作状

态（巡航、最大连续、起飞）的变化情况，分析不同探

针结构对测量误差的影响；针对总压损失系数，分析

探针在不同的飞行状态下对流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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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数值模型

１．１　 计算模型

计算域选取某涡轴发动机压气机进口级流道，
如图 １所示，流道中流体做向心运动，垂直中心轴线

方向流入，平行中心轴线方向流出。 计算域进出口

分别延长了 ４０ ｍｍ，保证气流的均匀及稳定。 入口

截面距中心轴线 ２０５ ｍｍ，入口截面宽度 ４７ ｍｍ，出
口截面底端距中心截面 ３０ ｍｍ，出口截面宽度

６５ ｍｍ，整个流域在轴向上长 ９３ ｍｍ，在流域内周向

均匀分布 ５ 处支板。 出口截面流向为 ｙ 轴正方向，
中心轴线到进口截面方向为 ｚ 轴正方向，另一方向

即为 ｘ 轴。

图 １　 计算模型

图 ２　 总压与总温探针模型

图 ２为总压及总温探针模型。 总压探针为腔体

结构，前缘为半径 １．２ ｍｍ 的半圆状，深度 ７．８ ｍｍ，
壁厚 ０．５ ｍｍ，前缘开有 ４处引流孔，自上往下，各孔

之间的间距为 １０．５ ｍｍ，１１．９ ｍｍ，１３．７ ｍｍ，其中最

底端引流孔距探针底部 ３． ７５ ｍｍ，引流孔直径

１．６ ｍｍ，整个探针高 ５０ ｍｍ。 总温探针套管皆嵌入

支杆内部，为前后流通结构，套管总长 １０ ｍｍ，外径

为 ４ ｍｍ，入口段内径 ２．４ ｍｍ，出口段内径 １．６ ｍｍ，
套管间距 ８ ｍｍ。

图 ３为总温和总压探针的安装位置。 探针在压

气机进口级截面通道内共有 ３ 个安装位置，与 ｙｚ 平
面的夹角分别为 ５°，１１５°和 ２４５°。 分别命名为 １ 号

探针、２号探针和 ３号探针。

图 ３　 探针安装位置

１．２　 网格划分

利用 ＡＮＳＹＳ ＩＣＥＭ对计算模型进行进一步处理

并划分网格，整体采用非结构体网格，在探针附近进

行局部加密后设置 １．３ 的增长比，探针近壁面及计

算域壁面处采用边界层网格，保证近壁面 ｙ＋为 ４ 左

右，并且在近壁区内设定 １０层边界层网格。 网格数

量达到 ４５０万以后，进出口总压比基本稳定，可认为

此时网格数量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可忽略，故将数量

大于 ５００万范围的网格作为本文计算网格。 数值计

算的全部残差曲线收敛至 １×１０－５以下。 图 ４表示网

格划分及边界层处理。

图 ４　 网格划分

１．３　 边界条件

数值计算采用 Ｆｌｕｅｎｔ１８．０ 软件完成，所有算例

·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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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基于压力求解器进行稳态流动求解，计算域中流

体选用理想气体。 入口选择压力入口，设定入口的

总温、总压，流动的方向；出口选择压力出口，设置为

一个大气压，流动方向垂直于出口边界，其余边界皆

设置为绝热无滑移壁面。 通过改变无探针时出口的

背压来实现有无探针时的进口边界条件一致。 入口

的总温及总压，计算公式如下

Ｔｔ ＝ Ｔｆｒｅｅ １ ＋ ｋ － １
２

Ｍａ２ｆｒｅｅ
æ

è
ç

ö

ø
÷ （１）

ｐｔ ＝ Ｐ ｆｒｅｅ １ ＋ ｋ － １
２

Ｍａ２ｆｒｅｅ
æ

è
ç

ö

ø
÷

ｋ
ｋ－１

（２）

式中： Ｔｔ 为入口总温设定值；ｐｔ 为入口总压设定值；
Ｔｆｒｅｅ 为自由来流的环境温度；ｐｆｒｅｅ 为自由来流静压；
Ｍａｆｒｅｅ 为来流马赫数，ｋ 为气体的比热比。 根据给定

的条件可计算出不同的边界条件，表 １ 为不同工作

状态气动参数。
表 １　 发动机不同工作状态气动参数表

发动机

工作状态
温度 ／ Ｋ 压力 ／ ｋＰａ 流量 ／ （ｋｇ·ｓ－１）

巡航 ２８８．１５ １００．６１６ ３．８６７
最大连续 ２８８．１５ １００．６１６ ４．４３１

起飞 ２８８．１５ １００．６１６ ４．６３７

１．４　 参数定义

对于总压探针，有总压测量误差 Δ，表示对于同

一位置，未放探针和放探针之后总压值对比，计算公

式如下

Δ ＝
ｐ′ｔ － ｐｔ

ｐｔ
× １００％ （３）

式中： ｐｔ 为计算域内未放置探针时同一位置处的总

压值；ｐ′ｔ 是感压管内部的总压值。
对于总温探针，用总温恢复系数 Ｙ 来衡量总温

探针的滞止效果，计算公式如下

Ｙ ＝
Ｔ′ｔ － Ｔ０
Ｔｔ － Ｔ０

（４）

式中： Ｔ′ｔ 是探针的总温测量值；Ｔ０ 是气流的静温；Ｔｔ
是未放置探针时同一位置的总温。

除了对探针测量误差的评价，本文还研究探针

的放置对流场造成的影响，评价参数如下：
总压损失系数

Δ′ ＝
ｐｔ，ｉｎ － ｐｔ，ｉ
１
２
ρｖ２

× １００％ （５）

式中： ｐｔ，ｉ 表示截面 ｉ 总压平均值；ｐｔ，ｉｎ 表示来流总

压；ρ 表示气体密度；ｖ 表示气流速度。
速度不均匀度

λ ＝
Ｓｖｉ

ｖｉ
（６）

式中： Ｓｖｉ 是 ｉ 截面速度的均方差值；ｖｉ 是 ｉ 截面速度

的平均值。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发动机不同工作状态对探针测量结果的影响

本节具体分析不同质量流量、不同安装位置的

探针对其测量结果的影响。 其中四点总压探针的滞

止效应发生在一个连通的腔体内，因此，在腔体内部

取一条直线上的总压平均作为测量所得总压值，取
值曲线如图 ５所示。 总温测量值采用热电偶结点表

面的平均总温。 对比参数取的是未放置探针时，沿
流程探针所在截面的总压 ／总温平均值。

图 ５　 总压探针取值曲线

图 ６ 是发动机在 ３ 种工作状态下，不同位置的

总压测量误差曲线图。

图 ６　 发动机不同工况下各位置探针的总压测量误差

·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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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６ 所示，测量误差随着质量流量的降低而

逐渐减小，这是因为随着流量降低，来流流速逐渐减

小，探针对流场的扰动逐渐减小，在探针处的速度梯

度逐渐减小，因此误差逐渐减小。 由于此通道中的

流体作向心运动，流动方向发生了 ９０°偏转，在通道

内发生弯转效应，在近探针安装侧壁面压力减小，而
流体由于在探针前缘滞止，速度越小横向压力梯度

就越小，因此其测量误差越小。 就 ２号探针而言，当
发动机工作状态从起飞变换到最大连续时，流量减

小 ０．２０１ ｋｇ ／ ｓ，测量误差降低 ０．０３％，再从最大连续

工作状态变换到巡航状态时，流量减小 ０．５６７ ｋｇ ／ ｓ，
测量误差降低了 ０．１６％。 此外，不同位置的探针产

生的测量误差也不同，从图 ６ 中可知，１ 号探针测量

误差最大，３号探针次之，２ 号探针产生的测量误差

最小，换言之，距离壁面越近，产生的测量误差越大。
且随着工作状态的改变，不同位置探针之间总压测

量误差的差值几乎相同，１ 号总压探针比 ２ 号总压

探针误差高 ０．０６％，比三号总压探针误差高 ０．０２％。
图 ７为支板附近静压云图及流线图。 通过对比

图 ７ａ）和 ７ｂ），发现不存在支板时，沿程压力逐渐减

小，当流至弯曲部分，在弯道外侧壁面的压力未减

小，内侧壁面弯道处压力降到最低。 而由于支板的

存在，在支板后缘近内侧壁面处压力稍有增大，而支

板后缘近外侧壁面处高压区面积增加，这使得沿支

板高度方向上压力梯度增大，增大的压力梯度让气

体转弯之余，在叶片尾缘还形成一股从外侧壁面流

向内侧壁面的二次流，在内侧壁面、支板下游的小范

围内压力的升高，支板下游流线及静压可参见图

７ｃ）和 ７ｄ），可以发现由于在支板下游局部的压力升

高，在垂直于流动方向上的压力梯度较无支板处更

大，因此，在支板下游会产生一股横向的二次流动。
当探针安装位置距离支板较近时，气流的滞止效应

受此股横向二次流的影响越大，导致测量误差越大。

图 ７　 支板附近静压云图及流线图

２．２　 发动机不同工作状态探针结构对流场的影响

为研究在发动机不同工作状态时插入不同探针

对该流道的影响，本节取 ３ 个状态下插入不同探针

的进出口截面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工况下探针插

入前后从入口截面到出口截面总压以及速度不均

匀度。
图 ８为计算结果，图 ８ａ）为出口截面总压损失

系数的影响，图 ８ｂ）为出口截面速度不均匀度的影

响。 如图 ８ａ）所示，这是由于流量减小时入口流速

降低，流道中与流道壁面和探针之间的摩擦及冲击

作用减弱，当插入探针时，小流量工况下由探针产生

的尾迹强度和长度都会减弱。 此外，图中数据显示，
未插入探针时由于流道壁面的黏性以及流道的弯转

同样存在一定的总压损失，当发动机在起飞工况时，
流体通过该压气机进口级截面总压就已损失

０．３７％，保持发动机状态不变，在该截面轴向插入

图 ８　 出口截面压力与速度损失

３支总压探针后在出口截面总压损失系数增加了

０．１１％，若插入的探针更换为 ３ 支总温探针时，出口

截面的总压损失系数将比无探针要增加 ０．３７％，是
无探针情况下的 ２倍。 反观图 ８ｂ），不同之处在于，
发动机工况的变化对速度不均匀度的影响很小，而
对该参数影响较大的因素是插入探针的类型，说明

·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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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速度不均匀度的主要因素是插入干扰物的结

构。 从数据上看，无探针时出口速度不均匀度较入

口就增加了 １１．０２％，插入总压探针后损失仅增加了

１．０２％，而插入总温探针时则增加了 ５．９１％，这是由

于此处的总压探针是一个前缘为弧面的盒体，无支

杆和向前伸出的感压管，对流场的扰动较小。
进一步研究探针对出口截面的影响，从出口截

面周向和出口截面径向 ２个角度分析插入的探针对

出口截面总压损失的影响。 图 ９ａ）是在该流道的出

口截面取的一条曲线，曲线位置一方面的靠近出口

中心位置及靠近主流区域；另一方面要尽量靠近探

针位置，更好地捕捉由探针引起的总压损失系数的

变化。 而探针的布置位置在内侧壁面，因此综合考

虑下，取值曲线位于出口截面的中位线往内侧壁面

方向偏移 ８ ｍｍ。 图 ９ｂ）即为在出口截面周向的总

压损失系数曲线，其中三角形实线是未插入探针时

总压损失的周向分布，可以看出在主流区域的总压

损失系数都相同，约为 １．２５％，在支板下游对应位置

总压损失升高，最大损失达 １．７％，相对主流区域损

失提高了 ０．４５％；当把总压探针插入流场中时，周向

总压损失分布如呈圆形实线分布所示，可以看出主

流区域的总压损失系数并未受影响，仅在探针一定

的角度范围内总压损失发生变化，在探针布置位置

的正下游位置总压损失增加了 ２％，局部损失为主

流区域的 ３倍。 当插入探针更换为总温探针时，局
部总压损失较无探针增加了 ３％，是主流区的 ４倍。

为研究插入探针后该通道出口截面沿径向的总

压损失系数，在出口截面取正对探针位置的直线，分
析了同一位置不同探针影响和同一探针不同位置的

影响。 图 １０ 为同一位置不同探针的影响结果，图
１０ａ）中取值线选取的是 １ 号探针对应的出口位置，
图 １０ｂ）是插入不同探针影响出口截面径向总压损

失系数的曲线图。 如图所示，当未放置探针时，沿径

向总压损失系数总体呈对称的趋势，仅在近壁面处

由于黏性产生了总压损失，但在近内侧壁面处的总

压损失极值为 １９％，而近外侧壁面为 １５％，这和之

前的分析一致。 而当放置不同结构探针时对下游的

总压径向分布影响也很大，当放置的探针为总压探

针时，由于此处的总压探针前缘为流线型结构，因此

只在出口截面径向上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梯度，使总

压损失在 ２０％径向位置处开始升高，越接近内侧壁

面总压损失逐渐提高，附面层厚度减小；而当放置的

探针为总温探针时，首先是由于探针产生的尾迹改

变了出口截面沿径向的压力梯度，此处引起的压力

梯度变化较总压探针稍大，且影响范围更大，在
１２％径向位置开始总压损失系数就开始升高，在接

近内壁面处，约从 ８７％高度起产生了较大的局部损

失，总压损失系数增长迅速，附面层厚度进一步

减小。
图 １１是起飞状态下插入总压探针时，出口截面

不同位置沿径向的总压损失分布。 此处在出口截面

图 ９　 起飞工况下出口截面周　 　 　 图 １０　 起飞工况下出口截面　 　 　 图 １１　 出口截面各位置沿

向总压损失系数分布 沿径向总压损失系数 径向总压损失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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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４个位置，分别是 ３ 个探针所在位置以及未放探

针且远离支板位置，用以对比探针下游和主流区域

径向总压分布的区别。 从图 １１ｂ）可以看出，方形实

线为未放置探针处径向的总压损失分布，即靠近支

板和远离支板位置在出口截面沿径向的总压分布一

致，说明支板对出口截面径向总压分布无影响，而放

置探针的 ３个位置对应的出口截面径向总压几乎重

合，仅在靠近内侧壁面处 １ 号探针位置的总压损失

要稍大于其他 ２ 个位置，进一步说明探针与支板距

离较近时会在靠近内侧壁面的位置产生小范围的局

部损失。

３　 结　 论

１） 对于探针测量而言，发动机工作时流量越大

会使得探针的测量误差越大，总压探针测量最大相

差 ０．２％，总温探针最大相差 ０．１％，说明总压探针的

测量结果对发动机的工作状态更敏感；对于不同的

安装位置而言，由于支板引起的横向二次流，越靠近

支板的探针测量误差越大。
２） 流道中插入探针后出口截面总压损失系数

增加，流量越大总压损失系数增加的越多。 由于总

温探针的支杆直径较大，总压探针更接近流线型结

构，因此插入总温探针后出口截面总压损失系数较

总压探针大 ０．２６％。 速度不均匀度受发动机工况的

影响较小，速度不均匀度主要与插入探针结构有关，
插入总温探针时速度不均匀度较无探针增加了

５．９１％，总压探针仅使出口均匀度损失增加 １．０５％。
３） 出口截面周向方向上，探针及支板对应位置

总压损失系数较大，其中探针对应位置总压损失系

数为支板的两倍以上，越靠近支板位置的探针造成

出口的总压损失系数越大。 探针对应出口截面径向

方向上，随着径向高度的增加，总压损失系数逐渐增

加，但不同位置探针的总压损失系数分布相差不大，
仅 １号探针在近壁面附近总压损失系数较其他位置

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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