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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非电激发燃气发生器的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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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实现某电磁炮射水雷诱饵弹水下充气悬浮功能，设计了一种新型高安全非电激发燃气发生器，采用基于
隔板起爆器与限制性导爆索的输入端实现非电激发，采用侧排式多层物理冷却外冷却装填装置对气体进行过滤冷却，并
与直排式单层过滤冷却装置的燃气发生器进行气囊充气对比试验。结果表明：本文设计的燃气发生器出口燃气温度低于
80℃且过滤残渣效果较好，97.3L 气囊在 4.5s 内充满，充气过程中气囊完好，且该燃气发生器装配简单、易于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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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realize the underwater inflatable suspension function of a mine decoy projectile launched by an
electromagnetic gun, a new type of non-electrically excited gas generator with high safety was designed. The non-electric
excitation was realized by using the input terminal based on through-bulkhead initiator and confined detonating fuse. The side row
multi-layer physical cooling external cooling filling device was used to filter and cool the gas, and the air bag inflation comparison
test was carried out for the gas generator of the straight row single-layer filter cooling devi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utlet gas
temperature of the designed gas generator is lower than 80℃ and the effect of filtering residue is good. The 97.3L air bag is filled
within 4.5s, and the air bag is intact during infl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gas generator is simple in assembly and easy to process.
Key words：Non-electric pyrotechnic system；Pyrotechnic gas generator；Filter cooling device；Structural design

燃气发生器是一种快速产气装置，具有体积小、

采用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TPU）复合布料制成，具

充气快、灵活方便、不受环境条件影响等优点，广泛

有易折叠、重量轻、防水性好、弹性高、耐磨耐腐蚀

用于汽车安全气囊、水中兵器、航空航天及海上救生

[3-4]

等优点，但其耐高温性能一般，短期使用温度不超

。电磁炮射水雷诱饵弹的发射环境为强电磁

过 120℃，长期使用温度不超过 80℃[5-6]，因而对燃

环境，而目前燃气发生器的激发方式多采用电激发，

气发生器的过滤冷却功能提出了很高要求。成一等[7]

在强电磁环境下可能出现误动作，因此需设计非电激

采用自由装填的颗粒石子或多孔分子筛为冷却过滤

发的燃气发生器。此外，由于水雷诱饵弹的充气气囊

材料，设计了一种低温无烟燃气发生器。陈雨等[8]设

[1-2]

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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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了一种迷宫式过滤冷却机构，有效提高了燃气发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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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气药优先选用低燃速、低能量的低燃温双基推进

器的气体清洁度和降温效果。吴昊等 对比了各种过

剂。由于改奥醋铅-1 双基推进剂（P-37）燃温低、压

滤冷却介质，提出不锈钢丝网在残渣过滤及冷却降温

力指数低且燃烧性能稳定，选定 P-37 为本装置的产

[10]

方面更具优势。徐复铭等 提出了一种物理冷却外冷

气药，其具体性能参数见表 1。
表 1 P-37 主要性能参数
Tab.1 Main properties of P-37

却装填方法，但未说明具体的冷却介质和装填结构。
针对电磁炮射水雷诱饵弹水下充气悬浮，本文设
计了一种新型非电激发燃气发生器，通过隔板起爆器
与限制性导爆索实现其非电激发，采用侧排式多层物
理冷却外冷却装填装置对气体进行过滤冷却，并通过
气囊充气试验与直排式单层过滤冷却装置的燃气发
生器进行了对比。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性能
燃温 Tc/K
实测比冲 Isp/s
密度ρ/(g·cm-3)
特征速度 c※/(m·s-1)
燃气平均分子量
比容νl/(L·kg-1)
气体常数 R/(J·kg-1·K-1)
绝热等压燃烧温度 TP/K
火药力 f/(kJ·kg-1)
比热比 k

参数
1 387
1 716
1.60
1 257
21.6
875（液态水）
222.9
1 387
670
1.32

依据公式（1）~（3）[10]进行最大、最小装药量

1 设计

计算：

1.1 结构设计与工作原理
非电激发燃气发生器由前封头、限制性导爆索、
隔板起爆器、点火药盒、产气药盒、过滤冷却装置、
后封头和壳体等组成，如图 1 所示。
冷却过滤装置

产气药盒 点火药盒

fTmmin
PV 
Tp
P
 mmaxV
vl
T=Tc·ε

（1）
（2）
（3）

式（1）～（3）中：mmax 为最大装药质量，kg；
P 为气囊内压强，取 0.2MPa；V 为气囊容积，取 100

隔板起爆器
限制性导爆索

L；mmin 为最小装药质量，kg；T 为气体温度，K；ε
为修正系数，取 0.24，其余参数见表 1。计算出 mmax
和 mmin 后取平均值，为 180g，作为产气药装药量。
1.3 侧排式多层过滤冷却装置设计

管路接口组件 后封头

壳体

前封头

图 1 燃气发生器结构图
Fig.1 Drawing of gas generator

其工作原理为：采用击发装置起爆限制性导爆

1.3.1 气体流通路径设计
产气药产生的气体根据流通路径可分为直排式
和侧排式 2 种，如图 2 所示。

索，导爆索将爆轰能量传递至隔板起爆器，点燃隔板
起爆器内的施主装药，爆轰波通过金属隔板的衰减传
递后，引爆另一侧的受主装药，从而在保证燃气发生
器密封性的同时点燃点火药盒中的点火药，继而引燃
产气药，产生的高温、高压气体由产气药盒上端侧壁

（a）直排式

（b）侧排式

图 2 气体流通路径
Fig.2 Gas flow path

均布的一圈直径为 3mm 的圆孔流出，经过过滤冷却

由图 2 可知，直排式为高温气体从燃烧室底部开

装置吸附降温后，由后封头外接管路接口组件向气囊

口处直接排出；侧排式为高温气体从产气药盒上端侧

充气，完成规定功能。其中，基于限制性导爆索和隔

壁开孔处排出，在有限腔体内最大程度增加了气体流

板起爆器的输入端设计，不仅实现了燃气发生器的非

通路径，扩大了散热面积，因此本文采用侧排式结构。

电激发及能量传递，而且提高了其耐压能力，防止气

1.3.2 过滤冷却装置设计

体泄漏。
1.2 产气药选择及装药量计算
该燃气发生器属于小尺寸燃气作动类产品，因此

为得到低温、洁净气体，过滤冷却装置采用多层
物理冷却外冷却装填的方式，将装药、过滤、冷却轴
向排列，设计了 20~40 目的不锈钢过滤网，中间夹有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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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高温阻燃毡垫和异型铝合金冷却板，
如图 3 所示，

3

品

喉径 dt 为 3.2 mm，考虑公差取 dt 为（3.2±0.02）mm。

实物图如图 4 所示。图 3 中，过滤网有效过滤了产气
药燃烧产生的杂质及污染物，异型铝合金冷却板增大

2 试验

[8]

了高温气体的散热面积 。该装置结构较紧凑，便于
加工、装配和固定。
I

2.1 试验装置
I
3∶1

11 1

8 4 9 7

通过气囊充气试验验证侧排式多层过滤冷却装
12 10

置燃气发生器的过滤与降温效果。试验装置由击发装
置、限制性导爆索、燃气发生器、不锈钢波纹管、气
囊、贴片式热电偶、测温仪和高速摄像机等组成，如
图 5 所示。气囊实际测量水容积为 97.3L，燃气发生

2

3 5

器装填 180g 产气药（P-37）
，与直排式单层过滤冷却

6

注：1 为不锈钢丝网（40 目）；2 为不锈钢纤维毡；3 为高温阻燃
毡垫；4 为不锈钢丝网（24 目）；5 为不锈钢纤维毡；6 为不锈钢丝网
（24 目）；7 为异型铝合金冷却板组件；8 为支撑环；9 为压环；10 为
调节垫；11 为壳体；12 为异型铝合金冷却板组件。

图 3 不锈钢丝网排列结构图
Fig.3 Arrangement structure of stainless steel wire mesh

装置燃气发生器进行对比，各进行 3 发试验，记录气
囊充气时间，观察气囊是否烧蚀并称量残渣重量。
限制性导爆索

贴片式热电偶

不锈钢波纹管

燃气
发生器

击发装置

高速摄像机

气囊

测温线

测温仪

图 5 气囊充气试验装置示意图
Fig.5 Diagram of air bag filling test device

2.2 直排式单层过滤冷却系统气囊充气试验
图 4 过滤冷却装置实物图
Fig.4 Physical drawing of filter cooling device

1.4 工作压强选取及喉径计算
需求，该燃气发生器的产气药以常规燃烧方式释放燃
气即可，因此考虑低压强燃烧设计，以最小压强不低
于临界燃烧压强为下限，初步选定最小常温工作压强
为 6 MPa（对应最小燃面、考虑低温稳定燃烧因素）
。
按照固体火箭发动机设计方法计算喷管喉径[11]：

At 

1 2
πd t
4

表 2 直排式单层过滤冷却系统燃气发生器测试结果
Tab.2 Test result of gas generator of straight row single-layer
filter cooling system
燃气发生器
序号

进气口最高
温度/℃

燃气发生器内
残渣/g

气囊是否
烧蚀

1#
2#
3#
平均值

212.82
208.32
200.35
207.16

68.1
69.3
71.2
69.5

烧蚀发黑
烧蚀发黑
烧蚀发黑
-

250

（4）
（5）

式（4）～（5）中：At 为喉部面积，m2；ρp 为推
进剂密度，g·cm-3；φ (æ0)为平均侵蚀比；Ab 为装药燃
烧面积，m2；a 为燃速系数，m·s-1；n 为压强指数；χ
为热损失系数；f0 为火药力，kJ·kg-1；φ为喷管流量系
数；peq 为燃烧室平衡压强，MPa；Γ为推进剂的比热
比 k（绝热指数）的函数；dt 为喉径，m。经计算，

(5,212.82)

200

(6,208.32)
(6,200.35)

150
T/℃

 p  æ 0  Ab a  f 0
1 n
 peq
 10 6

3#）的充气试验结果见表 2，气囊进气口管壁温度曲
线如图 6 所示。

喉径设计是燃气发生器输出端的关键，根据应用

At =

直排式单层过滤冷却装置燃气发生器（1#、2#、

100

1#

50

2#
3#

0
0

5
#

#

10

t/s

15

20

25

#

图 6 1 、2 、3 燃气发生器温度曲线
Fig.6 Temperature curve of 1#、2#、3# gas generator

由表 2 可知，气囊进气口最高温度均在 200℃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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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无法满足长时间工作要求；气囊材料烧蚀发黑，
说明燃气发生器冷却与过滤均不充分，有污染物残

3 结论

留。由图 6 可知，气囊进气口温升迅速，3 发燃气发
生器均在 4～6s 内达到最高温度。

本文所设计的燃气发生器采用非电传爆激发方
式，避免了电激发方式在强电磁环境下误动作的风

2.3 侧排式多层过滤冷却系统气囊充气试验
#

#

侧排式多层过滤冷却装置燃气发生器（4 、5 、

险，着重研究了燃气发生器内部过滤冷却系统，设计

6#）的充气试验结果见表 3，气囊进气口管壁温度曲

了侧排式多层过滤冷却结构，采用不同目数的不锈钢

线如图 7 所示，气囊充气过程如图 8 所示。

丝网和异形铝合金冷却板依次排列，使气囊进气口温

表 3 侧排式多层过滤冷却系统燃气发生器测试数据
Tab.3 Test data of gas generator of side row multi-layer filter
cooling system

度低于 80℃，相比直排式单层过滤冷却结构，平均最

燃气发生器

管壁最高

气囊充气

燃气发生器内

气囊是否

序号

温度/℃

时间/s

残渣/g

烧蚀

4#

78.27

4.2

69.8

否

5#

78.53

4.5

71.6

否

6#

78.89

4.1

73.5

否

平均值

78.56

4.3

71.6

-

80

平均质量增大 2.1g。同时，通过地面充气试验证明了
本文设计的燃气发生器可以满足气囊充气要求，得到
了低温、洁净的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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