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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温差测试条件下热防护材料高温
导热系数试验方法
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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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全尺寸飞机结构静力／疲劳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西安７１００６５）

摘要热防护材料高温导热系数是进行高超声速飞行器设计不可或缺的参数。通过热防护材料导热系数理论分析以及传
统稳态法试验原理数学推导，说明了热防护材料导热系数物理本质。探讨了试验温差对热防护材料导热系数测试的重要性
和传统稳态法在测试热防护材料高温导热系数时的技术局限性。基于热防护材料内部温度分层特征以及导热系数一温度非
线性关系函数形式直接假设，提出并分析证明了两种适用于大温差测试条件的热防护材料高温导热系数试验方法。对热防
护材料高温导热系数获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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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防护是研制高超音速飞行器的一项关键技

温差达到了９００℃左右。在如此大的测试温差条件

术¨ｊ，而热防护材料（本文特指隔热材料）导热系

下如果仍然沿用传统的Ｆｏｕ矗ｅｒ导热计算公式获取

数，尤其是１ ０００℃以上的高温导热系数是高超音

导热系数，势必造成较大的误差，然而大温差测试条

速飞行器热防护设计不可或缺的参数，而且对高温

件又是热防护材料高温导热系数实际试验过程中最

导热系数的获取可以有效提升我国的热防护材料量

容易实现的。因此适用于大温差测试条件的热防护

化评价技术水平¨－。

文献［３“］利用理论计算获取了多种热防护

材料高温导热系数测算方法成为了工程上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

材料的导热系数，但是计算过程较为复杂；文献

通过热防护材料导热系数简要理论分析及传统

［２—１４］应用不同的稳态法对多种热防护材料进行
了试样平均温度低于１ ０００℃的导热系数试验测

稳态法试验原理数学推导，说明了热防护材料导热

试。但是对于内部高孔隙率特征明显的热防护材料
而言，ＧＢ／Ｔ １０２９５－２００８指出：“通过测量热流、温

试的重要性以及传统试验方法在测试热防护材料高

差及厚度尺寸，利用稳态Ｆｏｕｒｉｅｒ导热公式计算得到
的材料传热性质（导热系数或有效导热系数），可能
并不是材料自身固有特性。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可能

用于大温差测试条件的热防护材料高温导热系数试

取决于测试条件例如试验过程中材料试样热、冷面

系数物理本质、试验温差对热防护材料导热系数测

温导热系数时的技术局限性，并创新提出了两种适
验原理或方法。
１

热防护材料导热系数理论分析

温差大小”。因此很多试验标准对热防护材料导热

对热防护材料导热系数进行理论分析，有助于

系数测试温差进行了规定：ＧＪＢ ３２９—８７规定测试
温差应控制在１０～５０℃；ＧＢ／Ｔ １０２９５—２００８建议

了解热防护材料导热物理本质和对试验测试结果的

理解。因此在参考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典型热防

温差控制在５～１０℃；ＡＳＴＭ相关标准规定该温差

护材料一陶瓷纤维隔热材料为例，进行简要理论分

应不大于２５℃。文献［２—１４］研究过程中由于多

析如下。

种因素导致热防护材料高温导热系数测试温差均大

实际服役过程中的高孔隙率热防护材料内部传

于试验标准规定的温差，例如文献［１４］的最大测试

热机制是固相／气相介质导热、热辐射及自然对流的

耦合。在多数情况下热防护材料内部孔隙的几何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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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非常小，通常可忽略自然对流。因此热防护材料

导热系数一般由三部分构成Ｊ４｜：固相介质等效导热
系数尼。、气相介质等效导热系数矗。及热辐射等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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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尼，＋矗ｇ＋后，

（１）

矗。＝Ｆ∥矗？（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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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７ｄ

（３）

矗。（丁，Ｐ）＝—ｊ坠∑
８

ｑ：一后誓
２一丘忑

（６）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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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式（１）中

（４）

式（６）中ｑ为传过热防护材料厚度方向的热流。
导热系数测试过程中热防护材料试样的热、冷
面边界条件可以表示为
石＝０；丁＝ｒＨ

（７）

戈＝￡；丁＝％

（８）

‘。

多＋２砂告‰

式（８）中￡为热防护材料试样厚度，ｎ、孔分别为试

式（２）～式（４）中相关参数与固相介质（陶瓷纤
维）温度、直径、纤维排布状态以及热防护材料内部

孔隙几何尺寸、纤维间接触状况等有较大关系，具体
物理意义及测算方法，见文献［２、４、１４］。
由上面分析可以看出，采用理论计算的方式去

验过程中热防护材料试样热、冷面温度。联立式
（５）～式（８），可得

燕＝Ａ半邶

㈩

获取热防护材料导热系数，需要确定较多的宏／微观

比较式（５）与式（９）可知：瓦譬瓦即为导热系数计算

参数，而这些参数的确定并非易事，因此试验测试成

公式，即

为了目前获取热防护材料导热系数的主要途径。同
时，简要理论分析表明热防护材料导系数物理本质

拈赢
牡

，

（１０）

是多种传热机制耦合作用下表征热防护材料宏观传

而且式（１０）得出的导热系数矗对应温度为（丁。＋

热性能的当量参数，是热防护材料内部热辐射等效

ｔ，）／２即热防护材料试样的平均温度。

导热系数、气相介质等效导热系数以及固相介质等

利用式（１０）测试热防护材料导热系数的试验

效导热系数的叠加，并非材料固有属性。

原理典型示意图如图２所示。实际试验过程中利用

２测试温差的重要性

热板紧密贴合的材料试样表面）温度维持在ｎ；在

可控的辐射加热器，使材料试样热面（图２中与匀

通过研究传统热流计法导热系数试验原理，来

材料试样自身隔热及水冷板主动冷却作用下材料试

阐述测试温差的重要性以及在测试热防护材料高温

样冷面（图２中与匀热板紧密贴合的材料试样表

导热系数时的局限性，得出的相关结论也适用于其

面）温度维持在孔；材料试样的热面温度丁。、冷面

他稳态法。

温度＂分别由匀热板、水冷板上若干温度传感器测

热防护材料导热系数尽管与温度呈高度非线性

量值进行平均计算获得；热流ｑ由水冷板上的若干

关系，但是在较小的温度区间例如图ｌ中的［已，

热流传感器测量值进行平均计算获得，然后结合材

靠］区间，导热系数与温度的关系可以近似为线性

料试样厚度￡以及式（１０）就可获取热防护材料的

关系，即导热系数可以表示为如下表达式

导热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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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热流计法试验原理
Ｆｉｇ．２

Ｔｅｓ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ｈｅａｔ ｎｕｘ ｇａｇｅ ｍｅｔｈｏｄ

由上述导热系数计算公式推导过程可知，利用
图ｌ

式（１０）进行导热系数计算的前提是温度区间［砟，
ｎ］跨度应较小即试验过程中试样热、冷面温差

导热系数与温度非线性关系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ｌａｎ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Ｆｉｇ．１

△ｒ＝丁。一ｔ：应较小。上述导热系数计算公式推导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矗＝Ａｒ＋Ｂ

（５）

式（５）中南为热防护材料导热系数，４、Ｂ为待定
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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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可以看作是前文所述相关试验标准对测试温差
条件规定的理论依据。由此看出导热系数试验过程
中测试温差条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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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对于热防护材料较低温度的导热系数测试，例

定的小温差测试条件是困难的（热流计耐温极限较

如令图２中的ｒ。＝５０℃、Ｒ＝３０℃，当传热状况达

低、冷面温度不易达到高温等），这也是传统稳态法

到稳态时即可测试出相应的热流密度ｑ，然后利用

在测试热防护材料高温导热系数时的技术局限性。

式（１０）即可得出温度为（丁。＋％）／２＝４０℃的导热

针对该问题提出了大温差测试条件下导热系数试验

系数，因为热、冷面温差仅为△ｒ＝ｎ一７１ｃ＝２０℃符

原理或方法，可以实现热防护材料高温导热系数

合式（１０）应用的小温差前提或相关试验标准要求。

测试。

但是对于较高温度的导热系数测试，例如需要获取
（ｎ＋７１。：）／２＝１ ０００℃的热防护材料导热系数，如

果按照ＧＪＢ３２９—８７标准进行试验，则需要令图２中

３导热系数试验新方法
３．１均匀温度层虚拟引入法

的材料试样热、冷面温差控制在５０℃以内，如令

尽管热防护材料内部微观结构极其不均匀，使

ｎ＝１ ０２５℃、Ｒ＝９７５ ｑＣ。尽管利用常规的石英灯

得热防护材料试样在进行稳态传热试验时，材料内

辐射加热器即可把材料试样的热面丁。加热到

部将出现微观不均匀的温度层，但是宏观上材料内

０２５℃，但是令材料试样的冷面维持在９７５℃较

部可以看作是连续不问断的均匀温度层，即处于温

为困难，而且与材料试样冷面紧密贴合接触的热流

度区间为［７１∽７１Ｈ］的材料试样内部存在／ｖ个均匀温

传感器工作温度上限一般较低，也限制了材料试样

度层（温度分层特征明显如图３）使得

１

冷面温度上限。所以在测试热防护材料高温导热系

丁ｃ＜７１Ｉ，疋，…，环＜丁ＩＩ

（１２）

数时经常出现的现象是材料试样热面温度较高

且总存在一个均匀温度层丁。，满足

（ｎ＞１ ０００℃），但是材料试样冷面温度一般较低

ｎ一丁。≤死

（１３）

材料试样平均温度（ｎ＋Ｒ）／２较低，另一方面这

式（１３）中瓦是相关标准规定的试验温差限定值。
在考虑各项试验标准对测试温差要求的基础上，并

种大温差测试条件不满足应用式（１０）的前提或者

结合多次实际试验情况及热流传感器灵敏度等因

说在大温差测试条件下利用式（１０）计算的值并不

素，现在认为对于热防护材料高温导热系数测试，一

是热防护材料导热系数，而是导热系数在Ｒ、丁。范

般％＝５０甲即可满足Ｔ稗萼求一

（砟＜１００℃），一方面这种大温差测试条件将导致

围内的积分平均值（很多相关研究忽略了这点，即
使在大温差测试条件下仍然用式（１０）进行导热系

数测算），简要证明如下：结合热边界条件式（７）和

吐一业

式（８），对式（６）进行分离变量积分求解可得
，ｒＨ

丁Ｈ—Ｒ

图３温度分层
Ｆｉｇ．３

ｒＨ一７１ｃ

由式（１１）可知，ｑ∥（，。一Ｒ）是导热系数蠡在ｔ：、
ｎ范围内的积分平均值。由于在上述推导过程中
未做任何假设，因此温差△ｒ＝丁。一ｔ：较小或较大
式（１１）都成立。但式（５）～式（８）的推导过程表

图３中的Ａ部分区域是小温差区，满足应用式

（１０）求解导热系数的前提条件，即图３中／４部分区
域导热系数可以根据以下公式求解

忙氘
筇

７

明，只有在小温差测试条件下利用式（１０）中的ｑＬ／

１ａｙｅｒｅｄ ｔｅｍｐｅｍｔｕｒｅ

（１４）

（ｎ一孔）得出的值才是导热系数后；如果温差较大，

式（１４）获取的导热系数对应温度为（７１。＋丁、）／２，而

由式（１１）可知，利用式（１０）中的ｇ∥（ｎ一孔）得出

非（ｎ＋ｔ：）／２。该式中难以确定的量就是图３中

的值仅是导热系数忌在正、７１Ｈ范围内的积分平

的艿即均匀温度层氕与热防护材料试样热面的垂

均值。

直距离。针对６值确定，现给出以下求解步骤。

由以上分析可看出：利用传统的热流计法进行
导热系数试验时，需要使材料试样的热、冷面温差尽

第一步：令热防护材料试样热面温度为靠、冷面
温度为ｎ，进行稳态传热试验，利用热流计测试出稳态

量小即小温差测试条件要求。如果在不满足小温差

热流ｑ，，同时结合式（１１）可以针对处于［ｎ，孔］区间的

测试条件仍用类似式（１０）的公式进行导热系数计

热防护材料（图３中Ｂ部分）建立如下方程

算，得到结果只能是导热系数在热、冷面温度之间的
积分平均值，而非热防护材料真实导热系数。目前

在测试热防护材料高温导热系数时满足试验标准规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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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第二步：令热防护材料试样热面温度为ｎ，冷

式（２０）可知，理论上通过调整４次“值，进行４次

面温度为Ｒ，进行第二次稳态传热试验，利用热流

稳态传热试验，得出４组相应的ｑ、Ｒ值，就可建立

计可以测试出此次热流密度为ｑ：，并结合式（１１）针

４个方程，从而求出４个待定常数Ａ。、Ａ，、Ａ：及Ａ，的

对热防护材料试样可以建立如下方程

值，最终得到导热系数与温度的关系表达式，而且式

ｒｒＮ

（２０）等号左边不对温差条件进行限制，因此可以在

矗（ｒ）ｄｒ

，

≯每：≮——Ｆ
丁。一％
ｎ一咒

（１６）
¨…

提高该方法的准确性，在选取丁。值时应尽可能接

联立式（１５）与式（１６），可得

近所需要的温度值。例如需求１ ０００℃的材料导热

６：ｆ ｌ一丝忙
＼

容易实现的大温差测试条件下进行相应测算。为了

（１７）

ｑ１，

系数，选取的４个７１Ｈ值中至少应有一个值为１

０００

℃或大于１ ０００℃。如果需要某一特定温度段的导

将式（１７）代人式（１４），可得热防护材料导热系数的

热系数，比如需要５００～１ ０００℃之间的材料导热系

最终计算表达式为

数，那么４个ｎ值建议选取为５００℃、ｌ ０００℃以及

矗＝等等

（１８）

介于５００℃与１ ０００℃之间的２个数据。同时，需
要说明的是本方法不是利用低温导热系数进行高温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应用式（１８）时要考虑式（１３）限
制条件。

导热系数简单外推，而是在掌握大温差测试条件下
热防护材料高温传热相关数据的基础上通过确定所

由以上分析可知，利用提出的均匀温度层虚拟

引入法，可以在热防护材料试样总体大温差测试条

假设的函数待定常数来最终获取热防护材料高温导
热系数，并且假设的函数形式是统计分析得出的结

件下通过求解热防护材料试样内部局部小温差高温
区导热系数，来最终获取热防护材料高温导热系数。

论以及ＡＳＴＭ相关标准认可的。

３．２非线性关系直接假设法

３．３两种试验方法比较

均匀温度层虚拟引入法需要进行两次稳态传热

文献［１５］详细给出了多种典型热防护材料：
Ｑ—Ｆｅｌｔ、ＡＦＲＳＩ、ＬＩ一９００、ＡＥＴＢ一１２、Ｓａｍｌ及Ｃｅｒｒａ—

试验，才可以获取一个高温导热系数，而且选取的
虱与丁。较为接近，进行第２次稳态传热试验时测

ｃｈｒｏｍｅ等在不同气压环境下、不同温度下的导热系

得的ｑ：可能与第１次传热试验获取的ｇ。相差很

数数据。其中针对ｓ搬ｌ热防护材料更是给出了温

小，所以测试热流密度的传感器需要较高的灵敏度。

度高达１ ６００℃的导热系数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

同时，为了使两次稳态传热试验中的耳保证一致，

统计分析表明：大多数热防护材料的导热系数与温
度的非线性关系都可以用一元ｊ阶多项式描述，即：

需要根据试验状况调整图２中水冷板的冷却能力。
因为如果两次稳态传热试验中的Ｌ不一致，则在联

（１９）

立式（１５）和式（１６）时，无法获取图３中Ａ部分的厚

式（１９）中Ａ。、Ａ，、Ａ：及Ａ，是与材料自身特性有关的

度６，最终导致均匀温度层虚拟引入法无法实施。

待定常数。例如根据文献［１５］给出的常压下不同
温度的Ｓａ姗导热系数数据点，利用三阶多项式进行

同时，均匀温度层虚拟引入法仅适合微观不均匀但

南（Ｆ）＝Ａｏ＋Ａｌ丁＋Ａ２ｒ＋Ａ３ｒ

宏观均匀的热防护材料，因此不适合内置热反射箔

拟合可得

的多层隔热材料（ＩＭＩ）。均匀温度层虚拟引入法最

后（丁）＝一９．１９×１０—２＋６×１０—４ｒ一７×１０—７严＋

大的优点是不需要预先假设导热系数与温度的函数

６×１０－１０于。

关系形式，因此测试结果的准确度相对有保证，但是

而且反映拟合函数与原始数据相关性的砰值高达
６（最大值为１），表明拟合函数与原始数据的

可能需要进行较多的试验才能得到温度与导热系数
的关系曲线。

相关性程度非常高，满足工程要求。同时，ＡＳＴＭ相

非线性关系直接假设法理论上通过４次稳态传

关标准也提到：对于低导热特征明显的热防护类材

热试验即可获取温度与导热系数的关系曲线，而且

料，其导热系数与温度关系可以用一元三阶多项式

不需要保证４次试验中的巧完全一致，但是唯一的

（１９）描述。

不足是需要预先假设温度与导热系数的函数关系形

ｏ．９９９

将式（１９）直接代入与试验温差无关的式（１１），
并结合热边界条件式（７）和式（８）可得
ｎ，

偏差较大的测试结果，尽管大多数热防护材料导热
．

百坐等＝如＋Ａ１（ｎ＋ｋ）／２＋Ａ２（砖＋％％＋
』Ｈ一』Ｃ

聪）／３＋Ａ，（聪＋《）（％＋咒）／４（２０）
万方数据

式，如果该关系不符合所测材料的实际特征，将导致

系数与温度关系是符合式（１９）特征的。
在实际导热系数测试过程中，应根据经验对热
防护材料特征进行初步判断，然后考虑导热系数测

５

６

热防护材料导系数物理本质是多种传热机制耦
合作用下表征宏观传热性能的当量参数，并非材料
自身固有特性；测试温差对基于传统稳态法的热防
护材料导热系数测试有重要影响。在利用传统稳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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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ｆｉｏｎ．Ｊｏｕｍ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结论

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ｈ培ｈ

２００５；（Ｓ Ｉ）：２３—２７

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

Ｘｉ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ｍａｌ ｐｍ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Ａｅｍ８ｐａｃ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当然，两种试验方法也可同时应用，选取两组数据的

ｈ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ｋｅｙ

ｔｈｅ珊ａｌ

ａｎｄ ｅｆｋｃｔｉｖｅ

试温度需求以及测试数量来选取相应的试验方法。

４

１４卷

科学技术与工程

６０

１５

Ｍｙｅｒｓ Ｄ Ｅ，Ｍａｒｔｉｎ Ｃ
ｏｆ

Ｊ，Ｂｌｏｓｓｅｒ Ｍ Ｌ．Ｐａｍｍｅｔｒｉｃ ｗｅｉｇｈ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ｃｅｒａｍｉｃ ｔｉｌｅ ａｎｄ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ｂｌａｎｋｅｔ ｔｈｅｒｎｌａｌ 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ｖｓｔｅｍ．ＮＡＳＡ／ＴＭ－２０００－２１０２８９

Ｚｈａ０ Ｓｈｕｙｕａｌｌ，Ｚｈａｎｇ Ｂｏｍｉｎｇ，Ｈｅ 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ｈｅａｔ ｔｒａＪｌｓｆ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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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３５期

卢雄赳，等：改进的非相参导航雷达探测有效浪高算法

ｈｅｉｇｈｔ ｗｉｔｈ

Ｘ—Ｂａｎｄ 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ｒａｄａｒｓ．

ｏｆ

Ｐｍ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０ＭＡＥ

９９

Ｓｔ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Ｊ０ｈｎ售，Ｎｅｗｆｏｕｎｄｌａｎｄ．１９９９：１１一１６
１０

Ｚｉｅｍｅｒ Ｆ，Ｇｕｎｔｈｅｒ Ｈ．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７５

Ｉｎｔｅ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ｄｂｒｅｎｃｅ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Ｉ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ｏｃｅａｎ

ｗａｖｅ

６ｅｌｄｓ．Ｐｍ—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ｉ卜Ｓｅａ Ｉｎｔｅｒａｃ

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ｚｏｎｅ，Ｌｉｓｂｏｎ

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１９９４

Ｉｍｐｒ０Ｖｅ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ｏｆ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ＳｉｇＩｌｉｎｃａｎｔ ＷａＶ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Ｂａｓｅｄ
ＬＵ
（ｓｃｈ００ｌ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ｈｅｒｅｎｔ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ａｄａｒ

ｏｎ

Ｘｉｏｎｇ＿ｂｉｎｈ，ＬＩＮ Ｈａｎ９２，ＷＡＮＧ Ｌｉｌ，ＭＡ Ｋｅ—ｔａ０１，ＴＩＡＮ Ｙｕｎｌ

Ｘｉｏｎｇ－ｊｉｕｌ，ＦＵ Ｗｅｉｌ，ＷＵ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ｍｎｉｃ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ｆｏｎＴｌａｌｉｏｎ，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２，Ｐ．Ｒ．ｃｈｉｎａ；Ｆ“ｉａ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２，Ｆｕｚｈｏｕ ３５０００３，Ｐ．Ｒ．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６ｃａｎｔ

ｗａｖｅ

ｓｅａ

ｈｅｉｇｈｔ ｂａｓｅｄ

ｃｌｕｔｔｅｒ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ｘ—ｂａｎｄ ｉｎｃｏｈｅｒｅｎｔ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ａｄａｒ，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ｓｉｇｎａｌ

ｏｎ

ｔｈａｔ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ｆ ｂａｎｄ－ｐａｓｓ ６ｌｔｅｒ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ＮＲ ａｎｄ ｅｆｋｃｔｉｖｅ
ｂｅ ｇｏｔｔｅｎ．
ｔｈｉｓ

ｎｅｗ

ｒａｔｉｏ（ＳＮＲ）ａｎｄ

Ｂｍｇｇ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ｉｓ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ｓｐｌｉｔ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ｉｓｅ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ＳＮＲ 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

ｔｏ

ｈｅｉｇｈｔ，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ｐＩＤｃｅｓｓｉｎｇ，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ｅｆｆｂｃｔｉＶｅ

ｗａｖｅ

Ａ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ｗａＶ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ｃａ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ｓｉｇｎｉ６ｃａｎｔ ｗａｖ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ｉｎｃｏｈｅｒｅｎｔ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ｍｄａ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ｓ ｓｉｍｐｌｅ ａｎｄ ｅｍｃｉｅｎ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ｃｃｕｍｔｅ

ｃｕＨ－ｅｎ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６ｃ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ｄａｔａ ｏｆ Ｚｈｏｕｓｈａｎ ｂｕｏｙ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ｍｖ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ｄａｒ．

ｗａｖｅ

ｘ－ｂａｎｄ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ａｄａ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ａｓｓ

ｎｏｉｓｅ

ｗ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６ｃａｎｔ

ＳＮＲ

ｈｅｉｇｈｔ

ｂａｎｄ—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６ｌｔｅｒ

ｐ∥≯扩扩ｐｐ∥ｐ∥∥ｐｐ∥扩∥扩ｐ妒ｐ、ｐ∥扩∥扩ｐｐ∥ｐ扩ｐ∥∥∥ｐｐｐｐ∥∥≯≯扩≯矿ｏ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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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ｔｅ“ａｌ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ｉ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ｅｓ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ＱＩＮ Ｑ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Ｊｕｎ—ｌｉａｎｇ，ＷＡＮＧ Ｑｉ，ＺＨＡＮＧ Ｊｉｅ
（Ａｅｍｎａｕｔｉｃ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ＦｕＵ Ｓｃａｌｅ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ａｔｉｇｕ８
ＡｉｒｃｒａｆＩ ｓｔｒｅｎｇ【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６５，Ｐ．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ｏｎｉｃ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ＨＩｌ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ｎｎ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咖ａ１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ｔｅ“ａｌｓ

ａｒｅ

ｔｈｅ硼ａｌ

ｋｅｙ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ｗｈｅｎ ｈｙｐｅｒ—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ｓ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ｉｔ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ｍｔｕｒｅ ｄｉｆｋＩ℃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ｏｔ 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ｄ ｓｉｄｅ

ｏｎ

ｔｈｅ瑚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ｍ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
ｈ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ｆｈｎｃｔｉｏｎ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ＨＩｌ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ｓ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ｒｅ

ａ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ｍ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ｂ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

ｉｎｖｅｓｔ培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Ｌａｙｅｒｅ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咖ａｌ

ｔｅｓｔ

ｔｅｓｔ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ｅ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ｂ培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ｆｋｒｅｎｃ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ｅｄ．

ｈｙｐｅｒｓｏｎｉｃ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ｂｉ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ｆ亿ｒｅｎｃｅ

万方数据

ｔｈｅ珊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瑚ａｌ

ｐｍ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瑚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