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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式跨声速风洞轴流压缩机噪声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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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某连续式跨声速风洞主压缩机系统为 １ 台三级轴流压缩机，该压缩机采用了增加级间距与合

理选择动静叶数目比的低噪声设计思路。 该轴流压缩机进出口气动噪声特性试验结果表明合理选择

压缩机动静叶数目比可有效抑制压缩机第一阶 ＢＰＦ 对应的单音噪声向上下游传递，但无法完全消除

第一阶 ＢＰＦ 对应的单音噪声。 噪声幅值频谱特性表明，压缩机噪声中含占主导地位的异常单音噪声，
且异常单音噪声对应的频率成倍数关系，压缩机进口气动噪声受异常单音噪声影响的程度高于压缩

机出口受异常单音噪声影响的程度。 将压缩机进口机壳上半部分的 ４ 片支撑片移除后的测试结果表

明，压缩机进口周期性非均匀流场诱导第一级高展弦比动叶片振动是异常单音噪声产生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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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式跨声速风洞是支撑航空航天器发展、空
气动力学基础研究的重要地面试验平台。 试验段气

流压力脉动水平是衡量风洞流场品质的核心指标，
是影响风洞试验数据准确性和试验结果可靠性的关

键。 风洞试验段脉动压力水平可显著影响边界层转

捩位置［１⁃２］、激波边界层干扰特性［３⁃４］、抖振边界预

测［４］、分离泡形态［５］、试验模型阻力［６］；过高的风洞

试验段压力脉动水平会延长获取准确试验数据所需

时间，降低风洞试验效率，甚至可能导致无法在试验

段内进行准确的动态压力信号采集［７⁃８］。 为保证风

洞试验准确性、可靠性，提升风洞试验数据采集精

度，一般要求连续式跨声速风洞试验段气流压力脉

动系数 ΔＣｐ ≤ ０．７％。 为准确测得试验模型的抖振

边界，小飞机模型要求风洞试验段无因次脉动压力

谱密度 ｎＦ（ｎ） ≤ ０．００６，大飞机模型要求无因次脉

动压力谱密度 ｎＦ（ｎ） ≤ ０．０１０。
影响连续式跨声速风洞试验段压力脉动水平的

因素主要包括槽壁和孔壁自生噪声、湍流边界层噪

声、节流噪声和压缩机噪声等。 压缩机噪声是闭式、

变密度连续式跨声速风洞试验段压力脉动水平的重

要来源。 为使试验段压力脉动水平满足空气动力试

验高精度测力需求，风洞压缩机进、出口气动噪声不

能超过 １４０ ｄＢ。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ＣＡＲＤＣ）０．６ ｍ×０．６ ｍ 连续式跨声速风洞轴流压缩

机出口噪声声压级高达 １５５ ｄＢ。 若要将轴流压缩

机进出口气动噪声控制在 １４０ ｄＢ 以下，需要采取有

效降噪措施抑制压缩机出口气动噪声传播，最终实

现不小于 １５ ｄＢ 的降噪。
在航空发动机短舱进气道、机匣、反推力装置及

风扇涵道等部位安装声衬（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ｌｉｎｅｒ）是控制航

空发动机气动噪声的有效措施［９⁃１２］。 中国空气动力

研究与发展中心通过在 ０．６ ｍ×０．６ ｍ 连续式跨声速

风洞轴流压缩机出口导流锥上安装声衬仅仅实现了

６ ｄＢ降噪量［１３］。
实际工程应用中，综合考虑声衬设计制造成本，

尺寸效应（超大轴流压缩机）等因素，仅依靠安装声

衬使连续式跨声速风洞轴流压缩机进出口声压级小

于 １４０ ｄＢ 存在一定风险。 为此，某新研制连续式跨

声速风洞三级轴流压缩机采用了增大压缩机级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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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于合理动静叶数目比实现声截断的低噪声设计

思路。
为准确掌握此压缩机气动噪声特性，本文对此

三级轴流压缩机进出口气动噪声特性进行测试，并
对压缩机进出口噪声声压级随试验马赫数变化而变

化的规律以及噪声的频谱特性进行了分析。

１　 试验测试

１．１　 试验对象

某连续式跨声速风洞压缩机为一台三级轴流压

缩机。 压缩机的基本参数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压缩机基本参数

名称 参数

级数 ３

动叶数 ２８

进口导叶 ／静叶数 ５４

进口支撑片 ９

级间距因子 １００

１．２　 测点布置与测试方法

脉动压力采集点布置于压缩机进口截面 １⁃１ 和

出口截面 ２⁃２ 上（如图 １ 所示），每个测量截面周向

均匀预留 ８ 个噪声测点。

图 １　 压缩机测点布置示意图

现场实际测量时，受安装条件限制，压缩机进、
出口只布置 ４ 个压力脉动传感器（如图 ２ 所示），压
力脉动传感器均布置于上半部分机壳。 本次测试中

所用部分测试设备及其主要参数见表 ２。 本次试验

采样频率为 ５０ ｋＨｚ，单次采样时间为 ２０ ｓ，所用窗函

数为汉宁窗。

图 ２　 测量截面脉动压力传感器布置图

表 ２　 测试设备及参数

名称 型号 主要参数

数据采集仪
ＳＣＡＤＡＳ
ＳＣＲ２０５

２４ 路通道，最大采样

频率 ２０４．８ ｋＨｚ

测试分析软件 ＬＭＳ Ｔｅｓｔ． Ｌａｂ 含采集与分析模块

脉动压力传感器 ＧＲＡＳ ４６ＢＰ
４～７０ Ｈｚ、３９～１７２ ｄＢ，
灵敏度 １．５ ｍＶ ／ Ｐａ

功率放大器

声校准器

ＧＲＡＳ １２ＡＱ
Ｂ＆Ｋ ４２３１

２ 通道，增益 ２０～７０ ｄＢ
９４ ／ １１４ ｄＢ（Ａ），１ ｋＨｚ

１．３　 误差控制

为了有效控制随机误差，每一状态均重复采集

３ 次，试验数据取 ３ 次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若无特

别说明，文中的平均值均指算术平均值）。 另外，测
试前采用声校准器对脉动压力传感器进行现场校

准，标准误差小于 ０．２ ｄＢ；安装传感器时应特别注意

传感器与壁面保持齐平以避免因传感器安装不平引

起较大误差，本试验由传感器安装不平度引起的测

量误差估计在 ０．０１ ｄＢ 以下；本试验所用的传感器

经过多次反复试验测量证明其性能是稳定的，本底

噪声较低，由传感器自身噪声引起的测量误差估计

为 ０．２ ｄＢ。 综上，本次测量的精度是符合要求的。
１．４　 数据处理

本次试验主要对压缩机的噪声声压级和功率谱

进行了分析。 噪声声压级 ＬＳＰ计算方法如（１）式所

示：

　 　 ＬＳＰ ＝ ２０ｌｇ
Ｐｒｍｓ

２．０ × １０ －５

æ

è
ç

ö

ø
÷ （１）

式中

·０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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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ｍｓ ＝ ｌｉｍ
Ｔ→∞

１
Ｔ ∫

Ｔ

０
（Ｐ ｔ － Ｐ）ｄｔ

　 　 幅值谱 （φ（ ｆ）） 数据处理方法如（２） 式和（３）
式所示。 设压力脉动传感器测得的脉动压力信号在

时域中可表示为 ｆ（ ｔ），通过快速傅里叶变换可求得

与之对应的频域函数 Ｐ（ ｆ），根据（３） 式可计算脉动

压力信号对应的幅值谱。 文中若无特别说明，幅值

谱为同一测量截面所有有效测点的平均值，所有幅

值谱均只显示前五阶 ＢＰＦ 对应频率范围。
Ｐ（ ｆ） ＝ Ｒ（ ｆ） ＋ ｉＩ（ ｆ） （２）

φ（ ｆ） ＝ Ｒ（ ｆ） ２ ＋ Ｉ（ ｆ） ２ （３）

２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噪声声压级

表 ３、表 ４ 和图 ３ 展示了压缩机进、出口测量截

面上不同周向测量位置所测噪声声压级及其平均值

随风洞试验马赫数的变化特性。 可以看出压缩机出

口平均声压级随马赫数增加而逐渐增加，Ｍａ０．２ 工

况对应的出口平均声压级最小，为 １２７． ２４ ｄＢ。
Ｍａ１．６对应的出口平均声压级最高，为 １５０．９３ ｄＢ。
压缩机进口平均声压级随马赫数的变化规律不明

显，从表 ３、表 ４ 和图 ３ 可以看出，Ｍａ０．４ 工况压缩机

平均声压级最低，为 １２９．７３ ｄＢ，Ｍａ０．６ 工况对应的

压缩机平均声压级最高，为 １４８．９９ ｄＢ。
表 ３　 压缩机出口噪声声压级

工况 测点① 测点② 测点④ 平均

Ｍａ０．２ １２７．２７ １２７．３４ １２７．１１ １２７．２４

Ｍａ０．４ １３４．３０ １３５．４７ １３７．１６ １３５．６４

Ｍａ０．６ １４３．５６ １４２．７４ １４３．１０ １４３．１３

Ｍａ０．９ １４７．８８ １４６．６５ １４６．５８ １４７．０４

Ｍａ１．２ １４８．１６ １４７．７４ １４７．３３ １４７．７４

Ｍａ１．４ １４９．２５ １４９．５９ １５０．０１ １４９．６２

Ｍａ１．６ １５１．０２ １５０．３１ １５１．４７ １５０．９３

表 ４　 压缩机进口噪声声压级

工况 测点① 测点② 测点③ 测点④ 平均

Ｍａ０．２ １３２．８２ １２９．９９ １３０．９７ １３３．８１ １３１．９０

Ｍａ０．４ １３０．４０ １２９．９１ １２８．５２ １３０．１０ １２９．７３

Ｍａ０．６ １４６．７６ １４８．７３ １５０．４４ １５０．０２ １４８．９９

Ｍａ０．９ １４６．３９ １４６．９４ １４９．３１ １４７．２４ １４７．４７

Ｍａ１．２ １４６．６９ １４８．７７ １５１．１０ １４９．１２ １４８．９２

Ｍａ１．４ １４８．０１ １４６．３６ １４７．４５ １４５．４７ １４６．８２

Ｍａ１．６ １４３．２０ １４２．９５ １４３．５１ １４１．９５ １４２．９０

图 ３　 不同工况压缩机进、出口总声压级

叶轮机械单音噪声和宽频噪声声功率级可用

（４）式关联计算。
Ｗｂｂ

Ｗｔｏｎｅ
} ＝ ρ０ｃ２０ ＡＫ

ΔＴ
Ｔ

æ

è
ç

ö

ø
÷

２

Ｍａｂ
ｔ （４）

式中， ΔＴ
Ｔ

和Ｍａｔ 分别表示压缩机进出口总温升和叶

尖马赫数，其余参数均为与试验工况和压缩机组特

征参数相关的常数。
连续跨声速风洞不同试验马赫数工况下所需总

压比随试验马赫数增加而增加。 各工况压缩机的转

速如表 ５ 所示。 综上，所测压缩机进出口气动噪声

声压级应随马赫数的增加而增加。
表 ５　 不同工况下压缩机转速

工况 转速 ／ （ ｒ·ｍｉｎ－１）

Ｍａ０．２ ９５０

Ｍａ０．４ １ ５１５

Ｍａ０．６ ２ ０６５

Ｍａ０．９ ２ ６０４

工况 转速 ／ （ ｒ·ｍｉｎ－１）

Ｍａ１．２ ２ ９０５

Ｍａ１．４ ３ １２０

Ｍａ１．６ ３ ４７２

·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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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显示压缩机出口噪声声压级随马赫数

增加而变化的规律符合上述特征，压缩机进口噪声

声压级不符合上述变化规律，表明压缩机内部存在

新的声源。 另一方面，若干座连续式轴流压缩机噪

声数据表明，同一工况下，压缩机出口噪声声压级均

大于压缩机进口噪声声压级。 表 ３、表 ４ 和图 ３ 表

明，压缩机出口噪声平均声压级只有在 Ｍａ０． ４、
Ｍａ１．４和 Ｍａ１．６ 工况下高于进口噪声声压级，而其

余工况下压缩机进口噪声平均声压级高于出口噪声

平均声压级，Ｍａ０．６ 工况下，压缩机进口噪声平均声

压级与出口噪声平均声压级之差高达 ５．８６ ｄＢ。 据

此同样推测压缩机内产生了新的声源，新声源在

Ｍａ０．６ 工况下对压缩机气动噪声产生的影响最大。
已经测得的若干座连续式风洞轴流压缩机噪声

数据均显示压缩机进出口同一测量界面声压级周向

分布不均。 表 ３、表 ４ 中所展示的压缩机气动噪声

测试结果同样反映了此特征。 从表 ３ 中可以看出，
Ｍａ０．４ 工况时，压缩机出口噪声周向分布最不均匀

（以所测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表征），周向最高声压

级与最低声压级之差约为 ２．８ ｄＢ；压缩机进口噪声

周向分布最不均匀的工况为 Ｍａ１．２ 工况，周向最高

声压级与最低声压级之差约为 ４．４ ｄＢ。 进一步分析

进出口噪声声压级周向分布情况发现，在多数工况

下，压缩机进口噪声周向分布比出口噪声周向分布

更不均匀。
压缩机进口气流噪声传播为逆流传播，而压缩

机出口气流噪声传播为顺流传播，因此，初步认为顺

流传播或许有利于抑制旋转机械噪声空间分布的不

均匀性；受风洞第一拐角段影响，压缩机进口流场相

比于压缩机出口流场更不均匀，空间流场自身均匀

性可能也是影响压缩机进、出口气动噪声空间分布

不均匀的另一要素。
２．２　 幅值谱特性

由上文可知，压缩机内部产生了新的异常噪声

源，故对噪声幅值谱特性进行分析。 由图 ３ 可知，
Ｍａ０．４ 和 Ｍａ０．６ 为压缩机出口噪声高于和低于压缩

机进口噪声的 ２ 种典型工况，故对 Ｍａ０．４ 和 Ｍａ０．６
工况下压缩机进出口气动噪声的幅值谱特性进行分

析。 根据表 １ 和表 ５ 可以计算得出，Ｍａ０．４ 和 Ｍａ０．６
工况对应的一阶 ＢＰＦ 的频率分别为 ７０７． ６ Ｈｚ 和

９６９．５ Ｈｚ。 根据压缩机设计参数和（５） ～ （６）式计算

获得的 Ｍａ０．４ 和 Ｍａ０．６ 工况下模态传播特性随频

率的变化规律分别如图 ４ 和图 ５ 所示。

Ｊ′ｍ（κｍｎｒＨ）　 Ｙ′ｍ（κｍｎｒＨ）
Ｊ′ｍ（κｍｎｒＤ）　 Ｙ′ｍ（κｍｎｒＤ）

＝ ０ （５）

ｆｃ ＝
κｍｎ

２πＲ
ｃ０ １ － Ｍａ２ （６）

式中： Ｊｍ 和 Ｙｍ 分别表示第一类和第二类贝塞尔函

数；κｍｎ 为管道模态特征值；ｒＨ 和 ｒＤ 分别表示压缩机

轮毂和机壳半径。

图 ４　 截通状态最大周向与径向模态阶数（Ｍａ０．４）

图 ５　 截通状态最大周向与径向模态阶数（Ｍａ０．６）

根据 Ｔｙｌｅｒ 和 Ｓｏｆｒｉｎ 发展的经典管道噪声模型

可知，由 Ｚ 个动叶和 Ｖ 个静叶相互干涉产生的周向

声模态的模态数 ｍ 可用（７）式表示。
ｍ ＝ ｈＺ ± ｓＶ （７）

式中： ｈ 表示基频和它的谐频；ｓ 为任意整数。
由（７）式计算得到 Ｍａ０．４ 工况和 Ｍａ０．６ 工况前

五阶 ＢＰＦ 对应的最低周向模态阶数如表 ６ 所示。
综合图 ４ 和图 ５ 可知，基于当前叶片数以及流动条

件，压缩机第一阶 ＢＰＦ 对应的单音噪声可被有效截

断，而第二阶 ＢＰＦ 和第四阶 ＢＰＦ 对应单音噪声被截

断的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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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最低周向模态阶数

基频及谐频 一阶 二阶 三阶 四阶 五阶

最低周向模态阶数 ２８ ２ ２４ ４ ２２

２．２．１　 Ｍａ０．４ 工况

图 ６ 和图 ７ 反映了 Ｍａ０．４ 工况下压缩机进、出
口噪声的幅值谱特性。 由图 ６ 可知，Ｍａ０．４ 工况下

压缩机进口噪声中第一阶 ＢＰＦ 和第二阶 ＢＰＦ 对应

的单音噪声的能量相近（相差约 １．３ ｄＢ）；由图 ７ 可

知，Ｍａ０．４ 工况下压缩机出口第一阶 ＢＰＦ 对应单音

噪声远弱于第二阶 ＢＰＦ 对应的单音噪声（相差约

１７ ｄＢ）。 出口第一阶 ＢＰＦ 单音噪声远低于高阶

ＢＰＦ 单音噪声的原因为此压缩机设计时合理地选

择了压缩机动静叶数目比，从而使得压缩机第一阶

ＢＰＦ 单音噪声在管道中传播时处于截止状态。 进

口噪声的第一阶 ＢＰＦ 单音噪声与第二阶 ＢＰＦ 单音

噪声声压级相近也表明合理的动静叶数目比有效地

降低了第一阶 ＢＰＦ 对应的单音噪声的能量。

图 ６　 Ｍａ０．４ 工况压缩机进口噪声频谱特性

图 ７　 Ｍａ０．４ 工况压缩机出口噪声频谱特性

从图 ６ 和图 ７ 可以看出，Ｍａ０．４ 工况压缩机进、
出口均存在一个频率约为 ８００ Ｈｚ 的异常单音噪声。

在压缩机进口截面上，此异常单音噪声的能量远小

于各阶 ＢＰＦ 对应的能量。 压缩机出口截面上，此异

常单音噪声的能量仅小于第二阶 ＢＰＦ 对应的单音

噪声。 尽管 Ｍａ０．４ 工况下，压缩机进出口截面上均

存在异常单音噪声，但是占绝对主导的仍为各阶

ＢＰＦ 对应的单音噪声。 因此，Ｍａ０．４ 工况下，压缩机

出口噪声声压级高于进口噪声声压级，符合压缩机

气动噪声一般规律。
对比图 ６ 和图 ７ 中的异常单音噪声发现出口异

常单音噪声的能量远高于同频率压缩机进口异常单

音噪声的能量（８００ Ｈｚ 单音频率对应的异常噪声值

相差约 １５ ｄＢ），表明 Ｍａ０．４ 工况下异常单音噪声的

噪声源可能更靠近压缩机出口。
２．２．２　 Ｍａ０．６ 工况

图 ８ 和图 ９ 展示了 Ｍａ０．６ 工况下压缩机进出口

气流噪声的幅值谱特性。 由图 ８ 可知压缩机进口截

面上第二阶 ＢＰＦ 对应的单音噪声能量最高为

１２２．６６ ｄＢ，压缩机出口前三阶 ＢＰＦ 对应的单音噪声

的能量基本相当，均在 １２６ ｄＢ 左右。 从图 ８ 和图 ９
可以发现压缩机进出口气动噪声中存在大量异常单

音噪声。 压缩机进、出口截面上异常单音噪声的最

低频率约为 ７００ Ｈｚ（称之为一阶异常单音噪声）。
此外仍可在 １ ４００ Ｈｚ，２ １００ Ｈｚ 等与 ７００ Ｈｚ 成倍数

的频率附近观测到异常单音噪声的存在（依次命名

为二阶、三阶异常单音噪声）。 由于异常单音噪声

对应的频率呈倍数关系，因此异常单音噪声可能与

压缩机内部转动部件有关。 由于压缩机进、出口异

常单音噪声频率相对应，Ｍａ０．６ 工况压缩机进出口

异常单音噪声源相同。

图 ８　 Ｍａ０．６ 工况压缩机进口噪声频谱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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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Ｍａ０．６ 工况压缩机出口噪声频谱特性

压缩机进出口截面上异常单音噪声自身特性存

在差别。 一方面压缩机出口占主导的异常单音噪声

为一阶异常单音噪声，而压缩机进口占主导的异常

单音噪声为二阶异常单音噪声。 另一方面，压缩机

进口异常单音噪声的能量远高于压缩机出口异常单

音噪声的能量。 由于压缩机进出口噪声中异常单音

噪声占绝对主导地位，导致 Ｍａ０．６ 工况下压缩机进

口噪声声压级高于出口噪声声压级。 由于压缩机进

口异常单音噪声能量高于压缩机出口异常单音噪声

能量，推测 Ｍａ０．６ 工况下异常单音噪声源更靠近压

缩机进口。
由图 ８ 可看出，压缩机进口第一阶 ＢＰＦ 的能量

远低于第二阶 ＢＰＦ 对应的单音噪声的能量，由图 ９
得知出口前三阶单音噪声能量相当，表明基于动静

叶数目比的声截断设计在 Ｍａ０．６ 工况同样产生了

作用。
２．２．３　 其余各工况

与 Ｍａ０．４ 工况类似，Ｍａ１．６ 工况对应的压缩机

进出口主导气动噪声为各阶 ＢＰＦ 对应的单音噪声，
而其余各工况下均存在与频率呈倍数关系的占主导

的异常单音噪声。 其余各工况下气动噪声的幅值谱

特性图不再列出。
２．３　 异常单音噪声源分析

由 ２．２ 节可知，除 Ｍａ０．４ 和 Ｍａ１．６ 工况外，其余

各工况下压缩机进出口气动噪声均受到高强度、异
常的、与频率呈倍数关系的单音噪声影响，异常单音

噪声的产生与压缩机旋转部件相关，且异常单音噪

声源靠近压缩机入口。
仔细分析压缩机设计特征发现，压缩机第一级

动叶展弦比高达 ３．５，压缩机制造时采用 ３０４ 不锈钢

叶片（设计用材为碳纤维）。 异常单音噪声可能与

高展弦比叶片在周期性非均匀流场激励下产生振动

有关。 气流经过第一拐角段、压缩机入口 ９ 片支撑

片和 ５４ 片进口导叶形成的尾迹是第一级动叶入口

周期性非均匀流场形成的主要原因。 其中上半部分

机壳中的 ４ 片支撑片在结构上是冗余的。 为辨别异

常单音噪声源，将此 ４ 片支撑片移除后对压缩机进

出口气动噪声进行重新测试。
图 １０ 和图 １１ 给出了移除支撑片后 Ｍａ０．６ 工况

下压缩机进出口气动噪声的幅值谱特性。 对比图 ８
和图 ９ 可以发现 Ｍａ０．６ 工况下压缩机进出口气动噪

声中异常单音噪声成分显著减小。 除 ７００ Ｈｚ 处仍

有占主导地位的异常单音噪声外，未见其他占主导

地位的异常单音噪声。 相比于未移除支撑片工况，
移除支撑片后，７００ Ｈｚ 对应的异常单音噪声能量显

著降低。 另外，图 １０ 和图 １１ 中可以见到形成了频

率为 ５００ Ｈｚ 的新的非主导性异常单音噪声，且存在

与之二倍频对应的单音噪声，此噪声的生成可能与

移除上机壳 ４ 片支撑片形成的新的非均匀流场有

关。 基于此，可以初步判断压缩机异常单音噪声与

第一级动叶在周期性非均匀流场作用下产生的振动

有关。

图 １０　 Ｍａ０．６ 工况压缩机进口噪声频谱特性

图 １１　 Ｍａ０．６ 工况压缩机出口噪声频谱特性

·４３８·



第 ４ 期 龙炳祥，等：连续式跨声速风洞轴流压缩机噪声特性研究

从图 １０ 和图 １１ 发现，当异常单音噪声的主导

地位降低时，各阶 ＢＰＦ 对应的单音噪声的能量变化

规律发生显著变化。 图 ９ 中第一阶 ＢＰＦ 和第二阶

ＢＰＦ 对应的能量相当，但图 １１ 中显示第一阶 ＢＰＦ
单音噪声对应的能量远低于第二阶 ＢＰＦ 对应的单

音噪声的能量。 表明压缩机入口流场可显著影响压

缩机单音噪声能量分布以及声截断效应。
从图 ６～１１ 所呈现的幅值谱特性中发现，低频

处存在一个随着转速增加而能量增加的异常单音噪

声，相同转速下，出口处此噪声声压级高于压缩机进

口对应的噪声声压级约为 ５．０ ｄＢ。 由于该异常噪声

频率不随转速变化，而能量随着转速的增加而增加，
初步推测此频率异常单音噪声可能由压缩机结构或

压缩机基础的振动引起，也可能由两者共同引起。

３　 结　 论

１） 除 Ｍａ０．４ 和 Ｍａ１．６ 外，压缩机进出口噪声中

存在异常单音噪声；试验研究表明周期性非均匀入

口流场作用下诱导高展弦比叶片振动是异常噪声的

主要来源之一；
２） 合理选择压缩机动静叶片数目比，可有效截

断压缩机第一阶 ＢＰＦ 单音噪声。 但受真实流动条

件的影响，截断效应无法完全抑制第一阶 ＢＰＦ 对应

的单音噪声向压缩机上下游传递；
３） 极低频处的异常噪声声压级随着压缩机转

速的增加而增加，该异常噪声在出口处的声压级高

于其在进口处对应的声压级约 ５ ｄＢ，异常噪声可能

由压缩机下游结构或压缩机基础振动引起，也可能

由两者共同引起；
此外由于此次试验未开展对比试验，因此难以

量化采用 １００％级间距因子带来的效益。 由于异常

噪声仍未完全消除，需要开展进一步更加系统与深

入的测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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