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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 １ 台低速大尺寸轴流对转压气机为研究对象，应用试验手段成功捕捉到了 １９ 组不同转速

配置下的失速边界及失速过程动态特征，进而得到不同转速比条件下失速特性。 结果表明：当前 ／ 后
转子转速值互换时，转速比大于 １ 的压气机相比于转速比小于 １ 的情况更容易失速，失速起始点流量

至少提前 １８％，增压能力至少高出 ５．５％；在相同的转速比下，压气机压升系数－流量系数无量纲特性

线几乎重合，随转速比减小，压气机无量纲特性线向上移动。 通过对所有转速配置下的失速类型及失

速初始扰动频率进行归纳可以发现：所研究的对转压气机存在一个位于 １．１２５～１．１６７ 之间的临界转速

比值，当转速比小于该临界值时，失速扰动为类突尖波特征，此时转速比越小，失速初始扰动频率越

高，且在同一转速比下，失速扰动初始频率随前后转子平均转速的增大而增大；当转速比大于该临界

值时，失速扰动不沿周向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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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转失速作为轴流压气机中一种常见的流动失

稳现象，是叶轮机械中最严重的气动灾难之一（另
一个为喘振） ［１］。 从表面来看旋转失速与喘振出现

时的共同特征都是发动机产生巨大的轰鸣声，然而

这两种流动失稳的内在物理机制并不相同［２］，所引

发的后果也有很大的差异。 由于发生旋转失速时存

在迟滞效应，此时唯一的方法是降低转速，但是会造

成压升急剧降低，使得旋转失速更难以退出失稳工

况。 与喘振相比，旋转失速是飞行员更不愿面对的

灾难。
据 Ｓｔｅｎｎｉｎｇ［３］记载，Ｗｈｉｔｔｌｅ 首次在试验中发现

当流量减少到一定程度时，在压气机中存在旋转失

速现象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持续的

研究。 随着对压气机失稳机理的不断研究，目前公

认的失速先兆类型有 ２ 种［４］：大尺度的模态波型失

速和小尺度的突尖波型失速。 １９８９ 年 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ｌ
等［５］采用空间傅里叶分析法对信号进行处理，在 １

台单级低速轴流压气机中检测到了周向传播速度为

５０％转子速度的模态型失速先兆。 由于模态型失速

先兆对压气机的破坏性相对较小且可逆向恢复，研
究人员更关注突尖扰动引起的失速扰动。 Ｄａｙ［４］ 在

１ 台轴流压气机中首次发现了突尖型失速先兆，该
扰动完全不同于模态扰动，起源于转子叶顶前缘区

域且呈现三维、短尺度特征，通常占据一个或几个叶

片通道。 随后 Ｃａｍｐ 和 Ｄａｙ［６］ 通过试验发现突尖型

失速先兆发生于转子叶顶区域， 其周向传播速度为

７０％～８０％转子转速且发展十分迅速，仅仅经过几

转就直接发展为旋转失速。 在发展过程中伴随着扰

动尺度逐渐增大且周向传播速度逐渐衰减，当发展

为成熟的失速团时，传播速度降低为 ２０％ ～ ５０％转

子转速。 但是压气机在失速时，往往不仅仅出现一

种失速先兆，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７］ 发现即使模态型扰动波已

经出现，也有可能再出现突尖扰动，随后由突尖扰动

直接引起失速。 经过长期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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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转子－静子交替布局压气机中的失速现象已经

有了一定的认识。
对转压气机作为一种具有尺寸小，重量轻优势

的新型压气机结构，得到了研究人员的关注。 由于

前后转子相互独立工作的特点，转速比对其内部流

动具有很大的影响，导致其内部的失速过程相较常

规压气机更加复杂。 高丽敏等［８⁃１０］采用数值方法研

究了对转压气机中的失速过程，结果显示当转速比

在 ０．７～１．１１ 之间时，前后转子之间的转速差对失速

初始扰动类型无本质影响；在不同转速比下压气机

的失速边界存在差异，且二次泄漏流在轴流对转压

气机的非稳定流场失稳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Ｍａｏ 等［１１］数值研究了周向槽机匣处理对对转

压气机稳定裕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了周向槽可以抑

制失速。 王掩刚等［１２］ 应用数值分析手段研究了叶

顶间隙对对转压气机性能参数的影响规律。 徐强仁

等［１３］应用三维非定常数值手段研究了高负荷对转

压气机尾迹涡对叶顶泄漏流的影响。 岳少原

等［１４⁃１５］通过试验研究了对转压气机中的流动不稳

定现象，捕捉到了一种不同于模态失速先兆和突尖

失速先兆的失速类型，与常规动静交替布局的压气

机具有明显的区别，其失速扰动的产生及消亡具有

突发性，并且失速扰动沿周向的旋转速度远低于转

子转速。
从公开的文献来看，研究人员针对新几何构型

的对转压气机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丰富了研究

人员对其流动机理和规律的认识。 但大部分的研究

以数值分析的手段开展，有关流动失稳的研究还有

待加强，少量的以试验研究的结果还与数值研究结

果所获得结论存在明显差异，这严重制约了研究人

员对该类新型结构压气机流动失稳的认识。 本文以

西北工业大学低速轴流对转压气机试验平台为对

象，应用试验手段开展对转压气机流动失稳的探索

工作，丰富对转压气机非稳态试验数据，分析不同转

速比条件下对转压气机的失速特性，为进一步深入

理解对转压气机中的流动失稳现象提供支撑。

１　 研究对象及试验方案

１．１　 试验台介绍

本文所研究的对转压气机由进口导叶（１９）、
上 ／下游对转转子（２１ ／ ２１）组成，上下游对转转子由

２ 台 变 频 电 机 独 立 驱 动 和 控 制， 设 计 转 速

２ ４００ ｒ ／ ｍｉｎ， 叶 顶 间 隙 ０． ５ ｍｍ， 设 计 点 流 量

６．４ ｋｇ ／ ｓ，压比 １．０７。 顺着气流方向望去，前转子沿

顺时针转动，后转子沿逆时针转动。 采用 ＰＩＤ 技术

将转子转速相对误差控制在 ０．１％以内。 通过控制

节流锥的轴向位置改变流经压气机的空气流量，当
发生喘振等紧急情况时，可控制电磁放气阀放气实

现压气机快速退出危险工况。
图 １ 为对转压气机总体布局。 通过大气温度变

送器捕捉到的当地温度 Ｔａｔｍ结合当地大气压 ｐａｔｍ可

以获得当地大气密度 ρａｔｍ，再通过进出口壁面静压

孔得到的进口平均静压 ｐｉ，ａｖｅ和出口平均静压 ｐｅ，ａｖｅ

结合布置在前转子前端球头五孔探针获得的压气机

进口气流速度轴向分量 Ｖｉｘ、压气机进口气流平均总

压 ｐｔｉ，可以计算得到流量、总静压升、流量系数和总

静压升系数，进而获得压气机特性曲线。 计算过程

如下：

ｍｉ ＝ Ａｉε ２ρａｔｍ（ｐａｔｍ － ｐｉ，ａｖｅ） （１）
式中： ε 为膨胀系数，对于本文中的对转压气机实验

台，由于 Ｍａｉ ＜ ０．３，ε 取 １ 即可；Ａｉ 为压气机进口流

通面积，单位为 ｍ２。 由（１） 式可以计算得到压气机

进口气流质量流量。

ϕ ＝
Ｖｉｘ

Ｕ１ｍ
（２）

　 　 利用（２）式即可得到进口流量系数。 其中 Ｕ１ｍ

为压气机前转子中径线速度，利用前转子叶片叶顶

及叶根直径和转速计算得到。
Δｐ ＝ ｐｅ，ａｖｅ － ｐｔｉ （３）

Ψｔｓ ＝
ｐｅ，ａｖｅ － ｐｔｉ

１
２
ρａｔｍＵ２

１ｍ

（４）

　 　 利用（３）式和（４）式便可得到总静压升 Δｐ 和总

静压升系数 Ψｔｓ。
图 ２ 为动态压力传感器布局方案，总共采用了

３１ 个高频动态压力传感器，其中 １～９ 号传感器布置

在前转子叶顶弦长方向，１０ ～ １７ 号传感器布置在后

转子叶顶弦长方向，１ 号及 １８ ～ ２４ 号传感器沿周向

均布在前转子前缘平面，１１ 号及 ２５～３１ 号传感器沿

周向均布在后转子前缘平面。 ２ 个光纤传感器（Ｌ１，
Ｌ２）分别布置在前后转子弦向中间位置以实现前后

转子的锁相功能。 在前后转子某叶片叶顶分别涂上

反光材料，其余叶片叶顶涂黑。 当此叶片经过光纤

传感器时会被捕捉到，进而触发高频动态压力传感

器采集信号，以实现前后转子的锁相功能。 在本文

·１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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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中，动态压力传感器的采样频率为 ５．１２０ ｋＨｚ，
传感器响应频率为 ２０ ｋＨｚ。

图 １　 对转压气机试验台的总体布局

图 ２　 动态压力传感器总体布局

１．２　 转速配置以及特性录取方案

为研究不同转速比以及相同转速比不同转速对

对转压气机失速类型的影响，目前研究人员主要针

对前后转子转速比为 ０．７ ～ １．４ 区间进行分析［８⁃９］。
本文共设计了 ３ 组试验方案，分别为转速比小于 １
（包含 ０．７５，０．８５７，０．８７５，０．８８９），等于 １ 及大于 １
（包含 １．１２５，１．１６７，１．３３３）。 相同转速比下分为不

同的转速配置，共包含 １９ 种转速配置，涵盖了低－
中－高的转速范围， 从而研究同一转速比下，压气机

低转速、中转速及高转速的失速过程的变化规律。
定义转速比为 Ｒｒ ＝ ｎ１ ∶ ｎ２，其中 ｎ１ 代表前转子转

速，ｎ２ 代表后转子转速。 表 １ 给出了试验测量的 ３
组试验方案详细的转速设计。

采集特性曲线的过程，均采取以下方案，以 ８ 号

试验（转速比等于 １）为例进行说明。 设定上、下游

转子转速分别为目标转速，随着节流锥从全开状态

表 １　 前后转子转速配置

编号 Ｒｒ ｎ１ ／ （ ｒ·ｍｉｎ－１） ｎ２ ／ （ ｒ·ｍｉｎ－１） 试验组

１．１ ０．７５ ９００ １ ２００

１．２ ０．７５ １ ２００ １ ６００

１．３ ０．８５７ １ ８００ ２ １００

１．４ ０．８７５ ２ １００ ２ ４００

１．５ ０．８８９ ８００ ９００

１．６ ０．８８９ １ ６００ １ ８００

１．７ ０．８８９ ２ ４００ ２ ７００

１ 组，
Ｒｒ＜１．０

２．８ １ ８００ ８００

２．９ １ ９００ ９００

２．１０ １ １ ２００ １ ２００

２．１１ １ １ ６００ １ ６００

２．１２ １ １ ８００ １ ８００

２．１３ １ ２ １００ ２ １００

２．１４ １ ２ ４００ ２ ４００

２ 组，
Ｒｒ ＝ １．０

３．１５ １．１２５ ９００ ８００

３．１６ １．１２５ １ ８００ １ ６００

３．１７ １．１６７ ２ １００ １ ８００

３．１８ １．３３３ １ ２００ ９００

３．１９ １．３３３ １ ６００ １ ２００

３ 组，
Ｒｒ＞１．０

缓慢关闭，压气机流量系数降低、压升系数升高，压
气机特性曲线呈现稳定状态的 ｓｔａｂｌｅ１ 段。 当节流

锥关闭到一定程度时，在线叶顶动态压力传感器阵

列显示其内部流动首次出现强烈波动，在特性曲线

上记录为近失速 Ｂ 点，此时保持节流锥不动，压气

机特性曲线经历了压升系数急速下降和流量系数剧

烈波动的过程，特性线记录为图 ３ 所示的 Ｂ⁃Ｃ 失速

发展（ｓｔａｌｌ ｏｃｃｕｒ）过程。 在工况 Ｃ 继续关闭节流锥

到工况 Ｄ 再缓慢打开到工况 Ｅ，此时压气机内存在

完全发展的失速团沿周向转动，流量系数及总静压

升系数变化平缓。 随后，给节流锥一个打开状态的

微小扰动后保持节流锥位置不动，压升系数又经历

了急速抬高、流量系数略有增加的过程，最终稳定在

特性曲线 Ｆ 点，特性线上记录为 Ｅ⁃Ｆ 失速恢复（ ｒｅ⁃
ｃｏｖｅｒｙ ｓｔａｌｌ）过程。 继续缓慢打开节流锥，压气机流

量系数增加，压升系数减小，叶顶动态压力阵列信号

重新恢复稳定。 至此节流锥已遍历完所有的目标位

置，通过分析进出口壁面静压孔采集到的数据，即可

·２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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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该转速配置下的特性曲线。 其他转速比条件

下，按照此流程均可得到对应的具有迟滞行为的特

性曲线，这里不再赘述。 下文分析的失速边界均按

照此方法试验获得的近失速 Ｂ 点作为压气机特性

曲线上最后一个点。
通过处理叶顶机匣壁面动态压力传感器采集的

信号，得到 ８ 号试验失速起始阶段机匣壁面压力波

沿周向的传播过程，如图 ４ 所示。 从图中可知失速

初始扰动首先出现在后转子前缘（２５ 号传感器）并
快速向上游及下游扩张，０．１ｓ 后前转子前缘也检测

到了失速扰动并且快速增长为完全发展的失速团。
失速团周向跨度为 １３５°，传播方向与后转子转向一

致，失速团转速约等于转子下游转子转速的 ８％，这
说明本文所研究的对转压气机在近失速点捕捉方面

有较高的精度，试验结果可以用于分析对转压气机

转速比对其失稳边界影响规律。

　 图 ３　 总静压升系数－流量系数曲线 图 ４　 失速起始阶段壁面压力轨迹

２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转速比对压气机失速边界影响

图 ５ 为 １９ 种转速配置下对转压气机流量（Ｑ）－
总静压升（Δｐ）特性曲线，图例参考表 １，例如：前后

转子转速分别为 ９００ ｒ ／ ｍｉｎ 和 １ ２００ ｒ ／ ｍｉｎ 对应第一

组试验的 １ 号，则将其命名为 １．１，按照此命名规则

对所有转速配置进行命名。 图中红色、蓝色、黑色曲

线分别代表转速比等于 １、小于 １ 及大于 １ 的情况，
紫色曲线代表压气机失速边界线。 图中失速边界线

为所有转速配置下共同失速边界，该失速边界总体

呈现出折线特征，与常规压气机中失速边界形态有

所区别。 以 ２ １００（ｒ·ｍｉｎ－１） ／ １ ８００ （ｒ·ｍｉｎ－１）（转
速比 １．１６７）和 １ ８００（ ｒ·ｍｉｎ－１） ／ ２ １００（ ｒ·ｍｉｎ－１）
（转速比 ０．８５７）的转速配置为例，在前 ／后转子转速

值互换的情况下，从失稳难易程度方面讲，转速比小

于 １ 的特性曲线相比于转速比大于 １ 的失速点更靠

近左边，即转速比小于 １ 时对转压气机更难失稳。
从增压能力方面讲，转速比大于 １ 的特性曲线相比

于转速比小于 １ 的更靠上方，即转速比大于 １ 时压

气机增压能力更强。 这是由于当转速比大于 １ 时，
前转子转速更大，对气流的做功能力更强。 而在后

转子之前去除了静子叶排，使得后转子的流场更加

复杂且难以组织。 因此后转子不仅有增压的作用，
而且还承担着将前转子对气流所加的功转化为压力

势能的功能。 所以当进口气流流量相同时，转速比

大于 １ 时的增压能力更强。 通过前后转子进出口的

速度三角形亦可以进行分析。

图 ５　 不同转速配置下对转压气机流量－
静压升特性曲线及失速边界

图 ６ 为当前 ／后转子转速互换且质量流量一致

时速度三角形示意图。 此时各转速比下前转子进口

气流绝对速度 Ｃ１ｉｎ相同。 由于前后转子转速不同，
如图所示 Ｒｒ＜１ 和 Ｒｒ＞１ 的前后转子转速均与 Ｒｒ ＝ １
的转速相差 ，致使前转子出口绝对速度 Ｃ１ｏｕｔ即后转

子进口绝对速度 Ｃ２ｉｎ和后转子出口绝对速度 Ｃ２ｏｕ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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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存在一定差异。 轮缘功 Ｌｕ 反应了压气机对气流

的加功量，即轮缘功越大，增压能力越强，计算公式

如（５）式所示

Ｌｕ ＝ Ｃｏｕｔ，ｕＵｏｕｔ － Ｃ ｉｎ，ｕＵｉｎ （５）
式中： Ｃｏｕｔ，ｕ 和 Ｃ ｉｎ，ｕ 分别为转子出口和进口绝对气流

周向分量；Ｕｏｕｔ 和 Ｕｉｎ 分别为转子出口和进口圆周速

度。 对于对转压气机而言，同一转子进出口 Ｕｉｎ 和

Ｕｏｕｔ 相同，（５）式可简化为

Ｌｕ ＝ Ｕ（Ｃｏｕｔ，ｕ － Ｃ ｉｎ，ｕ） （６）

图 ６　 前后转子转速互换时速度三角形示意图

将（６）式结合图 ６ 可以发现当气流通过前转子

时，转速比大于 １ 对应的出口－进口绝对气流周向

分量之差（Ｃ１ｏｕｔ，ｕ －Ｃ１ｉｎ，ｕ）和转速 Ｕ 比转速比小于 １
时更大，轮缘功更大。 对于后转子而言，转速比小于

１ 时对应的轮缘功更大。 将前后转子综合来看，转
速比大于 １ 时对应的前后转子总轮缘功更大。 反映

在图 ５ 中即当前后转子转速互换时，转速比大于 １
时的特性曲线更靠近上方，即相同流量条件下，增压

能力更强。 通过试验可以发现其他符合条件的转速

配置均满足该规律，即前 ／后转子转速值互换的情况

下，转速比越大压气机增压能力越强，同时稳定性

更差。
由于前后转子相互独立，转速越大表明压气机

做功能力的增强。 为方便说明，定义前后转子平均

转速 Ｒａｖｅ ＝ （ｎ１ ＋ ｎ２） ／ ２。 为更清晰的表达压气机在

Ｒａｖｅ 相等的情况下的增压和失稳规律， 分别定义

Δｍｓｔａｌｌ 和 ΔｐＲｓｔａｌｌ
分别为前 ／ 后转子转速值互换时，转

速比大于 １ 情况下相比于转速比小于 １ 情况下的失

速起始点流量增量和静压升增量。 通过对表 １ 中前

／ 后转子转速值互换的试验组进行试验，表 ２列举了

Δｍｓｔａｌｌ 及 ΔｐＲｓｔａｌｌ
的详细结果。 表中编号与表 １ 一致，

Ｑｉｎｉ为失速起始点流量，Δｐｉｎｉ为失速起始点静压升。
可以发现：当前 ／后转子转速值互换时，转速比大于

１ 的压气机相比于转速比小于 １ 的情况更容易失

速，且失速起始点流量提前至少 １８％左右。 与此相

反，转速比大于 １ 的压气机相比于转速比小于 １ 的

情况增压能力更强，且失速起始点增压能力至少高

出 ５．５％。 不同的转速比下，压气机增压能力与稳定

性相互制约。 从上文分析来看，转速比对于对转压

气机的特性曲线分布规律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这
里以转速比作为分类依据，对对转压气机的失速边

界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表 ２　 前 ／后转子转速值互换时失速起始点性能

参数随转速比的变化

编号
Ｒａｖｅ ／

（ ｒ·ｍｉｎ－１）

Ｑｉｎｉ ／

（ｋｇ·ｓ－１）

Δｐｉｎｉ ／

Ｐａ

Δｍｓｔａｌｌ ／

％

ΔｐＲｓｔａｌｌ ／

％
１．５ ８５０ ０．９１５ ７１４．９
３．１５ ８５０ １．１１８ ７６０．１ ２２．１８６ ６．３２３
１．１ １ ０５０ １．１６６ １ ０６９
３．１８ １ ０５０ １．６２ １ ２１９ ３８．９３７ １４．０３２
１．２ １ ４００ １．３８３ １ ８７７
３．１９ １ ４００ ２．００４ ２ １４２ ４４．９０２ １４．１１８
１．６ １ ７００ １．８３８ ２ ８６２
３．１６ １ ７００ ２．１６９ ３ ０２１ １８．００９ ５．５５６
１．３ １ ９５０ ２．１０５ ３７３６
３．１７ １ ９５０ ２．７０８ ４ ０１７ ２８．６４６ ７．５２１

图 ７ 为 ５ 种转速比下的对转压气机流量－总静

压升特性曲线，共包含 １６ 种转速配置。 图中曲线分

别代表转速比为 １ 的 ７ 种转速配置、转速比为 ０．７５
的 ２ 种转速配置、转速比为 ０．８８９ 的 ３ 种转速配置、
转速比为 １．１２５ 的 ２ 种转速配置、转速比为 １．３３３ 的

２ 种转速配置，同时采用对应颜色标记出了各转速

比下的独立失速边界。 可以看到：在各转速比下，失
速边界比较光滑，与常规压气机失速边界形式一致。
不同的转速比下，失速边界存在差异，相互独立。 因

此相比于常规压气机，对转压气机的失速边界与转

速比有很大关联。 为了更加直观地反映转速比对对

转压气机特性曲线的影响，图 ８ 为 ５ 种转速比下的

对转压气机流量系数－总静压升系数特性曲线，图
中颜色与转速配置的对应关系与图 ７ 一致。 可以发

现：当转速比相同时，不同转速下的无量纲特性曲线

具有比较高的重合度，而不同转速比之间的无量纲

特性曲线存在明显的差异。 除此之外，在相同的流

量系数下，静压升系数随着转速比的增大逐渐减小，
特性曲线向下方移动。 由于当流量系数相同时，不
同转速比下的前转子进口速度三角形相似，若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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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也相同，则前后转子进出口的速度三角形均相似。
因此相同转速比下，不同转速的无量纲特性曲线几

乎重合。

图 ７　 不同转速比下对转压气机流量－
静压升特性曲线及失速边界

图 ８　 不同转速配置下对转压气机流量系数－
总静压升系数曲线

图 ９ 为当流量系数相同时， Ｒｒ ＜ １，Ｒｒ ＝ １ 和

Ｒｒ ＞ １ 时前后转子进口速度三角形分布。 由于转

速比相同的情况下，只要流量系数相同即进口速度

三角形相似，压气机无量纲压比就相同。 因此，不失

一般性，此处对于无量纲压比的分析，可将 Ｒｒ ＞ １，
Ｒｒ ＝ １ 和 Ｒｒ ＜ １ 情况下的进口速度三角形按全等处

理。 当转速比不相同时，由于前转子进出口速度三

角形均相同，结合（６） 式可得此时前转子所做轮缘

功相同。 当气流经过后转子时，Ｒｒ ＞ １ 时出口绝对

气流周向分量与转速方向相反为 － ΔＵ，Ｒｒ ＝ １ 时出

口绝对气流方向沿轴向，Ｒｒ ＜ １ 时出口绝对气流周

向分量与转速方向相同为ΔＵ。 故随着转速比减小，
后转子出口和进口绝对气流周向分量之差（Ｃ２ｏｕｔ，ｕ －
Ｃ２ｉｎ，ｕ） 和转速 Ｕ增大，Ｌｕ 更大。 综合前后转子来看，
随着转速比减小，对转压气机的增压能力更强，最终

形成如图 ８ 所示的不同转速比下特性曲线具有差异

性的分布规律。

图 ９　 不同转速比下的速度三角形示意图

２．２　 变转速比失速初始扰动分析

上文表明转速比对对转压气机的特性曲线及不

同转速比下的失速边界有重要的影响。 为进一步深

入研究对转压气机在不同转速配置下近失速时的内

部流动状态，对所有试验组进行试验并分析。 表 ３
列举了所有转速配置下对转压气机失速扰动类型及

基于后转子转速的失速团旋转速度归纳结果。 可以

发现：当转速比等于 １ 时，不同转速配置下失速起始

阶段前后转子中的失速扰动均占据周向 １３５°范围，
表 ３　 不同转速比条件下对转压气机失速

扰动特征及初始扰动频率

编号 失速扰动特征
基于后转子转速的

失速团旋转速度 ／ ％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类突尖波

１６．４０
１６．０５
１１．７７
１０．４０
１１．７３
１０．９３
９．５１

２．８
２．９
２．１０
２．１１
２．１２
２．１３
２．１４

类突尖波

８．１０
８．２７
８．００
７．５０
７．０７
６．７４
６．１０

３．１５
３．１６
３．１７
３．１８
３．１９

类突尖波

失速扰动固定在机匣周向的

某个范围内，不沿周向传播

４．５０
３．１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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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向旋转速度大约为后转子转速的 ６％ ～ ８％，传播

方向与后转子旋转方向一致，基于后转子的失速旋

转速度随着 Ｒａｖｅ 增大而减小，且在相同的 Ｒａｖｅ 条件

下，随着转速比的增大，该值减小。 图 ４ 展示了前后

转子转速均为 ８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压气机壁面压力信号，
此时失速扰动周向旋转速度大约为后转子转速的

８％。 在转速比小于 １ 的所有转速配置下，失速扰动

特征与转速比等于 １ 时类似，不同的是失速扰动周

向旋转速度大约为后转子转速的 １０％ ～１８％。 在转

速比大于 １ 的情况下，失速扰动特征比较复杂。 当

转速比为 １．１２５ 时，失速扰动特征与转速比小于等

于 １ 时相似，失速扰动以后转子旋转方向在周向以

３％～４％后转子转速进行周向旋转。 综合来看，当
转速比小于等于 １．１２５ 时，失速扰动占据周向 １３５°
范围，并以后转子旋转方向在周向以 ３％ ～１８％后转

子转速旋转。
这与旋转速度通常大于 ５０％转子速度，周向通

常占据 ２～３ 个叶片通道的典型突尖波［６］ 相似但存

在差异。 为方便描述，将这种周向尺寸远大于突尖

波且旋转速度远低于突尖波失速扰动特征记为类突

尖波。 当转速比为 １．１６７ 和 １．３３３ 时，失速扰动特征

出现了明显变化。 此时失速扰动与突尖波或者模态

波扰动都存在明显的区别，扰动固定在机匣周向的

某个范围内，不沿周向传播。 如图 １０ 所示，在转速

比为 １．３３３ 时，前后转子的失速初始扰动均固定在

周向大约 ２２５°范围内，故不存在初始扰动频率。 该

现象与常规压气机中的失速特征具有很大的差异。
因此，尽管对转压气机在不同转速比下的特性曲线

并无太大区别，但其中的失速扰动特征存在很大

差异。
图 １１ 为不同转速比下失速扰动特征的归纳结

果，数据来源表 ３ 中 １９ 个转速配置下的失速扰动特

征。 图中采用黑色代表转速比小于或等于 １．１２５ 的

失速扰动特征，红色代表转速比大于或等于 １．１６７
的失速扰动特征。 当前 ／后转子转速比小于或等于

１．１２５ 时，失速扰动沿周向旋转。 当转速比大于或

等于 １．１６７ 时，失速扰动不沿周向旋转。 对于本文

所研究的对转压气机，转速比存在一个临界值，该值

位于 １．１２５～１．１６７ 之间，当转速比小于该临界值时，
失速扰动绕周向旋转，与常规压气机类似。 当转速

比大于该临界值时，失速扰动不沿周向旋转，该现象

与常规压气机具有显著差异。

　 　 　 　 　 　 　 　 　 图 １０　 转速比为 １．３３３ 时失速起始过程壁面压力轨迹 图 １１　 不同转速比下失速初始

扰动特征的归纳结果

　 　 图 １２ 为不同转速比下失速初始扰动频率随Ｒａｖｅ

的变化规律，共包含 １６ 种转速配置。 其中红色代表

转速比小于 １ 的情况，蓝色代表转速比等于 １ 的情

况，黑色代表转速比等于 １．１２５ 的情况。 总体上，转
速比越小，失速初始扰动频率越高。 在同一转速比

下，失速扰动初始频率随 Ｒａｖｅ的增大而增大，表明失

速初始扰动的旋转速度或个数有所增加。

图 １２　 失速频率随平均转速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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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本文以低速轴流对转压气机为试验平台，通过

设置转速比小于 １、等于 １ 以及大于 １ 共 １９ 种转速

配置并进行试验，成功捕捉到了所有近失速点及不

同转速比条件下的失速边界特征。 通过对所有转速

配置下的失速扰动特征进行分析可得到如下结论：
１） 在前 ／后转子转速值互换的情况下，转速比

大于 １ 相比于转速比小于 １ 时压气机更容易失速，
增压能力更强，且失速起始点流量提前至少 １８％，
增压能力至少高出 ５．５％。 不同的转速比下，压气机

增压能力与稳定性相互制约。 相比于常规压气机，
对转压气机的失速边界更复杂，不同转速比下的失

速边界相互独立。
２） 当转速比相同时，相同流量系数下，前后转

子进出口速度三角形均相似，压气机压升系数相等，

因此等转速比下无量纲特性曲线几乎重合。 当转速

比不同时，随着转速比减小，相同流量系数下对转压

气机后转子所做轮缘功变大，增压能力变强，无量纲

特性曲线向上方移动。
３） 对于对转压气机，存在一个临界转速比值位

于 １．１２５ ～ １．１６７ 之间。 当转速比小于该临界值时，
失速扰动占据周向大约 １３５°范围，以 ３％～１８％后转

子旋转速度沿与后转子相同的旋转方向进行周向旋

转，失速扰动特征为类突尖波。 此时转速比越小，失
速初始扰动频率越高，且在同一转速比下，失速扰动

初始频率随 Ｒａｖｅ的增大而增大。 当转速比大于该临

界值时，失速扰动固定在周向某一位置，不沿周向旋

转，该现象与常规压气机具有显著差异。
通过本文试验研究，认识到对转压气机中失速

过程的复杂性，未来应采用更精细的测量设备及更

先进的数据分析手段清晰地刻画对转压气机中的失

速过程，为对转压气机的进一步应用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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