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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短距起飞 /垂直降落(S/VTOL)性能已成为未来战

斗机的 1项重要性能指标要求。具有 S/VTOL性能的

战斗机降低了对机场跑道的要求，减少了对机场的依

赖程度[1]。20世纪中期至今，S/VTOL飞行器的动力装

置发展了多种形式，其中包括尾座式[2]、升力风扇[3]、升

力发动机、升力发动机与巡航发动机[4]及升力风扇和

巡航发动机[5-6]等。随着 S/VTOL技术的发展，在升力

方案上，由飞机转向变为发动机转向进而过渡到发动

机推力转向；在起降方式上，由最初的垂直起降变为

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目前，典型的 S/VTOL战斗机包

括英国“鹞”式战斗机、苏联 Yak-141战斗机及美国

的 F-35B战斗机[7]，其升力 /巡航发动机用矢量喷管

都可以向下偏转至与地面垂直使喷气流垂直向下喷

射，便可具备 S/VTOL能力。

S/VTOL战斗机用推力矢量喷管技术

的发展及关键技术分析

王占学，刘 帅，周 莉
（西北工业大学动力与能源学院，陕西西安，710072）

摘要：S/VTOL（short/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战斗机用推力矢量喷管是飞机实现短距起飞垂直降落，摆脱对跑道的依

赖，减小航母的设计难度，及显著提高飞机机动性能的关键技术，已成为第 4代战斗机和战斗机用航空发动机的设计标志。结合不

同时期推力矢量喷管的特征和不同战斗机对推力矢量的技术要求，对短距起飞垂直降落战斗机用矢量喷管的结构特点、工作原理

及发展状况进行了归纳及总结。详细提出了 S/VTOL战斗机用推力矢量喷管的关键技术，并对开展 S/VTOL战斗机用矢量喷管技术研

究提出建议。

关键词：推力矢量喷管；短距起飞；垂直降落；升力发动机；升力风扇；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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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Critical Technology Analysis on Thrust Vector Technology of
Short/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Fighter

WANG Zhan-xue, LIU Shuai, ZHOU Li
渊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72,China冤

Abstract: Thrust vectoring nozzle applied for short/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渊S/VTOL冤 fighters, which has become a landmart
design for the fourth generation fighter and aeroengine, is the key technology for aircraft to achieve short takeoff and vertical landing, get rid
of the limit of the runway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aircraft maneuvering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rust
vectoring nozzle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the thrust vector requirements for different fighters, the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working principle
an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thrust vectoring nozzles for S/VTOL aircraft were summarized and concluded. The critical technologies for
thrust vector technology of S/VTOL fighters were proposed in detail, and the suggestions for thrust vector technology research of S/VTOL
fighters were also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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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 S/VTOL战斗机用矢量喷管做了大量的

方案设计及试验研究工作[8-9]，具有代表性的 S/VTOL

战斗机用矢量喷管有单膨胀斜面喷管(SERN)、加力偏

转喷管(ADEN)、转向喷管及 3轴承偏转喷管。从偏转

形式上可将上述喷管分为 2类：S/VTOL战斗机用 2

元矢量喷管和旋转喷管。S/VTOL战斗机用 2元矢量

喷管包括单膨胀斜面喷管和加力偏转喷管，其前部分

的喷管通道固定，通过尾部可调的偏转机构实现喷管

偏转到垂直状态；旋转喷管包括转向喷管及 3轴承偏

转喷管，通过单个或多个喷管筒体相互旋转实现喷管

整体型面的偏转。

1 典型的 S/VTOL战斗机用矢量喷管

1.1 S/VTOL战斗机用 2元矢量喷管

1.1.1 单膨胀斜面喷管（SERN）

单膨胀斜面喷管是美国 GE公司发展用于短距

起降的矢量喷管[10]，其结构如图 1所示。GE公司对单

膨胀斜面喷管的研究始于 1972年，研究的初衷是为

舰载截击机提供短距起降所需的矢量推力功能。该单

膨胀斜面喷管的上下调节片由作动器分别控制，下调

节片实现喷管面积控制并与上调节片差动定位实现气

流方向的改变。其缩比模型曾被安装在 F-18飞机上进

行了常规状态及矢量角为 20毅的气动性能测试。

1986年，英国 RR公司对单膨胀斜面喷管进行了

设计及研究，并在 NASA兰利研究中心对喷管模型进

行了试验。试验主要是针对单膨胀斜面喷管侧壁几何

形状、上斜面长度、上斜面曲率、腹部调节片、斜角以及

可调外部膨胀斜面对喷管性能的影响而展开的[11]。在

联合先进攻击技术计划 (JAST) 中，RR 公司设计了

S/VTOL升力系统用单膨胀斜面喷管，可通过偏转喷

管外侧调节片至垂直位置改变气流方向产生升力。为

了控制喷管 90毅矢量角下的出口面积，喷管内侧调节

片设计成可滑动的嵌板，根据发动机不同模态需要，

调节喷管面积以保证涡轮轴驱动升力风扇系统的正

常工作。RR公司在美国国防先进研究项目局用于测

试缩比轴驱动升力风扇动力系统模型性能的 LSPM

试验台架上对该单膨胀斜面喷管进行性能测试，如图

2所示。结果表明单膨胀斜面喷管在 90°矢量角下，

气流首先与外侧调节板发生碰撞，随后在内侧调节板

的唇口出现气流分离。由于单膨胀斜面喷管在 90°

矢量角下的推力系数偏小，且喷管总体质量偏大，因

此 X-35升力系统用单膨胀斜面喷管被后来的 3 轴

承偏转喷管所代替。

1.1.2 加力偏转喷管（ADEN）

1974年，GE公司针对美国海军发展先进多任务

S/VTOL 战斗机的需要提出了加力偏转喷管方案

（ADEN）[10]，如图 3所示。加力偏转喷管主要包括如下

组件：（1）2元变几何收－扩调节片。（2）腹部调节片。

（3）外部膨胀斜面（可固定或可调，依赖于具体的安装

要求）。（4）可旋转的推力矢量导流管。该喷管通过可

旋转的推力矢量导流管改变气流流动方向从而产生

垂直于地面的升力。但受喷管结构限制，该喷管只能

产生俯仰方向的矢量推力，不能产生偏航推力。1976

年，该加力偏转喷管在 YJ101发动机上进行了长达 4 h
图 1 单膨胀斜面喷管

图 2 单膨胀斜面喷管在 LSPM试验台架试验

反推舱门

外部支板

上膨胀斜面
收敛调节片

图 3 GE公司设计的 ADEN喷管

收敛调节片

扩张调节片

腹部调节片 喷管喉部

导流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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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能测试试验。在试验过程中，当发动机处于加力

模态且喷管偏转至 92毅矢量角状态下，喷管排气温度
达 1967 K。此外，该喷管还在 NASA刘易斯研究中心

的推进系统试验室进行了测试，并于 1983 年在

F404-GE-400发动机上进行了装机性能评估及实际

导热性评估。

1.2 S/VTOL战斗机用旋转喷管

1.2.1 转向喷管

转向喷管最早应用在“飞马”发动机（如图 4 所

示）上，并于 1959年 9月首次运转。喷管安装在发动

机两侧，前端通过轴承与发动机联接，可由水平位置

旋转到垂直位置及反推位置产生巡航推力、垂直升力

及反推力。RR公司早期还对带导流叶片的斜切出口

转向喷管进行研究[11]，分别对不同的导流叶片数量、

叶型、喷管弯转半径、弯转角度及喷管收缩比等 9种

不同构型的喷管进行了性能测试评估，并将带导流叶

片的喷管与无导流叶片的喷管进行了气动性能上的

对比。20世纪 60年代，英国皇家空军对 S/VTOL战斗

机提出超声速要求，英国霍克公司在 P.1154试验机

的前转向喷管中应用了喷管加力燃烧（PCB）技术[12]，

以期与发动机的加力燃烧室共同工作使飞机达到超

声速飞行。同时，RR公司为满足发动机的超声速工

况，对转向喷管进行了结构上的改变，在喷管尾缘安

装了可调斜面支板用以调节喷管喉部面积，并在

BS100/PCB发动机上进行了试验。

1.2.2 3轴承偏转喷管（3BSN）

3轴承偏转喷管由 3段可相互旋转的喷管筒体

构成，3段筒体主要由椭圆型面构成以保证 3段筒体

的斜切面为便于轴承安装的圆截面。3段筒体通过筒

体间特殊的几何关系及联接轴承的相互旋转实现喷

管由 0毅到 90毅的偏转，且根据特定的调节规律保证偏
转过程中矢量推力在同一俯仰面内。同时，3轴承偏

转喷管也可通过旋转第 1个轴承产生通过飞机中心

线的偏航推力，而不产生附加的滚转力矩。

20世纪 60年代中期，英国 RR、美国 GE、PW和

柯蒂斯莱特公司都对 3轴承偏转喷管进行了结构研

究及气动性能计算[13-14]。1967年，GE公司基于 3轴承

偏转喷管的型面及结构设计，在 JT8D发动机上对 3

轴承偏转喷管进行了首次气动性能试验[8]。由于受温

度的限制，喷管试验件并未安装轴承，3段喷管筒体

刚性连接并使喷管型面保持在 90毅矢量角状态。在试
验过程中，发动机为全加力模态，为避免高温排气流

对试验台架下方地面的烧蚀，3轴承偏转喷管喷口朝

向上方。

1972年 6月，为满足美国海军制海舰计划(SCS)

对 S/VTOL战斗机的需求，GE公司的康维尔分公司

设计了 Convair 200S/VTOL战斗机。Convair 200的升

力布局与后期前苏联研制的 Yak-141 战斗机的类

似，Convair 200 采用 PW401 发动机作为升力 / 巡航

发动机，发动机后采用 3轴承偏转喷管提供垂直起降

用升力，并在驾驶舱后面安装 2台 Allision XJ99升力

发动机增加升力，该升力分配于飞机重心前方以平衡

由 3轴承偏转喷管产生的升力[15]。在 SCS计划的竞争

中，Convair 200 战斗机败给了罗克韦尔公司设计的

XFV-12战斗机，美国关于 3轴承偏转喷管的研究也

随之暂时终止。

1989年，在前苏联 Yak设计局设计的 Yak-141

战斗机上实现了 3轴承偏转喷管的首次试飞，其应用

的 3轴承偏转喷管在偏转原理上与之前其他西方国

家设计的 3轴承偏转喷管偏转方案相同，但在喷管型

面设计上略有不同，Yak-141战斗机应用的 3轴承喷

管在常规状态时型面略有弯曲，如图 5所示。Yak-141

战斗机虽然成功地实现了垂直起降试飞，但由于前苏

联的解体及研究经费的欠缺，Yak-141战斗机的研制

于 1991年终止。

1994年，美国 X-35原型机用单膨胀斜面喷管在

试验中表现出较差的气动性能。为取代单膨胀斜面喷

管，PW公司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对 3 轴承偏转喷

管开展了气动性能试验，测试了喷管在 90毅矢量角下
的后体阻力及喷管与发动机一体化气动特性。试验表

明，3轴承偏转喷管在气动性能及结构质量上均比单

膨胀斜面喷管的更具优势。1995年，洛克希德·马丁

公司正式用 3轴承偏转喷管取代单膨胀斜面喷管应

图 4 RR公司转向喷管试验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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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 X-35 原型机中，X-35 原型机后期衍生为 JSF

计划中的 X-35B试验机并发展为 F-35B S/VTOL战

斗机，标志着 3轴承偏转喷管真正进入了实用状态。

F-35B装配的 3轴承偏转喷管模型如图 6所示。

2 S/VTOL战斗机用矢量喷管的关键技术

2.1 同时满足大矢量偏角和多任务作战需求的技术

S/VTOL战斗机用矢量喷管除了可在飞机垂直起

降时实现 90毅的大矢量角偏转产生升力外，同时应满
足新一代战斗机多任务作战需求。首先，喷管偏转机

构的设计应在保证喷管常规状态气动性能的前提下，

实现大矢量角偏转功能。其次，喷管应考虑调节喉部

面积及出口面积的机械设计以保证新一代战斗机在

亚声、跨声及超声工况下喷管与发动机工作状态的匹

配，满足发动机宽范围工作需求。喷管喉部及出口面

积的调节需要单独的驱动及控制系统实现，调节机构

的设计应兼顾喷管常规、矢量状态的气动性能及喷管

特殊型面对调节机构的限制，增加了新一代 S/VTOL

战斗机用矢量喷管的设计难度。

2.2 矢量喷管偏转机构的设计及特性研究技术

S/VTOL战斗机用矢量喷管的偏转机构不仅应满

足大矢量偏角需求，且应能够实现飞机飞行过程中的

俯仰、偏航、滚转等姿态控制及反推功能。喷管由常规

状态过渡到垂直起降状态过程中，偏转机构应保证矢

量推力的连续变化且方向保持在同一俯仰平面内而

不产生侧向力。

矢量喷管偏转机构的特性研究技术主要包括喷

管的运动规律研究及喷管克服气动载荷偏转时所需

力矩的研究。矢量喷管的偏转机构机械系统复杂，需

要对偏转机构的运动规律进行优化研究，掌握矢量喷

管在不同工况下的运动规律，以实现对喷管机械运动

的控制。喷管偏转机构偏转所需驱动力矩的计算是确

定喷管作动系统体积、质量及设计复杂程度的关键。2

元 S/VTOL喷管的驱动力矩的计算较为简单，但对于

旋转喷管，尤其是 3轴承偏转喷管，由于其特殊的 3

维偏转方式，各段筒体驱动力矩的计算较为复杂，需

要通过数值模拟及试验来确定驱动力矩的大小，从而

合理设计喷管的驱动系统。

2.3 高温下大角度偏转喷管的密封、冷却及质量

减轻技术

S/VTOL战斗机用矢量喷管通过可动部件实现偏

转，且喷管工作在高温环境中，因此对喷管的密封、冷

却及质量减轻技术的研究尤为重要。

2.3.1 喷管的密封技术

密封是保证 S/VTOL战斗机用矢量喷管工作可

靠性及气动性的关键技术。一方面，S/VTOL战斗机用

矢量喷管一般安装在发动机加力燃烧室后面，喷管在

热燃气环境中应保证结构的完整性，避免高温燃气泄

漏造成火灾；另一方面，良好的密封性能可减少喷管

漏气造成的推力损失。喷管的密封系统要克服高温环

境下温度对密封件的热载荷，保证旋转件与固定件间

的最小间隙，减小旋转件与固定件之间摩擦，避免动

部件所需驱动力矩的增加，同时又要保证良好的密封

性能。

2.3.2 喷管的冷却技术

喷管处于偏转状态时，弯曲的型面会造成喷管壁

面温度分布不均匀，从而引起局部温度过高使喷管发

生形变。通常采用气膜冷却方式从发动机冷流部件引

出冷却气流对喷管壁面进行冷却，同时起到降噪作

用。F-35B战斗机装配的 3轴承偏转喷管采用双层壁

面的结构形式，冷却气流从双层壁面之间流过，降低

了内壁面对外壁面的热传导且使内壁面温度降低。由

于冷却气流由发动机冷流部件引出，引气流量的大小

会影响发动机的尺寸和质量，甚至影响发动机的热力

循环，过多的引气会造成发动机的推力损失，同时，冷

却气流在喷管偏转状态下受到压力梯度的影响使气

图 6 F-35B战斗机的 3轴承偏转喷管模型

图 5 Yak-141战斗机用 3轴承偏转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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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流动受到干扰甚至反向流动，因此，有必要对喷

管进行热传导及压力损失分析。冷却气流对喷管进行

冷却后会重新参与发动机的热力循环从喷管排出，冷

却气流流路的合理设计可减小冷却气流的能量损失，

增大喷管的推力系数。

2.3.3 喷管的质量减轻技术

喷管质量的增加会造成飞机质量的增加及飞机

重心的改变。喷管质量与喷管长度及喷管机械设计的

复杂程度有关。喷管长度较长时会增加喷管的质量，

喷管长度不足时会影响喷管偏转状态下的内流特性，

所以需要认真衡量喷管推力与质量之间的关系。除此

之外，复杂的喷管偏转机构、作动系统及控制系统也

会使喷管质量增加。喷管质量减轻可从喷管材料及机

械结构的简化上着手，例如考虑耐高温轻质量喷管材

料—陶瓷、碳 -碳复合材料。

2.4 矢量喷管的飞机平衡技术

升力 /巡航发动机产生的升力（依靠大角度偏转

喷管实现）与前置升力装置产生的升力（依靠升力风

扇等实现）的大小及其相对飞机重心的水平距离是飞

机在俯仰方向上保持平衡的重要参数。所以需要对

S/VTOL战斗机用矢量喷管的升力大小及其相对于飞

机重心的位置进行研究。对于给定质量及升力需求的

飞机，升力 /巡航发动机所需产生的升力随着升力作

用点与重心距离的减小而增加。为充分利用升力 /巡

航发动机用矢量喷管产生的升力，应尽量使喷管的出

口位置即升力 /巡航发动机的升力作用点靠近飞机

的重心。这种升力布局方式可以减小飞机对前置升力

装置的升力需求，从而降低了仅在发动机悬停及垂直

起降模态下工作的前置动力装置设计的复杂度、尺寸

和质量，使推进系统的整体质量减轻，提高了战斗机

的多任务作战能力。

2.5 矢量喷管在近地面条件下的升力损失评估技术

在 S/VTOL战斗机起降过程中，喷管偏转时出口

与地面之间的距离随着矢量角的增大而逐渐缩短。与

其他 S/VTOL战斗机用矢量喷管相比，安装在出口直

径较大的单台升力 /巡航发动机上的 3轴承偏转喷

管在偏转过程中喷管出口与地面距离最短。喷管出口

与地面间隙过小会影响喷管出口背压，进而造成喷管

的升力损失，因此需要评估喷管出口与地面之间的间

隙对喷管升力损失的影响以确定喷管出口的合理高

度。另外，在近地面条件下造成喷管升力损失的原因

还包括飞机下表面的卷吸效应及喷泉效应。因此需要

对飞机下表面的卷吸效应及喷泉效应的形成机理及

其对喷管升力损失的影响进行数值模拟及试验验证，

并对不同形式的升力系统进行升力损失评估。

3 开展S/VTOL战斗机用矢量喷管技术研究

的建议

相比于西方国家，中国对 S/VTOL战斗机用矢量

喷管研制经验尚浅，应吸取国外对 S/VTOL战斗机用

矢量喷管的研制经验及教训，结合中国发动机实际需

要，对 S/VTOL战斗机用矢量喷管进行技术积累及机

型验证，为中国 S/VTOL战斗机的型号研制做好充足

的技术储备。

美国和英国对多种 S/VTOL战斗机用矢量喷管

进行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工作，为后期的 S/VTOL战斗

机的型号研制提供了宝贵的试验数据及技术积累，加

快了后期 S/VTOL战斗机的型号研制进展。前苏联借

鉴了美国的经验教训，简化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工作，

重点研究 S/VTOL战斗机用旋转喷管，在一定程度上

缩短了研制时间，节省了研究经费。根据中国目前的

国情，S/VTOL战斗机用矢量喷管的研究应在吸取国

外成功经验的同时突出重点研究对象，将基础研究与

型号应用相结合，分阶段实现装配型号的 S/VTOL战

斗机用矢量喷管的最终研制。

中国 S/VTOL 战斗机用矢量喷管的研究应以 3

轴承偏转喷管为首选方案。根据国外的技术经验，“飞

马”发动机采用的转向喷管增加了发动机的横截面

积，不利于飞机实现超声速飞行；单膨胀斜面喷管的

质量和气动性能均不如 3轴承偏转喷管的；加力偏转

喷管的质量在 S/VTOL战斗机用 2 元矢量喷管中最

轻，且气动性能相对单膨胀斜面喷管好，但不能提供

飞机的偏航控制功能。与其他 S/VTOL战斗机用矢量

喷管相比，3轴承偏转喷管结构简单，质量轻，气动性

能好，横截面积小，利于实现飞机的超声速飞行，且能

够提供飞机需要的各种姿态控制，喷管出口更靠近飞

机重心。

中国对 S/VTOL战斗机用矢量喷管的研究可分 3

个阶段进行。

第 1阶段：基础研究及预言阶段。在研究初期，掌

握 S/VTOL战斗机用矢量喷管偏转机的构设计及特

性研究技术，完成喷管内流特性的数值模拟。基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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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涡喷发动机，对喷管缩比试验件进行关键技术的试

验验证、积累试验数据及技术经验。基于小型飞行试

验台架进行发动机 /喷管一体化试验研究，对喷管配

重、喷管平衡性能、喷管姿态控制及垂直偏转功能进

行试验测试。

第 2阶段：试验验证与技术积累阶段。利用现有的

发动机作试验平台，基于缩比试验件的试验数据及技

术经验对喷管试验件进行地面冷、热态试验。利用升力

系统试验台架对喷管进行喷管、发动机及前置动力装

置一体化的性能测试，着重解决喷管关键技术在工程

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掌握 S/VTOL战斗机用矢量喷管

的关键技术，为进一步的型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 3 阶段：型号应用与飞行验证阶段。根据

S/VTOL战斗机型号对矢量推力的需求，将矢量喷管

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具体 S/VTOL战斗机型号研制中，

加快 S/VTOL战斗机研制进程，最终完成对 S/VTOL

战斗机用矢量喷管的整机飞行试验验证。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国外对 S/VTOL升力 /巡航发动机用

矢量喷管的研究起步较早且从未间断，同时为进一步

满足 S/VTOL技术对升力系统矢量推力的需求，对多

种类型的推力矢量喷管进行了大量研究。

由于 S/VTOL飞机用推力矢量喷管技术不仅有

助于降低飞机对跑道的依赖性，减小航母的设计难

度，同时也可以提高飞机机动性能，因此有必要借鉴

国外已成熟的 S/VTOL飞机用推力矢量喷管技术来

开展国内的相关研究，一方面可为国内 S/VTOL飞机

用推力矢量喷管技术发展做必要的技术储备，另一方

面也可通过其技术牵引作用促进国内航空发动机技

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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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TOL战斗机及其推进系统的技术研究

索德军，梁春华，张世福，刘 静，孙明霞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短距起飞 /垂直降落战斗机集固定翼和旋翼飞机的优势于一身，由于其出色的性能一直广受关注，但由于技术难度大，迄今

为止，世界范围内仅有 3型战斗机真正装备部队使用，分别是英国“鹞式”战斗机、前苏联雅克 -38战斗机和美国 F-35B战斗机。按照短

距起飞 /垂直降落战斗机推进系统提供升力和推力的方式，将其推进系统分为共用型、组合型和复合型 3种类型。介绍了 3种短距起飞

/垂直降落战斗机推进系统的工作原理、应用和发展，并分析了其优缺点，给出了推进系统研制发展的启示及建议。

关键词：短距起飞；垂直降落；战斗机；推进系统；航空发动机；喷管；升力风扇

中图分类号：V235.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4.04.002

Technology of Short/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Fighter and Propulsion System
SUO De-jun, LIANG Chun-hua, ZHANG Shi-fu, LIU Jing, SUN Ming-xia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The short/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渊S/VTOL冤 fighter has the advantages of the fixed wing and the rotor wing fighter. The

S/VTOL fighter has been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for its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the world, but there were only three types of S/VTOL fighter
渊野harrier冶袁Yak-38 and F-35B fighter冤serviced in forces as yet because of the special technology difficulty. The propulsion systems of three
types of fighter can be separately named the shared type, combined type and mixed type as the different ways of the lift force and propulsion
force for the aircraft. The operation principle袁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kinds of propulsion systems were described, the ad鄄
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were analyzed, and the experience and suggestion of the propulsion system development were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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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短距起飞 /垂直降落（S/VTOL）战斗机集固定翼和

旋翼飞机的优势于一身，既能显著降低战斗机对起落

跑道的要求，又具备较高的作战反应性、环境适应性和

战场生存性，是现代国防武器装备极为重要的组成部

分。长期以来，各国都对该研究给予重视并大力研发。

S/VTOL战斗机的研究工作始于第 2次世界大战

之后。美国海军在 20世纪 40年代末率先提出在小型

和大型非航母战舰上装备垂直起落飞机的要求；50

年代初期，美国研制了以洛克希德 XFY-1和康维尔

XFV-1为代表的垂直起落试验机，但因其需要竖立

在架子上起飞和着陆，不便于操纵，未能得到进一步

发展，50年代中后期到 70年代后期，美、英、德、法、

苏等国家针对 S/VTOL战斗机掀起了研发热潮，尝试

研究了多种技术方案，开展了 30多种试验机的飞行

试验，其中的大多数都以失败告终，甚至机毁人亡，仅

有英国 1969年服役的“鹞”式系列战斗机和前苏联于

1972年开始批量配备部队的 Yak-38战斗机得以应

用；80年代后期，美、英联合提出“先进短距起飞 /垂

直降落飞机”（ASTOVL）计划，主要目的是研究和验

证用于 2010年以后服役的“短距起飞垂直降落攻击

战斗机”（SSF）的技术和布局方案，最后该计划并入

JSF 计划，该计划有 2 款 S/VTOL 战斗机验证机

X-32B和 X-35B参与竞标，最终美国洛克希德·马丁

公司的 X-35B 胜出，正式编号为 F-35B，于 2012 年

首次交付美国海军陆战队。

mailto:sdj2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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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TOL战斗机的动力与常规涡扇、涡喷发动机不同，

其推进系统除需要为飞机的巡航、加速、格斗、盘旋等

任务提供相应推力外，还需为飞机的短距 /垂直起落

提供足够大的动力。推进系统是实现短距 /垂直起落

的决定因素，具有复杂性和研制难度大等特点。

S/VTOL战斗机的发展与应用，在某种程度上即是推

进系统技术发展的过程。

本文以共用型、组合型和复合型 3种目前应用的

典型推进系统为例，综述其发展，分析其特点。

1 共用型推进系统

1.1 原理

共用型推进系统是指 S/VTOL战斗机的垂直升

力和巡航推力由 1台发动机提供，其工作原理通过气

动或结构作用，使喷管排气以一定角度偏离中心线排

出，进而产生不同的矢量推力，发动机或整体旋转，或

喷口转动；飞机本身也可转向。战斗机垂直起飞时，矢

量推力垂直向上；战斗机平飞时，矢量推力水平向前；

战斗机过渡飞行时，矢量推力既有水平向前的分量又

有垂直向上的分量。世界各国研究的共用型推进系统

S/VTOL战斗机及其发动机见表 1。

1.2 发展与应用

1956年，法国航空工程师米切尔·威保尔特首次

提出了“推力换向”的概念。后来，英国工程师高敦?刘

易斯对此方案进行了修改，并于 1957年 1月与威保

尔特共同取得了专利权。布里斯托尔·西德利飞机公

司接受了此专利方案，对其进行了可行性分析，并对

进气道、喷管和转子等进行了重大改进。1959年 9

月，改进设计后的“飞马”发动机第 1台试验型发动机

首次运转。1960年 2月，试飞用的“飞马”2首次运转，

并于 1960年 10月和 11月装在霍克·西德利公司 P.

1127第 1架原型机上进行了系留悬停试验和自由悬

停试验，1961年 9月完成了完整的过渡飞行。1964年

底，改进的实用型“飞马”6（如图 1 所示）首次运转，

1969年 4月“飞马”6正式作为“鹞”式飞机的动力装

置开始服役，1990年初，“飞马”11-61发动机定型，此

时的推重比为 7.67。

2001年 3~7月，波音公司完成了 X-32B（S/VTOL

型）的 78次飞行试验，其动力装置采用了共用型推进

系统；使用 PW公司的 F119-PW-614发动机，升力系

统采用类似“鹞”式矢量喷管技术，升力组件由 RR公

司提供。在飞机重心处设置了 2个升力矢量喷管，可

以在垂直方向向前和向后偏转 10毅和 45毅。与“鹞”式
战斗机不同是，其仅喷射涡轮后的燃气，发动机尾部

采用 2元推力矢量喷管，当飞机短距起飞或垂直降落

时，通过 2个蝶形阀门使通往尾部的 2元推力矢量喷

管关闭，发动机主排气流转向升力喷管垂直向下喷出

而提供垂直升力。在升力喷管前方还开有 1条横向

缝，发动机风扇后的部分气流从缝中向下喷出，形成

1个“射流屏”，防止升力矢量喷管排出的燃气被吸入

进气道。在飞机机身的前后和机翼上设有用于飞机俯

仰和偏航姿态控制的喷气口。推进系统和其在

X-32B上安装位置如图 2所示。

1.3 优点与不足

利用发动机喷管转动实现 S/VTOL的战斗机，因

改变喷口方向产生矢量推力，发动机安装在重心附

近，飞机设计接近常规，难度相对下降。

类型

发动机

转向

发动机

推力转

向

飞机

转向

时间

1955年

1957年

1960年

1963年

1969年

2001年

1955年

1959年

研究机构

美国贝尔公司

美国贝尔公司

英国霍克公司

前苏联 Yak设计局

美国 MDA/英国

BAE公司

美国波音公司

美国瑞安公司

法国斯奈克玛公司

战斗机

65 ATV

X-14

P.1127“茶隼”

Yak-36

“鹞”式

X-32B

X-13

C450

发动机

2台“仙童”

J-44

2台 ASV8

1台“飞马”2

2台 R27-300

1台“飞马”

1台

JSF119-614

1台“埃汶”

1台 Atar101E

表 1 共用型推进系统战斗机及其发动机

图 1 “飞马”6发动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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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型推进系统主要存在以下缺点：

（1）进气道短而粗。进气道短，使发动机总体性能

受到影响；发动机横截面大，飞行阻力增大，限制了飞

机的最快速度；增加了雷达反射面积，不利于隐身。

（2）通用性不强，特别是与其他常规型共用 1个

推进系统时更为明显。与未安装直接升力系统的

CTOL型和 CV型相比，X-32B型虽然仅增加 317 kg，

但因其发动机必须安装在飞机重心位置附近，对按常

规飞行设计的飞机而言，这种设计会导致 CTOL型和

CV型的性能下降。

（3）热燃气危害大。X-32B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

时，由于其升力喷管喷出的是涡轮后燃气，高温气流

会严重侵蚀机场或甲板跑道，并且会增加发动机进气

温度，使发动机在“高温”模式下工作，效率降低，磨损

和维护成本增加。

2 组合型推进系统

2.1 原理

组合型推进系统是指 S/VTOL所需的垂直升力由

升力发动机（可以是涡喷或涡扇）和升力 /巡航发动机

组合提供；巡航推力仅由升力 /巡航发动机提供。该类

型战斗机在起落时，起动升力发动机和升力 /巡航发

动机，共同工作提供升力；在巡航时，升力发动机关闭，

升力 /巡航发动机提供水平推力。世界各国研究的组

合型推进系统 S/VTOL战斗机及其发动机见表 2。

2.2 应用和发展

1959年德国 EWR公司开始研制 VJ-101飞机，

VJ-l01C采用 6台 RR公司的 RB145涡喷发动机（如

图 3所示）。其中 2台固定安装于驾驶舱后部，作为升

力发动机，4台两两安装于 2个翼梢的可旋转短舱内，

作为升力 /巡航发动机。VJ-101C虽已完成了数百次

试飞，最大速度达到 Ma1.14，但因性能远不能满足军

方要求及研发经费等问题而在 1971年停止研究。

前苏联的 Yak-38战斗机于 1972年完成首飞并

开始装备部队，截至 1988年停止生产时，共生产 231

架，Yak-38使用 2台升力发动机（RD36-35FVR）和 1

台矢量喷管主发动机（R27V-300），如图 4所示。

该设计局 1975 年继续研制采用新型发动机

（RD41和 R79）的 Yak-141战斗机。1989年，Yak-141

战斗机首次实现超声速飞行，升限大幅提高。该项研

图 2 X-32B推进系统(上)和其飞机上的透视图（下）

类型

升力发

动机 +

巡航发

动机

升力发

动机 +

升力 /巡

航发动

机

时间

1957年

1962年

1965年

1963年

1961年

1971年

1969年

1972年

1987年

研究机构

英国肖特公司

法国达索公司

法国达索公司

德国 EWR公司

德国多尼尔公司

德国 /意大利

美国洛·马公司

前苏联 Yak设计局

前苏联 Yak设计局

战斗机

SC.1

幻影“巴尔

扎克”-V

“幻影”III-V

VJ-101C

“多尼尔”

Do31

VAK-191B

XV-4B

Yak-38

Yak-141

发动机

4台 RB108+1

台 RB108

8台 RB108+1

台“奥菲斯”

8台 RB162+1

台 TF30

2台 RB145+4

台 RB145

8台 RB162+2

台“飞马”5

2台 RB162+1

台 RB193

4台

J85-GE-19+2

台 J85-GE-19

2台

RD36-35+1台

R-27V-300

2台 RD41+1

台 R-79V

表 2 组合型推进系统战斗机及其发动机

图 3 翼稍带发动机的 VJ-l01C及 RB145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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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工作原计划 1995年结束，但由于前苏联解体，研制

经费严重欠缺，1991年研制计划完全停止。

诺斯罗普·格鲁门公司参选 JSF计划，其推进系

统方案在整体动力布局方面与 Yak-38的类似。升力

发动机选用 RR公司设计的 RB594发动机，喷管可

偏航±15毅。主发动机为 F119的改型，增加 2个偏航 /

仰俯轴对称喷管，分别位于后机身两侧，通过 2个阀

门控制其开关。该方案在落选后，诺斯罗普·格鲁门公

司没继续深入研究，未进入大尺寸模型试验阶段。

2.3 优点与不足

相比“鹞”式战斗机，组合型推进系统的战斗机总

体布局更合理，高速飞行的潜力也更大，但主要存在

以下缺点：

（1）总的推进系统结构比复杂。要考虑多个发动

机一起工作时的自重、振动等问题。如果 1台发动机

不能正常工作，整个机身的平衡会受到严重影响；发

动机维护量也更大。

（2）升力发动机寿命短。为了尽量减少对飞机性

能的影响，升力发动机推重比要求很高，至少为 16，

最高可达 40以上，这就要求其结构相对简单、系统简

化、材料从轻。这就导致在恶劣条件下工作的发动机

的寿命缩短，甚至仅能进行几次起落。

（3）升力发动机喷气容易造成尾气再循环，影响

发动机的性能，喷射的高温气体会腐蚀地面。

3 复合型推进系统

3.1 原理

复合型推进系统是指 S/VTOL所需的垂直升力

由升力风扇或引射器等专用升力装置和升力 /巡航

发动机共同提供；巡航推力仅由升力 /巡航发动机提

供。该类型战斗机起落时起动专门的升力装置和升力

/巡航发动机共同工作提供升力；过渡飞行时，由升力

风扇和机翼提供升力及升力 /巡航发动机提供水平

推力；在巡航时，专用升力装置关闭，升力 /巡航发动

机提供水平推力。世界各国研究的复合型推进系统

S/VTOL战斗机及其见表 3。

3.2 应用和发展

20 世纪 50 年代后

期，就出现了升力风扇系

统，当时是将风扇安装在

机翼上以提供升力。美国

研制的 XV-5A飞机升力

风扇系统的原理如图 5

所示。1964 年，X-5A完

成了首次升力风扇悬停

验证。后来，X-5A被修改

并 转 到 NASA 进 行

VTOL 技术和操纵要求

论证研究，重新设计后的

代号为 X-5B（如图 6所示）。

1983年，美国海军接受第 1批 AV-8B“鹞”Ⅱ，与

此同时，美、英开始讨论合作研制 1款超声速先进短

距起飞 /垂直降落（ASTOVL）替换飞机。ASTOVL计

划最初提出 4种升力方案，包括先进的推力矢量控

制、混合串列风扇、引射增升和远距增升系统等；但经

进一步研究表明，这 4种方案均不能完全满足要求；

经修改发展了 2 种新的方案：燃气耦合升力风扇

（GCLF）和轴驱动升力风扇（SCLF）方案。

麦道公司最初采用的是燃气耦合升力风扇方案

（如图 7所示）。主发动机选用的是 GE公司的 F120，

在主发动机后部左右两侧各添加了 1个升力喷管，同

时有数个燃气管道引气驱动前方的升力风扇。短距 /

垂直起落时，主发动机的尾喷管将被堵塞，燃气通过

图 4 R27V-300涡喷发动机

类型

引射 +

升力 /巡

航发动

机

风扇 +

升力 /巡

航发动

机

时间

1962年

1978年

1964年

2001年

研究机构

美国洛·马公司

美国罗克韦尔公司

美国通用 /瑞安公司

美国洛·马公司

战斗机

XV-4A

XFV-12A

XV-5A

F-35B

发动机

引射器 +2台

JT124

引射器 +1台

F401

3台涡轮叶尖

风扇 +2台

GEJ85-GE-5

1台轴驱动风

扇 +1台 F135

表 3 复合型推进系统战斗机及其发动机

图 5 X-5A升力风扇系统

图 6 NASA的 X-5B验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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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门，一部分流入升力喷管，产生升力，一部分通过燃

气管道转向流至前面的升力风扇，驱动其运转。升力

风扇的喷管是 3轴承旋转喷管，能将升力转向，产生

矢量升力。但因为该方案需要很大的燃气流量，需要

重新设计发动机的进口截面，并对飞机进行较大的修

改，影响飞行性能，经过权衡，麦道公司最终选择经修

改的升力发动机方案。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用轴驱动升力风扇方案。

X-35B推进系统由 1台 F119-PW-611发动机、轴驱

动升力风扇、3轴承转向喷管和滚转姿态控制喷管组

成，如图 8所示。

升力风扇为 2级对转风扇，垂直安装在座舱后，

刚好在飞机重心之前，由主发动机前延伸出旋转轴通

过离合器驱动可向前偏转 15毅、向后偏转 60毅、向左右
分别偏转 10毅。该风扇吸入冷空气向下喷射，提供垂
直升力，同时在喷管与发动机进气口之间形成 1个气

体屏障，避免尾气循环。在短距起飞、悬停和垂直降落

时，由升力风扇产生升力，主发动机的 3轴承转向喷

管可偏转至垂直向下的位置（最多可偏转 95毅并可左
右偏转 10毅）产生升力，两侧机翼的姿态控制喷管也
可提供升力；正常飞行时，离合器断开，升力风扇进、

出口关闭，停止工作，3轴承转向喷管转至水平方向

提供推力。

3.3 优点与不足

以 F135 STOVL为例，复合型推进系统主要存在

以下优缺点。

3.3.1 优点

（1）效率高，产生的升力要比同样采用 F119改型

发动机的直接升力方案高出 60％。

（2）升力风扇安装在飞机重心前方，后部的主发

动机位置保持不变，提高了性能，并保证了与传统型

的通用性。

（3）升力风扇可以使足够的空气转变为飞机悬停

所需的垂直气流，发动机风扇的截面变动不大，对飞

机的影响小；飞机迎风面积小，有利于飞机实现超声

速飞行，提高机动性。

（4）从垂直起落状态转化为平飞状态所用的时间

短且转化过程更简单。

（5）升力风扇喷出的是冷空气流，减小了尾喷管

高温燃气对地面(甲板）的烧蚀影响。

3.3.2 缺点

（1）结构复杂、质量较大。以 F-35B为例,仅轴驱

动升力风扇就给飞机增重 1361 kg，加上其他升力组

件，其总质量约 1800 kg，这是在飞机巡航状态时无法

丢弃的“死重”。由于自重的增加，其可带负载减少，携

带的燃油量少，航程和作战半径都有所缩短，同时也

降低了武器载荷。实际上随着 F-35B质量的增加，其

面临着升力不足的问题。

（2）升力风扇体积大，占据了较大飞机空间。

（3）相比其他型安装的低可探测的轴对称喷管，

所采用的 3轴承喷管隐身性降低。

4 特点与启示

（1）发动机技术是关键。结合 S/VTOL战斗机发

展和使用情况，发动机技术是其发展的瓶颈，直接关

系到飞机能否与常规战斗机对抗。简单地说，相对于

常规发动机，S/VTOL战斗机发动机的设计难点主要

是解决推进系统的升力、推力、质量和耗油率与飞机

起飞质量和航程的矛盾。

（2）升力方案是难点。从应用的各发动机看，怎样

为垂直起飞的战斗机提供足够的升力一直是困扰

S/VTOL战斗机的难点。无论是早期鹞式战斗机，还是

Yak-38战斗机，都存在载荷不足、机动性能相对差以

及航程不够的问题；目前最先进的 F-35B在研制过

程中同样出现“因超重 1500 kg而无法实现按设计要

求的悬停或短距起飞”的问题。上述问题通过修改气

动布局、提高推进系统的效率和减少阻力等措施基本

图 7 麦道公司的燃气耦合升力风扇方案

图 8 F-35B的 F135STOVL发动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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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也就是说，采用组合型或者复合型的推进系统，

虽然能够以其他方式（升力发动机或升力风扇）提高

升力，但增加的系统自重很大，这是在起飞、巡航、机

动飞行中不可抛弃的。共用型推进系统虽然在提供升

力方面增加的质量不是很大，但其能提供的升力受进

气流影响较大（相比 X-32B方案，X-35B方案的单一

发动机会多产生 60％的推力和 160％的气流），所以，

同样存在升力不足的困扰。因而，应该探索革新的技

术和方案，既能提供足够的推力又具有合适的质量，

能够更好地满足 S/VTOL战斗机的全面要求。

（3）组合型推进系统成熟度相对较高，共用型推

进系统发展潜力有待评估。对于 F-35B推进系统，洛

克希德·马丁公司开始采用喷气驱动升力风扇及用 2

维、“龙虾尾”式喷管的形式，后来随着诺斯罗普·格鲁

门公司和英国宇航公司加入研制，洛克希德·马丁公

司对其原始方案进行了较大修改，形成了的轴驱动升

力风扇、3轴承偏转喷管方案。这一方案在综合性能、

可靠性和维护性方面最佳；在轴驱动升力风扇与喷气

驱动升力风扇间选择了前者，减少了在气动和结构设

计上所受的限制。升力风扇是基于洛克希德·马丁公

司的轴驱动升力风扇专利技术、RR公司垂直起飞和

着陆战斗机及其发动机的多年研制和使用经验；3轴

承偏转喷管技术是基于俄罗斯的 Yak-141型 R79发

动机的研制经验；F135 STOVL主发动机是以在 F-22

战斗机上投入使用的成熟 F119 发动机为基础改进

的。也就是说，这些都是成熟的、经验证的先进部件和

技术，完全符合美国国防部的“JSF项目不采用未经

验证的不成熟部件和技术”的规定，也确实收到了“使

F-35战斗机推进系统的研制风险明显降低、研制费

用减少、研制时间缩短”的效果。

X-32B虽然在 JSF竞标中不敌 X-35B，但是其采

用的推进技术值得探讨。波音公司为解决直接升力推

进系统的进气量问题，采用了独具一格的”大下巴”进

气道等新颖结构。虽然这些新颖布局的气动性能在试

飞中被验证是可靠的，且其推进系统采用了鹞式战斗

机经验证的结构方式，但是对于波音公司来说，这些

布局却是史无前例的，在以后的使用中存在的不定因

素也不可预估，这也是其竞标失败的原因之一。同时，

STOVL型的发动机布局方式降低了 CTOL 型和 CV

型的性能，这也是经济可承受性方面不允许的。如果

单纯从技术角度来看，X-32B 推进系统还是比较成

功的，因为升力和推力由同一台发动机提供，占用的

空间较小，附加系统结构相对简单，技术问题相对较

少，这种共用型推进系统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发动机

“死重”增加的问题。

5 结束语

与常规起落的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相比，

S/VTOL战斗机具有许多突出的优点和明显的战略、

战术价值。正因如此，各航空发达国家都对其发展给

予了高度关注。从 20世纪 50年代开始，虽然各国研

制验证了几十种 S/VTOL型号，但实际应用的 3 款

S/VTOL战斗机都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飞行速度、

航程及作战半径、载荷量以及机动性等方面，且基本

体现在推进系统上。

S/VTOL战斗机的研制经历了大量失败，少数得

到验证，极少数得以装备。在这一过程中，耗费了巨大

的人力和财力，却也积累了大量经验，不断地验证了

方案的可行性。美国的 F-35B战斗机的推进系统应

用了美国 PW公司的发动机技术、英国 RR公司的升

力技术、参考了 Yak-141发动机的 3轴承偏转喷管

技术，可以说是这 3种推进系统技术的集中体现，但

仍存在着前述的一些问题。

美国的航空技术处于世界领跑的地位，其提出的

关键技术和发展方向均依据美国的战略需求而定，因

此中国不能盲目跟随，应充分分析其技术发展的方法

和策略，总结其经验，依照中国国情和战略发展需求，

提出应对的措施。中国的 S/VTOL战斗机及其推进系

统的研制，既要借鉴国外先进技术与方案再创新，又

要放飞思想、敢于原始创新，深入研究和论证需要攻

克的关键技术和需要提供的技术保障，才能早日研制

出满足中国国防需要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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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关键结构特征的升力风扇结构布局方案设计

徐 雪 1，黄爱华 2，郭 捷 1

（1.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2.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成都 610100）

摘要：为研究升力风扇的结构布局，并探索 1种新结构布局方案设计方法，归纳了 4项升力风扇结构布局的特别设计需求，由

此引出 4个方面关键结构特征，并基于结构特征的组合设计了多种各具特点的结构布局方案，最终通过多方案对比分析，从中选定

双承力机匣对转无静叶方案。设计结果表明：采用关键结构特征组合的方法有助于布局方案的创新设计，并能够形成系列化方案，

从而为创新型项目的风险控制提供方案支持。

关键词：升力风扇；结构布局；双转子；齿轮传动；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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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Layout Design of Lift Fan Based on Critic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
XU Xue1, Huang Ai-hua2, GUO Jie1

渊1.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gyang 110015, China; 2.Chengdu Aeronautic Polytechnic Academy,
Chengdu 610100,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layout of lift fan and find a design method for a new structural layout design, four special
requirements of the lift fan structural layout were concluded from the plan of the power system, key structural features of the lift fan struc鄄
tural layout were analyzed in four aspects, and based on the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bination of characteristic, variety of struc鄄
tural layout scheme were designed. Eventually, after compared and analyzed of various plans, 野Two Supporting Frame No stator冶 layout was
selected to be the best. Design results show that adopt the method of critical structural features combination is helpful for creative structural
layout design. And this method could also give a series of structural layout to support the risk control of the creative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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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总体结构布局方案设计是新型航空发动机的顶层

设计基础工作，对于后续设计具有极其重要影响，因此

必须十分慎重，既要有足够的方案设计继承性又要能

够充分地适应新任务要求。目前，传统的航空发动机总

体结构布局方案设计多参考一型原准机，并适应性引

入新结构、新技术。这种方式的继承性较强，适用于传

统发动机的应用；但对于垂直起降动力系统和升力风

扇等的创新型应用就难以产生布局新颖、充分适应新

特点的方案，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结构创新。

本文以某一型升力风扇的结构布局方案设计为

对象，尝试从新结构的设计需求出发，引出关键结构

特征，并基于关键结构特征的组合开展多方案设计，

通过对比分析选择出最佳方案的方法。

1 设计目标与需求分析

升力风扇的基本参数：流量约为 200 kg/s、输入

轴功率约为 20 MW、2 级风扇转速约为 6700 r/min、

传动比为 1.1、风扇直径不大于 1.3 m。其所在的垂

直／短距起降飞机动力系统方案与 F-35B的动力系

统方案[1-2]相似，如图 1所示。

结构布局方案的设计目标是在满足升力风扇设

计需求的前提下，实现质量最轻和设计难度较低。从

以上参数和图1中可见，升力风扇在功能和使用条件

上与常规发动机风扇存在很大区别，可从中分析归纳

mailto:xuxuenwpu@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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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中特别的设计需求[3-5]。

（1）传动系统需要尽可能简单高效。

由于升力风扇的转子旋转轴线与传动轴垂直，而

且传递的功率和转速较高，因此传动齿轮系统必须要

尽可能简单高效；否则一方面会带来较大的机械损

失，进而影响推力；另一方面对于如此大的传动功率

而言，微小的机械功率损失就会产生过多的热功率，

增加了滑油系统或热管理系统[6]的负担。

（2）双转子需要反向旋转。

由于在垂直起降状态下，气动舵面对飞机姿态的

控制力几乎为零，姿态控制全靠主发动机的 3轴承偏

转喷管、升力风扇可调喷管和两侧的滚转喷管协调进

行推力矢量控制来实现。在这种环境下，高速旋转的

转子所产生的陀螺力矩会使姿态控制变得更加复杂，

所以发动机主机和升力风扇都要尽可能降低陀螺力

矩的影响[7-8]，这就要求采用双转子反向旋转形式使陀

螺力矩相互抵消。

（3）润滑和封严结构需要满足垂直工作状态。

由于升力风扇采用竖直安装，因此其支点轴承系

统的供油润滑、轴承腔的回油和封严结构等的工况均

与常规设计有一定的不同，例如：上方润滑点喷出的

滑油下落到油池的过程需要考虑受到下方高速旋转

的轴承、齿轮以及从下方的密封结构进入的封严空气

的影响。

（4）需要特别强调尺寸小质量轻。

由于升力风扇只在发动机的垂直起降状态下使

用，在飞机常规飞行时将变成毫无用处的“死重”，因

此对于升力风扇的质量控制要比发动机本身更加严

格。同时由于升力风扇位于飞机前机身进气道处，其

外廓尺寸直接影响到前机身的空间结构，因此对于尺

寸的限制也十分重要。

除了上述的 4点特殊设计需求外，结构方案还必

须满足常规的结构设计要求，例如：装配性、可维护

性、结构紧凑、零件少以及机匣应具备包容性等。

2 布局方案中的关键结构特征

根据上述 4项特别的设计需求，在结构布局方案

设计中，首先要考虑能够满足这些特别需求的关键结

构特征，并开展初步的分析与取舍。这些关键结构特

征相互交织，需要系统地考虑，并无设计工作上的先

后顺序之分。

2.1 传动结构

尽管同轴反转机械传动已经在涡桨（或桨扇）发

动机和直升机主减速器上取得了成熟的应用，但是由

于升力风扇为垂直传动且传动比小、传递功率大，因

此这些传动系统并不适用，具体参数对比见表 1[8-9]。

对于传动轴从垂直方

向驱动同轴反转的 2个转

子而言，最简单的布局就

是 1个主动锥齿轮带动两

侧的从动锥齿轮形成 2个

啮合副，实现等速反向旋

转（如图 2所示）。由于传

动功率大转速高，因此需

要在结构布局的过程中着重考虑 3方面的细节。

（1）将止推轴承（球轴承）设计在接近锥齿轮的位

置，以保证啮合间隙稳定[10]。

（2）根据详细设计的需要，可以在 2个从动锥齿

轮之间增加“齿轮间支点”（具体结构见方案 2），将从

动锥齿轮的支撑形式由悬臂改为简支，以限制转子工

作过程中的转子挠曲变形造成齿轮旋转轴线倾斜.

（3）在其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为齿轮传

动的设计留出更大的设计空间。

2.2 承力机匣

对于同轴反向旋转的双级风扇，其承力机匣可以

有单机匣、双机匣和 3机匣 3种不同的结构布局，如

图 3所示，在具体的结构布局设计中需要着重考虑以

下因素。

（1）如果承力机匣下方有转子，就需要考虑支板

图 1 F-35B垂直起降动力系统主要部件结构[2]

型号

NK-12MP涡桨

D-27桨扇

旋翼主减速器

本方案

应用对象

Tu-95轰炸机

An-70运输机

卡 -28

传动功率 /MW

11

10

3.2

20

传动形式

双行星齿轮

双行星齿轮

传动比

11

1.1

传动方向

同轴

同轴

垂直

垂直

表 1 几种传动系统的参数对比

图 2 同轴反向齿轮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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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迹对下游转子叶片的气动激振。

（2）出于质量、成本和结构复杂性等方面考虑，应

该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承力机匣的数目（由此

直接排除 3承力机匣设计）。

（3）需要考虑承力机匣对于气动方面的作用，如：

进口的承力机匣结构可以方便在进口设计可调导叶[11]。

2.3 转子支承

转子支承方案相对灵活，同样的承力机匣设计也

可以通过不同的细节以实现多样的转子支承布局。在

升力风扇的设计需求和其他关键结构特征的限制下，

转子支承方案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方面因素：

（1）采用转子悬臂支撑的方案着重考虑尽可能增

加支点轴承的跨距，以提升对于转子的轴线摆动限制

能力。

（2）针对传动结构的设计需要，还必须考虑支点

的布置对于锥齿轮啮合间隙的限制。

尽管支承方案对于整机的转子动力学特性具有

重要的影响[12-13]，但是在方案布局设计中，尤其是创新

型应用的布局设计中很难给出支撑刚性、转子刚性和

转子质量特性等参数，使得在这个阶段很难开展准确

的转子动力学特性评估[14]。所以本阶段暂不考虑转子

动力学特性的因素。

2.4 润滑和封严结构

针对纵向工作的需要，润滑和封严结构方面需要

特别考虑以下因素：

（1）对于承力机匣中置的方案，一方面需要特别

考虑下方转子的甩油结构，以防止积油带来额外的不

平衡量[15]，另一方面需要特别考虑下方的转子密封和

油池的设计。

（2）对于双承力机匣方案，需要特别考虑机匣的

转子密封和油池的设计。

（3）采用中介支点的方案，需要特别考虑轴承的

供油结构。

3 多方案结构布局设计与对比分析

3.1 结构布局方案

在气动流路和主要转子部件强度基本符合现有

设计准则的情况下，通过对上述几方面的关键结构特

征进行组合，并采用成熟的轴承、密封和联轴器等部

件结构，开展了多方案结构布局设计。本文从设计结

果中选出比较典型的 3种类型共 7个方案进行具体

分析。

（1）单承力机匣中置布局

这一类布局包括方案 1和方案 2，分别如图 4、5

所示。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采用锥齿轮间支撑结构、

转子间密封和第 2级转子上方的甩油结构。

（a）单承力机匣 （b）双承力机匣 （c）3承力机匣

图 3 3种承力机匣布局

图 4 “单轴承机匣中置”方案 1

图 5 “单轴承机匣中置”改进方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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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承力机匣下置布局

布局方案 3如图 6所示。与前 2个方案相比，方

案 3通过采用轴套轴结构和中介轴承，实现了单承力

机匣下置的方案。由于第 1级风扇转子较细长，为了

防止转子挠曲变形对锥齿轮的啮合间隙产生影响，也

采用方案 2中的“齿轮间支撑结构”。中介轴承需要通

过第 1级转子内部的轴心供油管自下而上地供油至

轴承环下。

（3）双承力机匣布局

双承力机匣布局更加灵活，本文选择了系列化的

4个方案，分别为方案 4～7（如图 7～10所示）。其中

方案 4是初始方案，在其基础上增加“齿轮间支撑结

构”成为方案 5，在方案 5基础上去掉第 1级静子成

为方案 6，在方案 6基础上采用中介轴承成为方案 7。

图 6 “单承力机匣下置”方案 3

图 7 “双轴承机匣”方案 4

图 8 “双轴承机匣”改进方案 5

图 9 方案 5的基础上改无静叶对转结构 6

图 10 方案 5的基础上采用中介轴承的方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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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多方案对比分析

由于在布局方案设计阶段尚无法确定具体结构

细节，因此很难定量地表征质量和设计难度 2个设计

目标。为了能够更客观全面地对上述不同的方案作出

评判，本文采用定量对比和定性分析 2种方法对上述

方案进行对比；以期通过对长度、单元体数目和承力

机匣的数目等项目的定量对比，间接地评估方案的质

量因素；并通过对于方案优缺点的定性分析，间接地

评估设计难度。

3.2.1 定量分析

不同方案的相对长度、转子支点数目和单元体数

目等在方案布局中涉及的定量结构参数见表 1，以方

案 5为例的各单元体结构组成和其装配爆炸展开如

图 9所示。

从上述定量对比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采用第 1级无静叶设计可以显著降低升力风

扇的长度，有利于降低质量。

（2）采用单轴承机匣设计可以降低单元体数目和

主承力机匣单元体中大组件数目有利于简化结构，提

高装配性。

（3）前 2个方案虽然只采用了 1个机匣，在长度

上并没有带来优势。

3.2.2 定性分析

（1）单承力机匣中置的方案特点

单承力机匣中置的方案与其他 2类方案相比优势在

于：结构设计简单，转子之间没有交叉。但这种布局方

案存在以下 3个问题：

a. 根据升力风扇的设计参数，初步设计传动轴直

径约为 85 mm，显著高于一般航空发动机中央传动杆

的直径，这使得传动轴所通过的承力机匣支板厚度较

大，对下游的第 2级转子将产生较大的气动激振，这

增加了第 2级转子的设计难度。

b. 由于承力机匣位于 2转子中间，此处气流尚

未经过充分压缩，流路宽度较大，这就造成：一方面，

在外径一定的情况下给轴承腔设计的空间就更小；另

一方面，在叶型厚度一定的情况下机匣的轴向更长

（第 1类方案长度较大的原因）。

c.由于主承力机匣下方的油池位于第 2级转子盘

心，设计空间狭小限制了油池容量，而且此处还需要布

置转静子间的密封结构，因此结构设计更加困难。

（2）单承力机匣下置的方案特点

单承力机匣下置方案与中置方案相比的优势：

a. 将承力机匣置于叶片排的下方排除了厚支板

的气动影响问题。

b. 油池布置在机匣底部空间更充裕。

c. 由于机匣布置在第 2级风扇之后，气流的压力

较高，流路较窄，为机匣内的齿轮传动结构提供了更

大的空间。

这种方案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中介轴承上：

a. 不仅中介轴承的 DN值较高，而且由于 2个转

子等速旋转造成其滚子公转转速和保持架转速为零，

这使轴承的设计更加困难。

b. 中介轴承使得 2 个转子的振动相互影响，转

子动力学特性更加复杂[12]。

c. 中介轴承需要通过中央供油管克服重力向上

供油，存在着滑油在中央供油管内积累带来额外的不

序号

1

2

3

4

5

6

7

项目

进口法兰到出口法兰长度

（以方案 4为 100%）/%

承力机匣和轴承腔数目

转子支点轴承数目

第 1级转子支承形式

第 2级转子支承形式

单元体数目

主承力机匣单元体中

大组件数目

方案 1

105

1

2B+2R

0-2-0

0-2-0

5

6

方案 2

105

1

2B+4R

0-2-1

1-2-0

5

7

方案 3

75

1

2B+3R

0-2-1

0-1-1

4

7

方案 4

100

2

2B+2R

1-0-1

0-2-0

6

6

序号

1

2

3

4

5

6

7

项目

进口法兰到出口法兰长度

（以方案 4为 100%）/%

承力机匣和轴承腔数目

转子支点轴承数目

第 1级转子支承形式

第 2级转子支承形式

单元体数目

主承力机匣单元体中

大组件数目

方案 5

100

2

2B+3R

1-1-1

0-1-1

6

8

方案 6

90

2

2B+4R

1-1-1

0-2-1

5

8

方案 7

90

2

2B+3R

1-1-1

1-0-1

5

8

表 1 不同方案的结构参数对比

注：B代表滚珠轴承，R代表滚棒轴承。

图 11 方案 5的爆炸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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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量的风险，从而造成整机振动问题[13]。

（3）双承力机匣的方案特点

双承力机匣布局的 4个方案大体思路相同，区别

体现在具体结构的取舍上。其继承了单承力机匣下置

的主要优点，并且通过引入上承力机匣，使布置进口

可调叶片成为可能，有利于风扇承受由升力风扇进气

口及其活门带来的气流畸变。

上轴承机匣也存在滑油池与密封结构设计空间小

的问题；不过考虑到此处轴承直径和载荷较小，相应的

润滑需求也小，因此解决该问题应比方案 1容易。

在 4个方案中是否采用无静叶方案取决与气动

设计的难度，但是从结构角度看无静叶设计无疑在长

度、转子刚性和质量方面更具优势。

3.3 方案选择

综合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案 6在尺寸、单元体数

目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且其问题相对较少，在所

有的方案中实现了质量、尺寸和设计难度等更好的平

衡，因此作为首选方案。如果在后续的详细设计中，无

静叶对转风扇的气动设计难度无法克服，也可以在结

构改动不大的情况下退回到方案 5。

4 结论

（1）以关键结构特征作为设计需求和方案桥梁，以

不同结构特征的组合为基础形成一系列布局方案，并

通过定量和定性 2方面的对比分析优选出最终方案。

（2）与传统方法相比，本文方法更加有利于拓展

结构创新思路，而且有利于在方案设计之初就针对日

后可能出现的技术难关储备多种“备份方案”，因此更

加适合设计难度和风险较大的创新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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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 2级风扇的数值研究

E.U.卢列夫斯基，D.A.普拉库西，V.I.毕思敏，U.A.克瓦沙
（伊夫琴科－前进设计局，乌克兰扎波罗热）

程 燕，郑 宁，译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运用 ANSYS CFX 11.0 和 home-code 程序对 AI222 发动机风扇流路气动参数进行了 3 维 CFD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计算；通过 3维建模，实现了风扇主要积分特性和局部参数计算。通过与风扇进行大量试验结果的对比，验证了计算结

果，并找出了产生差别的原因，得到了风扇总特性以及气流径向参数的计算值与试验值的吻合度。结果表明：通过运用 3维建模计

算方法简化了风扇设计过程，缩短了风扇从设计到试验的时间，降低了航空发动机部件的设计成本。

关键词：风扇；试验；3维模型；气动参数；计算流体力学；AI222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4.04.004

Numerical Analysis on Two Stage Fan of Aeroengine
Rublevskiy E U, Plakuschiy D A, Pismenny V I, Kvasha U A

渊Zaporozhye Mashine-Building Design Bureau Progress State Enterprise named after Academincian O.H.
Ivchenko, Zaporozhye, Ukraine冤

CHENG Yan, ZHENG Ning, translated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The 3D CFD calculation of dynamic parameters for AI222 engine fan flow was conducted by ANSYS CFX 11.0 and home-
code software. The main integral characteristics and local parameters of fan were calculated by 3D model. Compared with a large number of
test results of fan,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were validated, the error causes were presented, and the match degree between the calculation
value and experimental value of fan total characteristics and flow radial parameter were obta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3D model
calculation can simplify the fan design process, shorten the time from the design to experiment, and reduce the design cost of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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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在工业领域进行新产品设计研发时，如何在

最短时间内将其投向市场成为产品占领行业先机的关

键，但是设计周期的缩短不应影响产品的质量和效果。

传统的试验研究验证设计质量的方法虽能取得一定成

果，但会消耗巨大的材料成本。近年来，出现了由传统

准 2维叶片机计算方法向 3维流体模型计算方法的转

变。计算机辅助技术（Computer-Aided Engineering，

CAE）在设计过程中得到广泛应用，可以在最短的周期

内完成任何结构形式的航空发动机的设计工作。

对于航空发动机及其部件的气动流体设计来说，

在方案设计阶段采用 CAE手段的计算流体力学方法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CFD）是非常可靠和有

效的，并作为在大量潜在方案中选取适合方案的工

具。尽管如此，CFD计算结果仍有不准确之处，特别

是在预测气动参数的绝对值时可信度不高。所以，对

其进行检验校核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选取 AI222-25发动机风扇为研究对象进行

mailto:E-mail:035011@zmkb.com


第 4期 E.U.卢列夫斯基等：航空发动机 2级风扇的数值研究

3维计算试验。通过 3维建模，将得到的风扇试验件

的计算值与试验值进行了对比分析。

1 研究对象

以 AI222-25发动机风扇为研究对象，在 3维气

动计算过程中综合使用了 ANSYS CFX 11.0和“乌克

兰科学院与航天技术研究院工程力学研究所”的

home-code 程序，流体控制方程使用雷诺平均的

Navie-stocs方程和标准 k-着紊流模型。固体表面的边
界条件是以壁面函数的方法给定，主要方程的差分是

在有限体积法的基础上获得并在计算网格上进行记

录。通过 MLU[5]对数记录来提高差分逼近法阶次，主

要方程的差分是在速度和压力的 2阶精度校准基础

上完成的，在求解过程中利用时间步作为松弛系数得

到确定的解。

2 试验说明

在 AI222-25发动机研制过程中，将压气机在整

机上进行台架试车。在风扇进、出口和工作轮后进行

测量，试验的第 1阶段确定了风扇的总特性；为了进

一步对风扇特性进行优化，第 2阶段研究了风扇出口

以及各级工作轮后气流的径向和轴向参数变化。

对风扇流路沿叶高测量了以下参数：（1）用测试

装置测量进口空气流量；（2）用带有远距控制下移和

旋转机构的楔形测压和测温管测量第 1、2级工作轮

后和风扇出口的气流速度和方向；（3）用布置在第 1、

2级导向叶片上的传感器测量其工作轮后的总压和

总温；（4）用径向布置的梳状管测量风扇出口总压和

总温；（5）用耙子测量风扇出口的周向总压场。

通过不断更换尾喷管的方式对外涵节流进行了

一系列整机试验，得到了风扇的试验特性。采用发动

机特种试验调节外涵尾喷管面积的方式，得到换算转

速 60％的特性线。

在流路的任意区域用楔形测压测温管进行测量，

遥控控制管子向下移动和旋转。试验测量了风扇后参

数和第 1、2级工作轮后的参数，如图 1所示。

采用第 1、2级工作轮后的热力参数来测量沿工

作状态线（点 2－3）以及沿风扇特性线（点 2－1）。相

比于具体数值，气流角的试验曲线关系在很大程度上

带来了更有价值的信息，从技术上准确地将测试管与

发动机轴线的方向重合。

3 3维建模

采用 ANSYS CFX 11.0 3 维气动计算软件和

“乌克兰科学院与航天技术研究院工程力学研究

所”的 home-code 3D calc程序建模。计算区域划分

如图 2所示。

从图 2中可见，ANSYS CFX 11.0将计算区域划

分为 5部分：第 1、2级工作轮为 R1、R2区域；

给定进口边界条件分别是总温为 288.15 K，总压

为 1个标准大气压，子午平面速度矢量投影和风扇轴

线之间的角度分布。给定出口边界条件：流量为特性

仔B（G撞npue）所在区域有较小的坡度；反压为坡度较大特

性。设定了转子转速、相对于零间隙工作轮叶片的外

缘滑移、过程的绝热性、周向的周期条件。计算区域的

边界通过“Stage”界面实现，在这一过程中气流参数在

周向上平均。

在计算过程中设定工作介质为理想燃气，在雷诺

数学积分方程基础上建立分析内部流体，并采用 k-着
紊流模型来解方程。压气机计算模型如图 3所示。

图 1 试验方案

楔形管

楔形管和叶
片上传感器

径向梳状管
耙子

图 2 计算区域划分

计算域边界

区域

R1

R2

S1

S2

S3

共计

整个范围内的扇段数量

19

42

29

54

54

-

各计算区域内的节点数量

205200

130548

122536

101504

136704

696492

表 1 计算网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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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航空涡扇发动机风扇的气流紊流进行 3维

数学建模时采用乌克兰科学院与航天技术研究院工

程力学研究所的 3D calc代码 CFD程序。该代码早期

曾用于压气机不同级上叶排的 3维流体计算[1-4]。

在 CFD的 3D calc代码内实现了在正交曲线坐

标内流体的数学模型方程，使用气流逆变速度分量作

为变量的 3维紊流的手段。

连续方程和 Navie－Stoks方程为

坠籽坠子 +div（籽V）=0， （1）

坠坠子（籽vi）+div（籽V vi）=div（滋gradvi）+Si，i=1，2，3，（2）

其中

Si=-gi琢 坠坠q琢 p+ 2
3
籽k + 1驻 坠坠q琢

驻 姿gi琢 1驻 坠驻坠q l 驻vl蓸 蔀+滋 gi茁 坠v琢坠q茁 +vkgi茁祝k茁
琢 vkg琢r祝k酌

i

-祝茁琢
i
籽v茁v琢+p軌茁琢 +Fi；

p軌i琢=-姿gi琢 1驻 坠坠q l（驻v l）-

-滋 gi茁 坠v琢坠q茁 +g琢酌 坠vi

坠q酌 +vk（gi茁祝k茁
琢 +g琢y祝k酌

i
）

式中：vi 为气流速度矢量V 的逆变分量；子 为时间；籽
为密度；p 为压力；滋=滋t+滋l为紊流和分子总黏性系数；

姿=-2滋/3；Fi 为外力矢量逆变分量；q i 为曲线坐标；

gi酌为张量；驻= det||gi酌||姨 ；祝k酌
i
为象征；k 为紊流的运

动能量。

能量方程为

坠坠子（籽i
*）+div（籽V i

*）=div 资
Cp

gradi* +Sc
E
，rДe Sc

E
=

- 1驻 坠坠q琢 驻 v茁gk茁pk琢+ 资Cp
g琢茁 坠（V2/2）坠q茁 +V·F；（3）

式中：i*=CpT+V 2/2，Cp为压力不变时燃气的热容；T为
温度；资为导热系数。。

资-着紊流模型标准方程为
坠坠子（籽k）+div（籽V k）=div（滋ef. k grad k）+Sc

k
（4）

坠坠子（籽着）+div（籽V着）=div（滋ef. 着 grad 着）+Sc
着 （5）

其中，Sc
k

=G-籽着；Sc
着

=C1
着
k G-C2籽着2

k ；

G=滋t ga酌
坠v酌坠q茁 +祝茁p

酌 vp ×

g茁k 坠v琢坠qk +g琢l 坠v茁坠q l +vm（g茁k祝mk
琢

+g琢l祝ml
茁
），

式中：着 为运动能量消散速度；滋ef. k=滋t; 滋ef. 着=滋t/1,3;C1=

1,44；C2=1,92。

气流速度逆变分量在对流和扩散项表述成无向

量，即

div（籽V vi）= 1驻 坠坠q琢（驻籽v
i
v
琢），

div（滋 gradvi）= 1驻 坠坠q琢 驻滋g琢酌 坠vi

坠q酌

差分方程（1）~（5）在有限体积法基础上得出，并

记录在计算网上。差分逼近法的阶次的提高通过

MLU[5]记录对流项。

主方程的离散完全建立在隐性时间上，但是在解

上述差分方程时用松弛系数来找出确定解。差分方程

（1）~（5）的共同解是按照压力和速度 2阶精度修正法[6]。

为了解差分方程（2）、（4）和（5）采用总逼近法（时间步

进作为松弛系数），而解方程（1）、（3）采用较低松弛的

线性扫描方法。

单独的压气机叶排边界条件按在进口表面、沿气

流方向距叶排前缘处，给定总压、总温和气流角在周

向上以及紊流参数沿流道高度的平均分布形成，并在

绝对运动中给出所有参数。在计算域的侧表面到叶间

流道进口、出口之后采用的是所有气流参数的周期性

条件。

如果是多级压气机，则在进口给定总压、滞止温

度、气流角和紊流参数沿流道高度的分布；在压气机

出口给定静压。

风扇叶排流体计算在 H 型均匀计算网格内完

成，一部分与叶排间间隙重合。每个网格包含 20×

20×50（分别对应叶片槽道的长宽高）节点。

图 3 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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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算与试验结果的对比

对压气机特性进行了大量详细地计算，研究了从

n蒯剽=0.4、1.0之间的工作状态。根据 3维建模结果得出

了总增压比和效率与空气流量的关系。积分参数如图

4、5所示。

在点 1～3 上沿流路半径分布的绝对参数如图

6～9所示。

从图 6中可见，试验中测得的第 1、2级风扇后换

算总压沿叶高的分布，使用 ANSYS CFX 11.0 和

home-code 3D Calc程序计算的第 1、2状态点的数据。

在第 2、3状态点上第 1、2级风扇后的换算总压

沿叶高分布，试验测试值和 ANSYS CFX 11.0 和

home-code 3D Calc3维计算值如图 7所示。

从图 6、7中可见，在第 1～3状态点上第 1级后

的压力分布计算值与试验测量值差别不大于 0.1

kg/cm2。因测量设备结构原因无法直接测量壁面参

数，所以计算曲线叶尖部位压力的显著阻塞在试验中

是不存在的。第 2级后差别比第 1级后略大，第 1、3

状态点分别达到了 0.2、0.5 kg/cm2，计算值与测量值

差别不大。第 1、2状态点上第 1、2级后的换算总温沿

叶高的分布如图 8所示。

在第 2、3状态点上第 1、2级后的换算总温沿叶

高的分布如图 9所示。

从图 8、9中可见，在 1～3状态点上计算的换算总

温与试验值吻合度较高。第 1级后在平均半径位置，所

有点上的差值不超过 2-冂℃。叶尖位置的试验特性表
明其温度上升较计算值非常明显。对于第 2、3状态点

差别在 7～10℃。计算特性表明，在轮毂部位的温度上

图 6 第 1、2状态点上第 1、2级风扇后换算总压沿高度的分布

P*
np,krc/cm2

楔形测管上的传感器，图 4中状态点 1
导向叶片上的传感器，图 4中的状态点 1
楔形测管上的传感器，图 4中状态点 2
导向叶片上的传感器，图 4中的状态点 2
3D calc3维计算数据
CFX3维计算数据

图 7 第 2、3状态点上第 1、2级风扇后换算总压沿高度的分布

楔形测管上的传感器，图 4中的状态点 2
导向叶片上的传感器，图 4中的状态点 2
楔形测管上的传感器，图 4中的状态点 3
导向叶片上的传感器，图 4中的状态点 3
3Dcalc3维计算数据
CFX3维计算数据

P*
np,krc/cm2

R/mm

图 8 第 1、2状态点上第 1、2级后的换算总温沿高度的分布

楔形测管上的传感器，图 4中的状态点 1
导向叶片上的传感器，图 4中状态点 1
楔形测管上的传感器，图 4中的状态点 2
导向叶片上的传感器，图 4中状态点 2
3Dcalc3维计算数据
CFX3维计算数据

R/mm

Tnp

*
/k

图 4 总增压比与空气流量的关系

风扇 2D 计算特性
风扇 3D ANSYS-CFX计算特性
风扇 3Dcalc计算特性
风扇试验特性
流路参数测量的状态点

稳定工作边界试验值

稳定工作边界计算值

图 5 效率与空气流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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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第 2、3状态点上第 1、2级后的换算总温沿高度的分布

楔形测管上的接收点，图 4中的状态点 2
导向叶片上的接收点，图 4中状态点 2
楔形测管上的接收点，图 4中的状态点 3
导向叶片上的接收点，图 4中状态点 3
3Dcalc3维计算数据
CFX3维计算数据

Tnp

*
/k

R/mm

升也有 2～3℃，该情况在试验时没有发现。

第 2级后的计算特性表明在轮毂部位温度升高

3～4 ℃，而在叶尖部位减小 2～3 ℃，试验值也表明

从轮毂到叶尖平缓并波动的温度升高。叶尖部位的温

度差达到 10℃。叶尖的温升试验数据表明，相比计算

结果，在近壁区域实际上发现了更高的温度损失。在特

性线的其他区域，计算温度值比试验值高 2～3℃。所

以，积分计算特性与试验值相近。

5 结束语

根据对计算结果的分析以及计算与试验的对比

可知，压气机积分特性显示出在 n蒯剽刳赜=0.4～0.9范围

内与试验特性具有非常好的吻合，与试验值最大相差

2.5％。在转速 n蒯剽刳赜=0.9～1.0范围内，特性线纵向与试

验值有较高的吻合度。总压和总温在流路不同截面上

的绝对值表明其与试验值有较好的吻合。

计算与试验测量结果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于计算模型的不完善，如假设在模型中工质为理想燃

气，没考虑工作轮与压气机机匣之间的间隙，没考虑

压气机流路细节。

在 3维程序中可实现压气机主要积分特性和局

部参数的计算。CFD计算是先进的气动研究手段，可

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压气机的设计，省去了一些建

模的中间过程，可以使相对成熟的结构方案直接进入

试验阶段，在新的压气机设计以及现有压气机改进的

过程中将技术风险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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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涡轮工作叶片叶型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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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高压涡轮工作叶片叶栅型面特征，采用可压燃气黏性流 2维计算方法对高压涡轮工作叶片叶型进行了气动研究，

并通过试验验证了优化设计，得到了叶栅气动设计参数。经与初始叶型对比，优化叶型在各状态下损失特性变化更为平缓，在超临

界状态下效率更高，在 姿2is =1.20状态下的损失减少了 2.8％。该方法缩短了设计时间，并且节省了平面叶栅吹风试验的成本。

关键词：叶片叶型；叶栅；高压涡轮；计算方法；气动参数；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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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High Pressure Turbine Blade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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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blade cascade profi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igh pressure turbine, the dynamic analysis of the blade profile for
the high pressure turbine was performed by the 2D calculation with a gas viscous flow. The dynamic design parameters of cascade were
obtained by the optimization design of the experimental validation. Compared with the initial blade profiles, the loss characteristics change
less on different operations, the efficiency is higher on the super critical condition, and the loss reduces 2.8豫 on 姿2is = 1.20 condition. This
method has expedited the design progress and save the cost of air plane cascad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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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现代航空发动机制造业的主要趋势是在设计中

提高部件气动负荷，进而降低加工、维护成本和提高

结构质量，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减少压气机和涡轮叶片

的数量。

高压涡轮可采用跨声速和超声速的导向叶片和

工作叶片。通常，由于气动参数梯度较大，存在压缩和

膨胀激波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附面层和尾迹流动，

这种叶栅内的流体具有非常复杂的流动特性。直接通

过试验研究上述特性成本较高，而且很多研究无法通

过试验的方式开展，需要采用一些现代化的数学方法

进行研究。

本文运用可靠的数值计算方法进行了叶栅型面

特性研究，计算精度可以满足叶栅气动参数的确定。

1 计算方法

为了实现对工作介质物理特性的准确模拟，目前

使用的半经验湍流模型基于雷诺平均 Navier-Stokes

算法[1]在工程上满足模拟了工作介质流动的所有现象

（激波、湍流、分离流动等）和由其引起的气流参数的

局部和积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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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应用“伊夫琴科－前进”设计局 FlowER 程

序中的 2维流体模块，基于 Menter的 k-棕 SST模型[3]

实现了流动的数值计算，方程采用 2阶精度隐格式差

分求解[1]。涡轮叶栅叶间流路的计算网格采用 H型网

格，网格数为 100×160，附面层网格不少于 22～25，叶

片表面第 1层网格厚度小于 1/√Re。叶型前、后缘计
算网格如图 1所示。

２ 计算方法的验证

所使用计算方法的有效性经公开出版刊发的检

测计算方法以及“伊夫琴科－前进”设计局积累的试

验数据进行了验证。文献[4-6]有关叶型叶栅试验和

计算结果对比分别如图 2～5所示。

从上述图中可见，该计算方法准确地模拟了叶栅

流场内的流动现象（激波的形成和位置，激波与叶背

处附面层流动的相互作用等），并完整地再现气流积

分参数的变化。对于叶栅 1损失系数计算值的绝对偏

差不超过 1％，气流出口角偏差不超过 1°。对于叶栅

2损失系数及出口气流角特性计算值也都在试验范

围的边界内。

３ 基础叶栅的流体计算分析

运用上述方法研究了某航空发动机单级高压涡轮

工作叶片中截面叶型的特性。叶型几何参数见表1，初

始和优化叶型对比如图 6 所示，计算状态为 姿2is=

0.90。研究了单级涡轮落压比由 仔T*=2.73提高到 3.05

时，在该涡轮动叶叶栅内增大压差的可能性。

（a）试验结果 （b）计算结果

图 2 M2is=1.19状态下涡轮叶栅流场对比

（a）损失特性 （b）出口气流角特性

图 3 叶栅 1试验结果和计算结果对比

（a）试验结果 （b）计算结果

图 4 禺2is=0.96状态下涡轮叶栅流场对比

（a）损失特性

（b）出口气流角特性

图 5 叶栅 2试验与计算结果对比

M2is

M2is

计算

试验

（a）前缘 （b）尾缘

图 1 叶型前、后缘计算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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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叶型几何参数

参数

Z

l/l0

t/l

a/t

B1k（毅）
B2e（毅）

Cm/l

初始叶型

86.000

1.000

0.731

0.449

55.860

26.690

0.204

优化叶型

82.000

1.057

0.724

0.480

43.740

28.670

0.209

参数

D（毅）
d1/l

d2/a

g（毅）
w1（毅）
w2（毅）

初始叶型

16.650

0.119

0.140

59.020

34.310

13.530

优化叶型

9.960

0.132

0.099

63.620

12.390

4.890

姿2is=1.20时，叶栅等

马赫数线对比如图 7 所

示，叶栅尾缘绕流矢量

如图 8所示。从图 8中

可见，随着飞行高度的

变化，当雷诺数减小时，

叶背处斜激波后附面层

出现局部分离流动，可能会发展为气流在斜切面上的

明显分离流动，这必定伴随着损失的明显增加。由于

叶背附面层与尾缘分离的掺混，会形成较大的尾迹流

动。尾迹与叶栅内一系列压缩波及膨胀波的相互作用

造成气流的能量损失进一步增加。

初始叶型和优化叶型的损失特性对比如图 9所

示。从图 9 中可见，初始叶型在这种流动特性下

姿2is=1.20状态的损失比 姿2is=0.90状态的高 2倍。如果

不进行叶型的改进设计而提高该涡轮膨胀比是不合

理的，因此对涡轮工作叶片进行重新气动优化设计是

非常有必要的。

４ 叶型气动优化结果

叶型的气动优化主要是指几何参数的变化。依照

叶栅的损失水平和叶片数进行优化，来减轻质量及加

工成本。使用 2D FlowER黏性计算程序对重新设计

的叶型方案进行分析。受冷却要求制约，新的叶型前

缘较厚，尾缘较薄，有效出气角变化较小，进口构造角

明显变小，尾缘楔角减小，尾缘弯折角变小，喉部后叶

背型线曲率变小，喉部面积增大。

通过计算获得的损失系数与叶栅相对栅距的关

系如图 10所示。从图中可见，新的叶型相对栅距接近

最佳值。叶型弦长相对于初始叶型长度增大的同时相

对间距变化量较小，使叶栅稠度变小（叶片数量减少

5％）但效率没有明显降低。

叶型表面等熵马赫数分布对比如图 11所示。从

图 11中可见，叶型表面绕流特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载荷的重新分配，进、出口段的载荷减小了，型面中部

的载荷增大了。

在亚声速绕流状态下，优化后叶型显然是小载荷

的，该变化导致叶栅出口段亚声速气流的流动范围和

强度增大，使得叶型损失相对于初始叶型有所增大，

如图 11（a）所示。

图 6 初始和优化叶型对比

（a）初始叶型 （b）优化叶型

图 7 姿2is=1.20叶栅等马赫数线对比

（a）初始叶型 （b）优化叶型

图 8 姿2is=1.20叶栅尾缘绕流矢量

图 9 初始叶型和优化叶型的损失特性对比

图 10 损失系数与叶栅相对栅距的关系曲线

27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0卷

随着工作状态的提高，优化后叶型可以保证气流

沿叶背更为均匀的加速，从而避免在斜激波后的尾缘

处发生气流分离，减弱了尾迹流动。这种叶型修改的

积极效果在于明显减小了损失系数（由 8.6％减到

5.8％），如图 11（b）所示。

综上所述，新的叶型在所研究的整个工作状态范

围内损失变化更为平缓。该叶型在亚临界或超临界压

差下都具有较高的效率。另外，计算数据表明，优化后

的叶型对于进一步提高工作状态具有一定的储备。

改进后的叶型的缺点是在叶盆侧的进口边还存

在一定的分离流动，该分离区的形成需要进一步限

制，便于冷却设计而采用的较厚的前缘厚度。

根据以上结果对叶型开展了进一步优化。前缘厚

度增大 2.5％，前缘楔角从 12.4毅增大到 23毅，在所研究
的工况范围内基本上成功消除了气流分离（如图 12

所示），但叶型总效率的提高并不明显。主要原因是在

叶型前缘气流速度相对较低，因此，能量损失总体水

平比例不明显。另外，这种气动优化增大了 2％以上

的叶型截面面积，增加了叶片质量，所以，在目前这一

阶段叶型不是最优的，但可以作为后续研究的对象。

５ 结果确认

在“前进”设计局开展了平面叶栅吹风试验，以对

优化叶型的平面叶栅试验件气流参数的测量结果进

行验证，如图 13所示；叶栅的损失特性得到了验证，

如图 14所示。在所研究的换算速度范围内，测量的损

失系数均未超过计算值，从而验证了该叶型具有较高

的效率。

6 结论

（1）提高部件气动负荷可以降低航空发动机的成

本和结构质量。

（2）在设计高压涡轮叶型时应广泛运用现代数学

研究方法，即可压气体黏性流计算方法。

（3）用 FlowER程序对 2维流体计算方法的校核

表明，该方法计算的效率及其在工程上应用是可行的。

（4）使用燃气黏性流体 2维计算方法对航空发动

机高压涡轮工作叶片叶型进行了优化设计。经与初始

叶型对比，优化叶型在各状态下损失特性变化更为平

缓，并且在超临界状态时效率更高。与初始叶型相比，

在 姿2is=1.20状态下的损失减少了 2.8％。

（a）姿2is=0.90

（b）姿2is=1.20

图 11 叶型表面等熵马赫数分布对比

（a） （b）

图 12 叶型面进口段重新造型消除分离区域

图 13 平面叶栅试验件气流参数测量

图 14 优化叶栅的损失特性

姿2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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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过平面叶栅吹风试验对叶型的优化计算结

果做了验证。在各研究状态下测得的损失系数均未超

出计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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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型航空发动机高原起动供油规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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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某型航空发动机作为研究平台，通过对发动机起动工作过程和起动供油调节分析，研究了地面平原起动供油和高原

起动供油关系。在兼顾了空中起动的基础上，提出了在高原环境下的起动供油控制规律：调整改变自动起动器和起动放气嘴。以发

动机在平原地区机场起动调整方法为基础，得到了在高原机场起动调整方法，并在高原机场试验验证中取得满意结果，解决了发动

机在高原进气气压低，含氧量较少，温度较高，一系列恶劣的进气条件下起动中热悬挂、冷悬挂、起动失速等起动极限问题，可为其

他型号发动机的高原起动借鉴。

关键词：起动供油规律；高原起动；自动起动器；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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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l Supply Control Law of Plateau Starting for an Aeroengine
WANG Zhao-ming1, HUANG Yi2, LI Shi-jun1,LUAN Dong1

渊1. 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China曰
2. Beijing Aviation Oil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76, China冤

Abstract: The relations between plain starting and plateau starting were investigated by researching the processes of starting and the
fuel feed control law of an aeroengine. The fuel feed control law of the plateau starting was represented through the adjustment of auto-
starter and starting bleed, while considering the effects of fuel feed characteristics on airstart. The adjust method of fuel feed control law for
plateau airdrome was obtained 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from plain airdrome. Furthermore, the results can satisfy the user.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resolve the problems of speed hang up and stall which were caused by a series of abominable inlet conditions of high altitude
environment such as lower press, lower oxygen content and higher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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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高原机场具有海拔高、气压低、空气密度小、缺氧

等气候特点。发动机高原起动性能决定其能否配装飞

机在高原条件下使用。通常发动机高原起动试验在高

空台条件下进行，但因高空台的高原模拟环境与实际

高原气候条件有一定差异，难以摸清发动机高原起动

控制规律和起动调整方法[1-9]。

本文以某型航空发动机高原起动供油规律研究

为技术途径，采用对自动起动器放气嘴直径、起动标

记、起动补油的参数优化调整的方法，并使用 3号航

空喷气燃料，通过某型发动机在高原条件下的起动考

核验证试验，充分掌握发动机在高原机场的起动性

能，为以后配装飞机在高原机场的顺利使用做好充分

准备。

1 起动工作过程及起动供油调节

起动过程为按下起动按钮后至发动机到达“慢

车”状态的整个过程，是电气系统、燃油系统、发动机

其他系统联合工作的 1个复杂工作过程[8-10]。其中，电

气系统工作按时间和转速 2种程序进行控制。起动

时，将发动机操纵杆放到“慢车”位置，以按下起动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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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瞬间作为零点，电起动机按时间程序分级起动，直

到起动脱开转速或起动周期结束时切断。同时，按时

间和转速时序先后控制排油活门、点火、起动燃油电

磁开关、起动补油电磁阀接通工作。

发动机起动过程的供油由 2路组成。1路由主泵

后经油门开关和慢车活门，并经过自动起动器放油控

制后，进入主副油路和燃烧室；另 1路在有补油调节

时，由主泵后不经过油门开关，经补油活门、补油电磁

阀直接进入副油路和燃烧室。

自动起动器是实现起动供油的控制装置，其结构

如图 1所示。其工作原理是靠喷嘴挡板调整放低压油

的油路的开度，通过调整放入压油腔的燃油量来控制

实际供油。在起动初期，压气机后 P2压力很小，作用

于自动起动器喷嘴挡板左侧的燃油压力大于作用于

挡板右侧的弹簧力和空气压力，喷嘴挡板被打开，将

油门开关和慢车活门后的部分燃油排入低压腔；在起

动后期，随转速升高，P2压力增大，喷嘴挡板逐渐关

死，经过油门开关和慢车活门的慢车燃油流量完全进

入发动机。

2 高原起动主要影响因素及起动参数调整

高原机场的特点是海拔高、气压低，如从内地平原

机场到西藏高原机场，海拔高度从 0 km升高到4 km

左右，大气压力从 100 kPa降低到 60 kPa左右。加之

空气密度低、氧气质量分数小、机场四周山多、风沙大

等特殊气候环境，使进入发动机的空气流量减少。因

此，发动机在高原使用时，由于大气环境条件变化较

大，起动难度增大。起动机功率[9]、点火装置及供油附

件性能也是影响发动机高原条件下起动的因素。

某型发动机起动供油的调节主要通过主燃油泵

上的自动起动器控制元件实现[11-14]。主要起动调整参

数包括喷嘴挡板直径、自动起动器弹簧刚度、P2节气

嘴直径、起动放气嘴直径、起动标记圈数、慢车活门调

整钉圈数和补油活门调整钉圈数。前 3项为影响起动

的结构参数，在发动机外场基本不可调整；后 4项参

数为发动机正常起动过程中的主要调整参数，调整这

4个参数可以改变发动机在同一转速下（P2压力）下

喷嘴挡板的受力，通过调整喷嘴挡板的平衡位置来调

节发动机起动供油规律。在高原条件下，由于空气密

度减小，发动机相应状态下的空气流量减少，若应用

在平原地区调定的起动参数，会出现起动富油，因此发

动机在高原使用必须对起动参数进行调整，以确保发

动机正常起动。随着高度增加，在慢车供油量下发动机

慢车状态高、低压转速相应增加，高原起动时间相对延

长。文献[15-17]都研究了类似结构的发动机起动供油

规律，其中文献[15]和[16]从仿真角度研究了每个调整

量对起动供油规律的影响，文献[17]研究了 2800 m高

原起动供油规律。本文针对在平原和高原的发动机起

动情况，根据实际的试车情况总结出起动失速边界和

贫油边界，得到不同高度下的起动供油规律调整方法。

3 高原起动参数摸底试验

在发动机高原起动试验前，首先在平原机场（相

当于海平面）进行摸底试验，在不同起动参数组合下，

借鉴以往发动机在高空台模拟高原起动的经验，调整

起动参数时尽量不考虑补油，只对起标和起动气嘴进

行组合调整。在高原条件下起动参数的使用原则为：

（1）发动机在高原起动时基本不用调整起动补油

活门，以起动标记和起动放气嘴为主要调整对象，二

者匹配调整，得到合适的起动供油关系，以满足发动

机起动前段不冷悬挂（调整起标），起动后段不热悬挂

（调整放气嘴）的要求。

（2）应根据高度不同调整发动机高原起动参数。

也可适当使用起动补油活门减少起动补油量，避免因

过多调整起动标记、圈数和起动放气嘴直径而影响发

动机空中起动。

（3）发动机高原起动应优先保证发动机起动可靠，

起动时间比在平原状态下可以适当增加 10～30 s。

发动机在地面起动时的调整结果如图 2所示。曲

线 1是起动参数调整前的试验结果，其起标、补油气嘴

直径使用平原机场的使用参数，曲线 2～6是模拟高原

起动参数的试验结果，进行了 4次不同起标、补油气嘴

直径下试验，其起标选择 2.75~3.25圈、补油 0圈、气嘴

直径为 2.3~2.5 mm，可见在地面起动 n2为 40％时副油

图 1 自动起动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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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压力基本接近慢车下的；固定起动气嘴，发动机起动

标记由 3.25圈调整到 2.75圈，在起动前中期，在同样

的 n2转速下（20％～35％时），发动机供油量增加了

30％；固定起动标记和补油，起动气嘴由 2.3 mm调整

到 2.5 mm，在起动中后期，在同样的 n2转速下，发动机

供油量减少 25％左右。从 4次模拟试验结果可知，发

动机在地面模拟高原起动的起动裕度较大。通过模拟

试验配合高空台模拟高原起动的经验，在高原起动时

首先把起动标记多退 1圈，根据高原高度适当选择补

油圈数和气嘴直径，本次初步确定高原起动的调整参

数为起动标记 3.75圈、补油 0圈、气嘴 2.3 mm。

4 发动机高原起动试验

高原试验在海拔高达 4200 m左右的高原机场进

行,当地大气压力为 60 kPa，大气温度为 15 ℃，是日

前中国海拔最高的机场。如果通过了高原起动的考

验，基本在全国范围内的高原机场都可以顺利起动，

不受地域限制。

发动机第 1次起动是以地面起动摸底试验结果

为基础，初步调整参数为起动标记 3.75圈，补油 0

圈，起动气嘴直径 2.3 mm。发动机在 n2=44%以后温

度持续上升，转速略有下降，发动机热悬挂，起动失

败。初步分析可能是高原状态起动电源车功率损失较

大、带转转速较低，加上高原慢车转速较高（n1=51%,

n2=71%），起动机脱开后发动机不能靠自身的功率起

动到高原慢车，应采取增加起动前期的供油量配合起

动机带转转速。把起动标记调整为 3.5、4圈，进行第 2

次起动。此次起动过程中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发动机

在 n2=42%时转速略有下降，由于温度上升发动机起

动失败。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发动机在 n2=42%~44％

属于发动机富油失速，此阶段应是起动的后期，因此在

起动后期发动机应当减少供油量。将发动机起标由 3.5

圈调到 4圈，起动气嘴直径由 2.3 mm调整为 2.5 mm，

发动机起动成功，起动时间为 68 s，起动温度突升为

456 ℃。从而找出了发动机富油边界和贫油边界。在

认为能可靠起动的起动参数下，连续 3次进行起动，

起动成功率为 100％，发动机起动供油失速边界和贫

油边界如图 3所示。

从高原起动看，发动机起动气嘴直径为 2.3 mm

时，无论起标记为 3.5圈还是 4圈，发动机均失速（p2、

p
fu
下降，n1调转，温度上升较快）。在起动气嘴直径为

2.5 mm时，起动标记在 3.5～4.0圈的调整范围内起动

良好，起动气嘴喷嘴挡板在 n2=58%的转速完全关死。

起动标记为 3.75圈起动气嘴直径为 2.6 mm时发动机

能正常起动。最终认为发动机可靠起动的参数为 3.75

圈，补油 0圈，起动气嘴为 2.5 mm的方案，利用该参数

进行 4次冷热不同的起动，起动成功率达到 100％。

5 结论

通过进行充分的地面和高原起动试验，得到了某

型航空发动机高原起动边界。根据实际试验结果，得

到如下结论：

在海拔 3500 m以上的高原起动，无需进行地面

起动补油，可以出场地面调整的贫油边界为基准，外

调 1圈起动调整钉和放大 0.2 mm起动气嘴。在海拔

2000 m以下的地区，无需调整起动调整钉和气嘴参

数，仅适当减少补油量即可。本文介绍的调整方法适

用于类似结构的涡轮风扇和涡轮喷气发动机高原起

动供油规律调整，但是由于不同类型发动机起动特性

存在差异，因此还需进一步研究二者的差异，更好地

为发动机高原起动服务。

图 3 发动机起动供油失速边界和贫油边界

图 2 在地面起动不同起动参数条件下 n2和 pfu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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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轴发动机涡轮级间支承结构设计关键技术

马艳红 1，曹 冲 1，李 鑫 2，洪 杰 1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2.中航工业航空动力机械研究所，湖南株洲 412002）

摘要：高效、稳定的涡轮级间支承结构需要先进的设计技术予以支持。考虑涡轮级间支承结构处于高温、多种载荷的工作环

境，以及先进涡轴发动机的设计需求，提出了结构设计的基本原则，如小热应力和热变形低，隔振性能良好，极限状态下的安全性

好。在此基础上，对几种典型的涡轴发动机涡轮级间支承结构进行了分析与对比，确定了结构多功能、结构变刚度质量分布、连接稳

定性和结构与动力学一体化等设计是先进级间支承结构设计的关键技术与发展方向。

关键词：涡轮级间支承结构；涡轴发动机；结构设计；涡轮导向器；稳定性；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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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Design Technology of Mid Turbine Frame for Turboshaft Engine
MA Yan-hong1, CAO Chong1, LI Xin2, Hong Jie1

渊1. School of Jet Propulsion,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2. AVIC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袁Hunan
Zhuzhou 412002袁China冤

Abstract: Support from advanced design technology is needed for efficient and stable mid turbine frame. Considering mid turbine
frame爷s high temperature and multi-load working environment as well as requirements for advanced turboshaft engine , design principles
were presented, such as low thermal stress and thermal distortion, good isolation performance, good safety in limit state. On this basis, kinds
of typical mid turbine frames were analyzed and contra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ructure of multi -functional design, variable
distribution of mass -stiffness, connection stability design, integration design of structure and dynamics are the key technologie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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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现代航空发动机发展在追求高性能的同时，对其

质量和可靠性也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而涡轮支承

方案的优化与先进支承结构的设计是提高涡轮效率，

减轻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涡轴发动机总体结构设

计中，涡轮级间支承结构是近年发展的先进结构，对

于多转子系统，采用涡轮级间支承结构可减少转子间

振动耦合，比采用压气机扩压器机匣支承结构更有利

于涡轮间隙控制和轴承寿命的延长[1]。采用共用支承

结构还可以减少承力框架数，减小发动机轴向尺寸。

涡轮级间支承结构在多种型号发动机中得到了成功

应用，如 GE公司的 GEnx、GE90，RR公司的 EJ200、

MTR390等[2-3]。李维分析了国外涡轴发动机主要涡轮

布局形式，指出使用涡轮级间共用支承结构是先进涡

轴发动机布局的改进方向，并提出了初步的改进方法[4]；

美国联合技术公司设计了 1种可主动变形的支承结

构[5]，利用压电材料的特性，定向传递形变或位移，保

证辐板内环在作用力下周向形变的均匀；Kumar等通

过对支承结构承力路线的优化，使不同支点的载荷相

互抵消以减小结构应力水平[6]。涡轮级间支承结构在

国内大多注重于其对发动机整体结构与性能的影响，

而对其具体结构的设计研究较少。

本文对典型涡轮级间支承结构设计方案进行分

析，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提出涡轮级间支承结构设

mailto:mayanh2002@163.com


第 4期 马艳红等：涡轴发动机涡轮级间支承结构设计关键技术

计的关键技术。

1 涡轮级间支承结构基本设计原则

涡轮级间支承结构位于高、低压涡轮之间，承受

多种载荷作用，力学环境恶劣[7]；同时处于高温环境，

需满足冷却、润滑封严等要求，给设计带来了巨大挑

战。考虑到涡轮级间支承结构独特的工作环境与受力

特点，在满足结构强度设计准则的前提下，高结构效

率的涡轮级间支承结构设计应满足以下基本原则。

1.1 保证高温环境下支承结构刚度的稳定性

支承结构核心作用是对转子进行支承，因而其必

须具有足够的刚性。由于涡轮级间支承结构位于燃气

涡轮后，在发动机工作时，高温燃气使得支承结构部

件温度升高，材料弹性模量减小，从而造成支承结构

刚度减弱，对转子系统的动力特性造成显著影响，此

外气流通道部分结构刚度弱化引起的变形量增大还

会影响叶轮间的间隙变化和气动效率。因此，应采取

良好的隔热、冷却手段，以及合理的结构构型设计，来

减小高温对支承刚度的影响，保证工作范围内支承刚

度的稳定。

1.2 防止支承结构热变形与热应力过大

涡轮级间支承结构工作环境的复杂性除了体现在

工作温度高之外，还在发动机起动停车等工作状态切

换时，工作温度剧烈变化，可能出现大温度梯度，造成

结构热膨胀不协调从而产生热应力，在高温环境下该

结构还易产生热疲劳和屈曲变形。部件结构的设计与

连接方式的选择需要预先考虑热膨胀的影响，在满足

支承刚度的同时保证结构较小的热应力与热变形。

1.3 具有良好的结构间振动衰减和隔离

支承结构在工作过程中受多种载荷激励，在结构

设计时必须保证其在宽的频率范围内对激励力具有

低敏感性，防止有害振动的产生[8]。引发振动的原因可

能是多方面的，其中转子的不平衡力是最主要的激励

源，理想状态是保证在激励频率范围内转、静子间无

振动耦合。这意味着结构设计应使支承结构在工作转

速范围内具有高的机械阻抗，远离共振区间；同时减

小静子结构各部件间的相互影响，提高振动控制能

力。对于共用支承结构，还应保证各支点间良好的振

动隔离性，以减小不同转子间振动耦合。

1.4 保证连接结构力学性能的稳定性

支承结构主要由多个承力部件连接组成，部件间

的载荷通过连接结构传递。当连接结构受到交变载荷

作用时，接触面间由于接触应力和状态的差异，会发

生周期性的相对变形或滑移，造成微动损伤[9]，从而使

连接部位接触状态发生变化，导致连接结构力学性能

失稳，引起结构整体的刚度损失，造成支承松动[10]，严

重时会带来安全隐患。涡轮级间支承结构处于高温环

境，其连接结构同时受热载荷和转子交变激励载荷的

作用，因此保证在多种载荷作用下连接结构的稳定

性，是支承结构设计的重要方面。

1.5 保证发动机转子系统的安全性

在正常载荷作用下，支承结构的径向和轴向载荷

与其承载能力相比很小。在极限和恶劣载荷作用下，

支承结构应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以保证转子系统结

构完整性，发动机仍能受控和停车。涡轮级间支承结构

工作温度高，在极限状态下结构的损坏可能造成滑油

管路破裂，在高温环境下易引发滑油起火，使损失进一

步扩大。因此，在涡轮支承结构设计中应考虑发动机的

安全性，在危险发生时保证发动机及飞机的安全。

2 典型涡轮级间支承结构设计分析

世界各家发动机制造公司在其研制的涡轴发动

机中成功应用了涡轮级间支承结构，并针对其在工作

中面临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特有的解决方法。

2.1 MTR390发动机涡轮级间支承结构

RR公司参与研制的第 4代涡轴发动机 MTR390

具有尺寸小、质量轻和功率大等优点。应用涡轮级间

共用支承结构为发动机缩小轴向尺寸和减轻质量做

出了贡献。

MTR390 发动机的涡轮级间支承结构具有 3 个

支承点，在动力涡轮前采用双滚棒轴承并用支承，如

图 1所示。该支承方式可增强动力涡轮角向刚度，提

高涡轮抗变形能力。

图 1 MTR390发动机涡轮级间支承结构

承力辐板组件

动力涡轮轴承座

燃气涡轮轴承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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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承力辐板组件

MTR390 发动机的涡轮级间支承结构的承力辐

板与内外环一体，外环后端与机匣焊接，辐板空心，中

间通有冷却空气与滑油管路。空心整流叶片包围辐

板，叶片与辐板间隙中通有来自燃烧室的 2股气流进

行冷却。辐板与内、外环一体增强了结构刚度，减少了

连接结构，有利于提高支承结构的稳定性；同时承力

辐板组件形成 1个单元体，便于装配。

2.1.2 轴承座

MTR390发动机的涡轮级间支承结构的 3个轴承

使得振动问题更加复杂。为了缓解振动问题，其燃气涡

轮与动力涡轮的支点分别采用独立的轴承座支承。

燃气涡轮与动力涡轮的轴承座分别安装于承力

辐板内轮毂前、后端，二者间是刚性较好的承力辐板，

形成挑担式结构，使得 2个轴承座相对独立，有利于

减小动力涡轮与燃气涡轮支点之间的振动耦合；同时

动力涡轮发生弯曲变形时对燃气涡轮的支承影响很

小，这对于共用支承结构的设计至关重要。

2.2 PW150发动机涡轮级间支承结构

PW150发动机是加拿大 PW公司研制的 3转子

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因其结构复杂，故多处使用共用

支承结构。其涡轮级间支承结构支承着低压涡轮后支

点与动力涡轮前支点，如图 2所示。

2.2.1 涡轮导向器

涡轮导向器作为涡轮结构设计的重要部件，与高

温燃气直接接触，往往不承力。因 3转子发动机结构

复杂，为尽量减少零件数，PW150发动机涡轮导向器

兼具承力辐板的功能，导流叶片直接承受载荷。

导向器由导流叶片与内外环组成，二者焊接为一

体，外环与机匣螺栓连接，连接段为折返式结构以减

小热应力，如图 3所示。导流叶片共 16片，包括 2片

空心叶片和 14片实心叶片。空心叶片分别位于导向

器的正上、下方（12、6点钟位置），滑油管路从这 2片

叶片中穿过。

由于涡轮导向器直接承载，结构简单，减少了装

配和检修的工作量。但导流叶片无气体冷却措施，需

同时承受高温与大载荷，使其结构强度、耐久度和刚

度弱化的问题更加突出。

2.2.2 大鼠笼鼓筒安装结构

为解决无冷却支承结构刚度稳定性问题，PW150

发动机采用大鼠笼鼓筒安装结构（图 3）。导向器内环

向内折返形成大鼠笼结构的弹性鼓筒。该结构具有较

小的刚度，允许较大的变形，有利于减小热应力。根据

刚度串联定理，总体刚度取决于其最弱点，在发动机

工作时，高温燃气使导流叶片等部件温度升高，刚度

降低，但仍高于鼠笼结构的刚度，故结构的整体支承

刚度始终取决于鼠笼结构。鼠笼结构处于冷却气流与

隔热材料的保护之下，工作温度较低，刚度不会发生

太大变化，从而保证了整个工作循环内支承刚度的稳

定性。

2.2.3 多功能共用轴承座

与 MTR390 发动机不同，PW150 发动机采用共

用轴承座（如图 4所示）支承 2个支点，其多功能结构

设计可同时满足支承与轴承冷却、润滑的要求。从图 4

中可见，轴承座为刚性环形结构，布置多个油孔、气孔，

其位置与尺寸经过精确设计，保证 2轴承的油腔相通；

同时使得油、气腔分离。油孔、气孔的直径大小分别满

足挤压油膜、喷射供油和气流流量、流速的要求。

图 2 PW150发动机涡轮级间支承结构

图 3 涡轮导向器实体模型 图 4 多功能共用轴承座

级间机匣

涡轮导向器

隔热材料

承力鼓筒

多功能共用轴承座
滑油管路

大鼠笼鼓筒
安装结构

进油

回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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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连接结构位置优化

当连接结构轴向或者径向整体偏移时，接触面位

移相互协调，能保证较好的连接状态；而角向偏移或

者弯曲变形时，接触面易发生相对滑移或者局部磨损

从而影响连接的稳定。PW150发动机通过对承力路

线的选取，连接位置的优化，保证了连接稳定性的要

求。PW150发动机导向器

内、外连接螺栓轴向位置

相同，如图 5所示。当 2个

轴承受载时，刚性轴承座

径向偏移，由于上述 2个

连接结构在同一垂面，轴

承座偏移时连接结构呈现

整体径向偏移的特征，以

保证连接稳定。

2.3 PW公司新型涡轮级间支承结构

PW公司在早期设计了 PW150发动机，随着技

术的发展，在 2008年提出了 1种适用多类型发动机

的新型涡轮级间支承结构 [11]，与 PW150 发动机在结

构上有诸多不同。

2.3.1 承力辐板组件

新型结构没有采用 PW150发动机涡轮导向器承

力的方案，而是将气动件与承力件分离，并设计了 1

种结构紧凑、刚性良好的承力辐板结构。

承力辐板组件与轴承座一同形成涡轮支承结构

的主体承力框架，二者用螺栓连接，如图 6所示。在载

荷从轴承向机匣传递的路线上仅有 1个连接结构，有

利于承力结构的稳定性。

承力辐板上端加厚，与机

匣用径向螺钉连接，下端

与折返式内环加工成一

体。径向螺钉连接与辐板

内环一体的结构采用 7个

承力辐板来保证了支承的

刚度，使承力辐板形成刚

性很好的组件。

2.3.2 涡轮导向器

由于承力辐板与内环一体，导向器周向扇形分段

以便安装，每个扇形段含有 1个空心叶片和多个导流

叶片，如图 7所示。空心叶片阻隔了高温燃气与承力

辐板直接接触；同时冷却气体从承力辐板与空心叶片

的空隙中流过对承力辐板进行冷却。PW150发动机

的导向器既传递载荷，又暴露于高温环境下，导致稳

定性与寿命受到影响，然而该空心叶片为承力辐板传

递载荷提供了 1个相对低温的工作环境，解决了高温

环境下结构刚度弱化的问题。

2.3.3 轴承座

为同时支承 2个轴承，新型结构采用共用轴承座，

并设计了安全“机械保险”结构，该结构是指是轴承支

座锥壳上设计的圈槽（如图 8所示）。槽的尺寸保证轴

承支座能够承受正常的工作载荷，但在大载荷作用下

该段优先失效，阻隔载荷外传。该优先失效结构有助于

保护输油管等外侧部件，保证转子系统在大不平衡状

态下，可以安全停车，避免造成严重的结构损伤。

2.4 GE公司新型涡轮级间支承结构

GE公司在小涵道比涡扇发动机设计中一直采用

带中介支承的双转子支承方案，该设计在高、低压涡

轮之间没有支承结构，有利于减轻质量，提高推重比。

在涡轴发动机中很难使用中介轴承，需要先进的涡轮

级间支承结构。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对小尺寸、高转速

燃气涡轮发动机推重比和功重比要求的提高，近年来

GE公司基于涡轮级间支承结构设计，提出了新型整

体结构设计方案[12]，如图 9所示。该结构仅支承单个

支点，即燃气涡轮后支点。

2.4.1 承力辐板组件

承力辐板、内轮毂与机匣三者加工为整体。整体

式设计能避免连接结构的使用，减少零件数。导流叶

片与带有强化冷却的冷却挡板包围承力辐板，与常规

设计不同，滑油管路并未穿过空心承力辐板，而是与

承力辐板环向并列安装，从 2个承力辐板之间伸入轴

承腔，如图 10所示。该结构增大了承力辐板及滑油管

路周围的冷却空气流通空间，加强了结构冷却效果；

图 5 连接结构位置优化

图 6 PW公司新型涡轮级

间支承结构

图 7 涡轮导向器装配 图 8 轴承座“机械保险”结构

位置优化

涡轮导向器

承力辐板组件

共用轴承座

涡轮导向器

承力辐板组件

机械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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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减小了油管损坏的风险。

2.4.2 涡轮导向器

承力辐板与机匣、内轮毂一体的结构给导向器的

安装带来了难题；同时承力辐板的数量与导流所需的

叶栅稠度并不匹配，出于气动与结构的综合考虑，GE

公司将涡轮导叶设计成多种结构形式，共同形成组合

叶栅。

涡轮导向器由整体式、轴向分段式和组合式导叶

组成，三者翼型相同，内部加工有蛇形冷却通道强化

冷却效果。其中整体式导叶包围滑油管路，轴向分段

式导叶包围承力辐板，叶片沿叶身截面拆分为前缘段

和尾缘段，通过螺栓与锁扣将二者相连，如图 11所

示。组合式导叶以 3个 1组形式，均匀安装于承力辐

板与滑油管路之间，如图 12所示。

涡轮导叶外环径向用挂钩式结构固定，左侧轴向

通过销钉固定，内环与右侧无固定措施。该单侧固定

的方式使得导向器在径向与轴向均可自由膨胀，避免

连接端产生过大热应力；同时导叶挂钩设计成折返式

结构，保证结构膨胀空间，减小热应力。

3 关键设计技术

为了有效地满足结构强度的基本设计要求，实现

高结构效率[13]支承结构的设计，需要先进的设计技术

提供支持。通过对各公司典型方案的对比分析，涡轮

级间支承结构的关键设计技术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3.1 转子 -支承系统结构与动力学一体化设计

支点数目、位置、跨度不仅影响转子的动力特性，

也决定着支承结构的设计。动力涡轮前采用双滚棒轴

承支承满足动力涡轮单元体设计与涡轮间隙控制的

要求，相应的支承结构需采取措施减小弯矩的影响和

支点间振动耦合；具有诸多优点的共用支承结构同时

也使得振动问题复杂，设计难度增大。选择合适的支

承方案与结构，使得转、静子均具有良好的力学特性，

从而保证整体结构具有高结构效率是设计目标之一。

因此，应综合考虑支承方案对转子特性和支承结构的

影响，对转子 -支承系统进行结构与动力学一体化设

计，实现收益最大化。

3.2 低温敏感度支承结构设计

支承结构对温度的敏感度主要包括刚度与应力

低敏感 2个方面。涡轮级间支承结构的高温工作环境

易带来支承刚度弱化与热应力集中的问题，保证在变

温条件下的低应力分布与稳定的支承刚度，对支承结

构的设计至关重要。

低温敏感度设计主要采取 2种途径：（1）采用良

好的隔热冷却措施，尤其对处于高温主流道的承力辐

板部件。在结构设计中将承力辐板与导流叶片均加工

成空心结构，中通冷却空气，辅以冷却挡板、隔热材料

等措施强化冷却效果；（2）在整体结构中合理布置低

刚度区。该结构允许较大的变形，有利于减小热应力。

整体刚度取决于结构刚度最薄弱点，将其置置于冷却

效果良好、温度较低的区域，可保证整体支承刚度的

稳定；同时对连接段采取折返式结构、部件单侧固定

图 9 GE公司新型涡轮级间支承结构

图 10 滑油管路装配

折返式结构

冷却气流

导流叶片

冷却挡板

承力辐板

图 11 轴向分段式导叶 图 12 组合式导叶

蛇形冷却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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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手段保证充足膨胀空间，避免大热应力的产产生。

3.3 结构多功能化设计

共用支承结构含有多个轴承共腔，除满足支承要

求外，还需要辅以必要的冷却、润滑措施。所以需要承

力与空气、滑油系统一体化设计，采用多功能结构来

统筹安排各方面需求。

PW150发动机的共用轴承座很好地体现了多功

能结构设计的理念，刚性环形的轴承座构型，配合油

孔、气孔位置、尺寸的精确设计，实现其支承、冷却与

供油的多项功能，使得发动机结构更加紧凑，用较少

的零件数实现不同设计要求，但也造成结构复杂，设

计难度增大。

3.4 连接结构稳定性设计

涡轮级间支承结构的高温、大载荷工作环境对连

接结构稳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增强连接结构的稳定性主要从 2方面入手：（1）采

取整体性结构，尽量减少连接结构数量。如 PW公司的

新型支承结构，承力辐板与内轮毂为一体，从轴承外环

至机匣的载荷传递路线中仅使用 1处螺栓连接，大大

强化了连接的稳定性。由于设计需要承力辐板穿过导

流叶片，使用整体性结构往往给导向器的安装带来难

题。对于承力辐板与轮毂一体的结构，可将导向器设计

成扇形分段式结构，或采用轴向分段式导叶实现安装。

（2）连接结构位置与承力路线的优化设计，将连接结构

置于低温、小载荷区域；同时合理安排载荷传递路线，

避免连接结构在载荷作用下发生过大的角向变形。

3.5 强振动衰减与隔振结构设计

隔振性主要针对支点之间以及轴承外环至机匣

的振动隔离。刚度 -质量分布对结构的机械阻抗具有

决定作用，相邻部件之间刚度 -质量分布差异加大可

有效避免耦合振动。MTR390发动机的燃气涡轮与动

力涡轮采用独立轴承座，二者位于刚性很好的承力辐

板两侧，形成大的刚度 -质量分布梯度，减小了动力

涡轮与燃气涡轮支点之间的振动耦合。

另外，阻尼材料与结构可以耗散振动能量，加速

振动衰减，如鼠笼弹支与挤压油膜阻尼器的应用。在

设计过程中，一般综合采用 2种手段，以达到良好的

隔振效果。

3.6 结构安全性设计策略

在高温环境下，滑油管路的存在使得极限状态下

的安全性设计更加重要。PW公司的新型涡轮级间支

承结构中采用“机械保险”结构安全性设计策略，在极

限载荷情况下可人为定位失效段，避免了支承结构的

进一步损害。GE公司一改滑油管路穿过空心承力辐

板的传统设计，在新型支承结构中将二者分离，环向

并列安装，使得滑油管路远离承力构件以减小油管破

损的危险性。

4 结论

（1）在设计过程中应综合考虑结构方案对转 -静

子件力学特性的影响，采用结构与动力学一体化设计

使收益最大化。

（2）采用结构与冷却手段来降低刚度与应力对温

度的敏感度，设计多功能结构以同时满足支承、冷却、

润滑等方面要求。

（3）使用整体性部件以减少连接结构的应用，优

化连接结构位置保证其稳定性。

（4）应用变刚度 -质量分布设计与阻尼结构，以

提高支承结构振动衰减性和隔振性。

本文仅从总体结构角度对涡轮级间支承结构设

计的几个关键技术进行了分析，细节设计如冷却封

严、减质优化等研究工作还有待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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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UG、3DVIA的航空发动机外部管路

装配工艺可视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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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110015）

摘要：为了解决发动机外部管路装配工艺设计难度大、周期长、装配工艺规程直观性差等问题，提出了利用 UG、3DVIA软件进行

发动机外部管路装配工艺可视化设计的方法。介绍了发动机外部管路装配工艺可视化设计的总体流程及实现方法，包括工艺模型

建模、装配工艺可视化设计和装配工艺可视化输出。并针对发动机外部管路装配过程中的非常规分解、因管路结构设计变化而带来

的工艺更改、管路装配应力等问题，利用可视化工艺设计方法提出了相应解决措施。应用结果表明：该方法大幅度提高了管路装配

工艺设计质量与效率，形成的装配动画及 3维图解能够直观地指导现场装配。

关键词：装配工艺；外部管路；可视化；装配动画；虚拟装配；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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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Visualization Design Method of External Pipeline Assembly for Aeroengine
Based on UG and 3DVIA

LIU Zhen-dong, HU Yi-ting, LI Yong-fan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The design of assembly process of external pipeline for aeroengine is difficult, assembly process cycle is long and with poor
visibility.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a kind of visualization method to design assembly process for external pipeline based on UG and
3DVIA was put forward. The author described the overall process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visualization design method, which included
modeling process model, the visualization design of assembly process and output of visualization design. Besides, by the use of the
visualization metho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for some certain issues, such as the unconventional disassembly of the external piping, the
change of assembly process because of redesign of external pipeline, and the way to reduce the assembly stress. The applic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visualization design method coul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external aeroengine pipeline assembly, the assembly
animation and 3D drawing is a guide to the field assembly 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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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外部管路结构复杂、零件繁多，传统

的装配工艺设计方式难以直观、快速准确地传递其详

细装配信息。工艺人员设计发动机装配工艺时，需要

查阅大量图纸、文件，周期较长，稍有疏漏就会发生设

计错误，而这些错误（缺陷）往往要到装配阶段才能显

现。传统装配工艺设计缺乏有效的手段对其直观虚拟

验证，在设计初期阶段，工艺设计的合理性、准确性难

以保证，工艺优化更是无从谈起。传统的装配工艺规

程需要大量的文字和插图描述外部管路结构特征，即

便如此，也还会因为操作人员理解偏差，导致错装、漏

装的现象发生[1-3]。这些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发动

机装配周期长、返工率较高、装配质量不稳定，影响了

型号研制进程及成本。利用现有的虚拟设计平台，进

mailto:E-mail:dongz_112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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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可视化的装配工艺设计能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可视

化装配工艺设计是在计算机中构建可视化的虚拟装

配场景，借助 3维模型进行预装配，在满足产品性能

与功能的条件下，通过分析、规划、仿真和评价等手段

实现装配工艺设计及优化[4-6]。

本文采用 UG软件、3DVIA软件搭建虚拟装配平

台，为发动机外部管路装配工艺可视化设计提供 1种

可行方法。

1 总体流程及其实现

外部管路装配工艺可视化设计总体流程如图 1

所示。

在工艺模型建模过程中，通过 UG软件完成发动

机、工装、设备、人体模型等资源的组装，经轻量化处

理后生成外部管路虚拟装配场景，形成完备的装配工

艺设计信息[7-8]。

装配工艺设计过程以虚拟仿真平台为基础，从

PDM（Product Date Management）系统导入轻量化的装

配工艺模型，采用人机交互的方式完成外部管路装配

序列和路径规划、装配干涉检测、装配过程仿真，形成

合理的管路装配工艺。

在装配工艺输出过程中，通过编制相应界面集成

前期生成的仿真文件，形成交互、可视化的装配仿真

动画和 3维矢量装配图解，满足装配现场可视化指

导、培训需求[9]。

1.1 工艺模型建模

外部管路工艺模型是可视化装配工艺设计的数

据基础，可视化装配工艺的设计过程基于模型的人机

交互以及信息数据的组织与存储，因此工艺模型建立

的完整性和高效性对于工艺设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10-12]。外部管路零件数目庞大、错综复杂，其工艺模

型应满足以下要求：（1）准确性。管路的几何模型和配

合约束信息要与设计一致。（2）完整性。工艺模型不仅

要包含装配对象的信息，还要包含管路装配所需的工

装、工具、设备、人体等装配资源的信息。（3）轻量化。

管路及装配资源的 UG模型数据量极大（GB级），不

便于数据传输、浏览、存储及装配仿真交互操作，必须

经过轻量化处理。

通过以下 3个步骤完成管路装配工艺模型构建：

（1）UG建模。PDM平台统一调用装配体及装配

资源的 UG模型，以保证工艺数据与设计数据一致。

通过几何约束关系（如接触、同心、平行等）完成装配

体、装配资源模型的组装，构建工艺模型完整几何信

息（如工艺模型的空间姿态及位置、工艺模型间的配

合关系等）[13]。

（2）数据中转。将 UG模型转换成 STEP格式数

据。

（3）将 STEP 格式文件导入 3DVIA COMPOSER

软件中，生成 XML格式轻量化模型。轻量化处理后，

工艺模型数据大小为原来的 1/20～1/30。

1.2 装配工艺可视化设计

1.2.1 总体规划

总体规划原则：适应现有的管路装配工艺方法，

便于实现装配；满足管路、辅助设备结构设计及使用

性能要求；改善人机性能，减少操作人员工位、操作姿

态变换频率，管路区域划分不宜过大；缩短管路装配

时间，尽可能增加并行装配区。

本文综合总体规划原则将发动机管路划分为 5

个并行装配区域：1区管路，外涵机匣以前右上半侧

区域；2区管路，外涵机匣以前左上半侧区域；3区管

路，外涵机匣以后右上半侧区域；4区管路，外涵机匣

以后左上半侧区域；5区管路，发动机底部区域。

模型中不同区域管路通过不同颜色加以区分，划

分结果如图 2所示。

图 1 外部管路装配工艺可视化设计总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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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BOM重构

BOM重构主要用于模型管理，使之层次分明，便

于后续对各区管路装配工艺详细设计时快速选取对

应模型，同时降低装配序列、路径规划求解的空间难

度。此外，重构后的 BOM表可用于管路装配前零件集

件、清点。

依据总体规划，对某型发动机机件设计 BOM重

新规划，构建装配 BOM。在 3DVIA COMPOSER软件

装配结构树管理区构建 1～5区管路 5个子集，将外

部管路划分至对应子集内。每根管路下依次建立连接

件、密封件、固定件 3种子集，其中连接件子集用于容

纳与该管路装配相关的连接件，如螺栓、螺母、锁片

等；密封件子集用于容纳与该管路装配相关的密封

件，如胶圈、密封垫等；固定件子集容纳与该管路装配

相关的固定件，如支架、卡箍等。重构后的装配 BOM

如图 3所示。

1.2.3 详细设计

各区的管路装配序列和路径规划，以“可拆即可

装”的假设为前提[14-15]。在 3维可视化环境中，以人机

交互仿真的方式对管路进行逐层试拆，利用 3DVIA

COMPOSER 软件自带

的交互式冲突检测功能

判定拆卸序列、路径的

可行性。在得到外部管

路各种可行的拆卸序列

和路径后，进行对比分

析，选择较优的分解序

列及路径，通过反向取

逆，获得管路较优的装

配序列、路径。管路装配

序列规划流程如图 4所

示，各区管路最终装配

序列如图 5所示。

1.3 装配工艺可视化输出

外部管路装配工艺主要输出形式为 3维矢量仿

真动画。动画界面左侧为某型发动机各区域管路

BOM结构树，右侧为动画演示窗口，底部为动画控制

按钮，如图 6所示。

操作人员通过 BOM结构树选取相应管路，点击

动画控制按钮，即可演示该管路的仿真装配（或分

解）；此外，还可以通过鼠标中键的滚动实现模型的缩

图 2 外部管路装配区域划分

图 3 外部管路装配 BOM

图 4 装配序列、路径规划流程

图 5 各区管路装配序列

操作者 2

操作者 1

操作者 4

发动机

操作者 3

操作者 5装配车架

一区管路 二区管路 三区管路 四区管路 五区管路

外部管路

管路分解序列

列序配装路管

管路装配序列 =管路分解序列求逆
No.xxx管路子集中包含管路、连接件、密封件、固定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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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通过鼠标右键实现模型的旋转。在装配动画中，管

路装配信息一键可查，快捷、准确且高效。

2 问题及解决方案

进行外部管路装配工艺设计时需考虑以下 3类

可能发生的问题：发动机在研制过程中状态多变，因

局部故障而带来的非常规分解（装配）；管路设计结构

改变而带来的工艺变更；管路装配过程中可能产生的

装配应力。

2.1 非常规分解（装配）问题

对于管路的非常规分解（装配），需制定专用工

艺。在进行工艺设计时，利用 3DVIA COMPOSER软

件选择集功能，创建发动机外部各附件及相关管路局

部模型选择集，无关模型虚化处理。通过前文装配序

列、路径规划方法，规划该区域内管路分解次序，并以

数字编号标明，形成相应分解（装配）3维图解。某型

发动机主泵分解工艺如图 7所示。

2.2 工艺变更问题

管路设计结构改变带来的装配工艺更新流程如

图 8所示。

在工艺模型更新过程中，在原工艺模型（UG）形态

下，通过几何约束关系，确定新管路（零件）的空间位

置、姿态以及与其它管路配合关系后，导出新管路（零

件）STEP数据，合并至轻量化工艺模型（3DVIA形态

下）中。同时删除多余件模型、BOM以及其装配仿真。

工艺设计更新的操作如下：

（1）依据总体规划原则，确定新管路的装配域；

（2）通过前文 BOM构建方法调整管路装配 BOM；

（3）通过前文装配序列、路径规划方法调整相关

管路装配序列及装配路径；

（4）进行装配仿真动画的更新，增添新管路装配

仿真，调整相关管路装配仿真演示次序。

在工艺输出更新中，在动画控制界面左侧 BOM

结构区增加新管路装配索引（删除旧管路索引），调整

装配索引与仿真文件的关联。

2.3 管路装配应力的控制问题

以往发动机外部管路装配模式为“附件定管路”，

即在管路装配前先完成外部各附件装配，这种装配模

式导致部分插入式管路装配时存在较大应力，致使管

路接头密封面损伤、胶圈损坏，会使发动机在试车过

程中出现漏油情况。

装配工艺模型上的几何干涉预示着管路装配时

可能存在应力，在某型发动机外部管路设计时，对

椎20以上管路装配序列、装配路径进行了全 3维动态

仿真，通过调整管路、附件装配次序（或路径）消除模

型中发现的动态干涉。椎20以下的管路自身具备较大

弹性，工艺设计时可不做动态干涉检测。

某管路装配如图 9所示，调整了管路与附件装配

次序，抑制了该管路装配应力。

3 结束语

(1)提出了基于 UG、3DVIA软件的发动机管路可

图 6 管路装配仿真动画界面

图 7 主泵分解工艺图解

图 8 装配工艺更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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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化装配工艺设计方法。介绍了发动机管路可视化装

配工艺设计的总体流程及实现方法，包括工艺模型建

模、装配工艺可视化设计和装配工艺可视化输出。

(2)针对发动机外部管路装配过程中的非常规分

解、因管路结构设计变化而带来的工艺更改、管路装

配应力等问题，利用可视化工艺设计方法提出了相应

解决措施。

(3)验证了该管路可视化装配工艺设计方法可大

幅度提高复杂管路装配工艺设计效率与质量，满足了

装配现场可视化指导需求，值得在发动机装配工艺设

计中应用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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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转静子耦合的组合压气机动力特性分析

漆文凯，王向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 210016）

摘要：组合压气机被广泛用于中小型航空发动机，高转速和机匣薄壁化使得转、静子之间的耦合日趋严重，有必要对其转子 -

支承 -机匣系统的动力特性进行研究。建立了不同机匣厚度的组合压气机实体模型和有限元模型，采用有限元法，分别对组合压

气机转子 -支承系统和转子 -支承 -机匣系统进行动力特性分析，对机匣部件进行模态分析，并对转子 -支承 -机匣系统进行

不平衡响应分析。结果表明：转、静子耦合不仅使组合压气机系统多出以机匣弯曲振动为主振型的临界转速，同时对以转子弯曲振

动为主振型的临界转速影响明显，在工程中需考虑转、静子耦合效应对发动机临界转速的影响。

关键词：组合压气机；动力特性；耦合；有限元；临界转速；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 cnki.aeroengine.2014.04.009

Analysis on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bined Compressor Based on Coupling of Rotor and Stator
QI Wen-kai1, WANG Xiang-hui1

渊College of Power and Energy,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Nanjing 210016, China冤
Abstract: The combined compressors are widely used in the small and medium -sized aeroengines. The dynamic coupling phe鄄

nomenon between the rotor and stator is more and more serious because of the higher speed and thinner case.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rotor-bearing-case system of the combine compressor. The physical models and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s of the
combined compressor with different case thickness were established.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mbined compressor was analyzed
by the rotor-bearing system and the rotor-bearing-case system by the finite method. The mode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the case, and the
unbalance response was analyzed on the rotor-bearing-case syst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new critical speed appeared because of the
coupling of rotor and stator, which main shape is the flexure vibration of the case. At the same time, the critical speeds with the rotor爷s flex鄄
ure vibration are also impacted obviously. The coupling effect of rotor and stator on the critical speed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engineer鄄
ing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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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航空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航空发动机的设

计转速越来越高，相应地机匣壁则设计得越来越薄，

从而使发动机转子、支承以及机匣之间的相互耦合日

益加强，形成了复杂的结构动力特性。目前研究旋转

机械动力特性的方法主要有 2大类，即传递矩阵法和

有限元法。传递矩阵法因为编程简单、计算速度快且

有效而被广泛应用[1-5]。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大型商用有限元软件的开发和不断完善，有限元法以

其计算精度高、数值稳定的特点，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

所采用[6-9]。国内外已有很多学者对航空发动机转子系

统的动力特性进行了深入研究[1-9]，但考虑机匣与转子

耦合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文献[10]基于 NASTRAN中实

体单元编制的转子动力特性计算程序，对发动机整机

进行了动力特性计算，并研究了考虑机匣振动耦合时

转子系统临界转速的确定方法；文献[11]分别运用静刚

度、动刚度和整机有限元模型对某型发动机进行了转

子动力特性计算，并指出运用整机模型能够充分考虑

mailto:qwkai@nua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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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组合压气机模型参数

类型

RBS

RBCS

籽/(kg/m3)

7850

7850

E/GPa
210

210

滋

0.3

0.3

k /(N/m)

3×107

3×107

图 5 转子 -支承系统的 Campbell

图 6 转子 -支承系统第 1

阶正进动振型

图 7 转子 -支承系统第 2

阶正进动振型

表 2 转子 -支承系统的临界转速 rad/s
1-

354

1+

435

2-

1841

2+

1997

3+

4942

3-

3776

注：“1”等数字表示临界转速阶次；“-”表示反进动；“+”表示正进动。
图 2 组合压气机模型图 1 组合压气机转子模型

图 3 转子 -支承系统的

有限元模型

图 4 转子 -支承 -机匣系统

有限元模型

支承动刚度和各种机匣的局部振动对整机振动的影

响；文献[12]建立了 1种新型的转子 -滚动轴承 -机

匣耦合动力学模型，利用数值积分方法获取了系统响

应，并研究了航空发动机的整机振动规律；文献[13]针

对实际的双转子航空发动机，建立了发动机双转子 -

支承 -机匣耦合动力学模型，运用数值积分方法获取

系统非线性振动响应，研究耦合系统的动力特性。

本文以组合压气机为研究对象，考虑了转子 -支

承 -机匣系统的耦合效应，采用 3维实体单元建模，

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ANSYS，对组合压气机进行动

力特性分析。

1 组合压气机建模

由转子动力学[14]可知，1个旋转机械系统的运动

微分方程式为

Mu+（C+G）u+Ku=F （1）

式中：M为系统质量矩阵；C为系统阻尼矩阵；G为系
统陀螺矩阵；K为系统的刚度矩阵；u为系统的位移
响应矢量；F为系统所受载荷；C，G和 u分别为转速
的函数。

该方程的特征解和特征向量对应系统的固有频

率和振型，当转速与系统的固有频率相等时，该转速

即为系统的临界转速。

利用 3维实体建模软件 UG建立机匣厚度为 5、3

和 2 mm的组合压气机模实体型，机匣厚度为 3 mm的

组合压气机转子模型和部件模型分别如图 1、2所示。

该压气机由 2级轴流式叶轮和 1级离心式叶轮

组成。在实体模型的基础上，可以建立组合压气机转

子 -支承系统(RBS)和转子 -支承 -机匣系统(RBCS)

的有限元模型，分别如图 3、4所示。其中，实体单元采

用 SOLID185单元，而支承部分则采用 CONBINE14

单元模拟，模型详细参数见表 1。

2 转子 -支承系统动力特性分析

旋转机械有 1种特有的现象，即在转速增大到某

些特定转速时，转子的挠度会迅速增大，而当转速超

过该转速时，挠度又迅速减小，这些特定的转速称为

其临界转速。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ANSYS对建立的

组合压气机转子 -支承系统进行动力特性分析，绘制

了该系统的 Campbell图，如图 5所示，并得到其前 3

阶临界转速，见表 2。由于同阶正、反进动的振型一

致，这里仅列出前 3阶正进动时的振型，分别如图

6~8所示。

3 机匣部件模态分析

航空发动机机匣作为发动机的承力机构，发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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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转子载荷、包容转子的

重要作用，随着机匣部件的

日趋薄壁化，其振动特性也

越来越复杂。现对厚度分别

为 5、3和 2 mm的组合压气

机机匣部件进行模态分析，

通过 ANSYS软件计算机匣

部件前 5阶固有模态，得到

其固有频率及固有振型，其频率见表 3，由于 3个模型

的振型相同，限于篇幅，仅列出厚 3 mm的机匣部件的

前 5阶固有振型，分别如图 9~13所示。

结合表 3以及对应频

率的振型图可见，第 1、2阶

模态是机匣部件 Z、Y 方向
振动的第 1阶弯曲振动，第

4、5 阶模态是机匣部件的

第 2阶弯曲振动，而第 3阶

模态则是机匣轴向伸缩振

动。同时，从表 3中可见，机匣部件的各阶固有频率随

着机匣厚度的减小而降低。

4 转子 -支承 -机匣系统动力特性分析

机匣厚度的减小，其抗弯刚度也随之降低，这对

转子系统的动力特性将产生很大影响。本文利用

ANSYS软件分别计算了机匣厚度为 5、3、和 2mm的

组合压气机系统的前 4阶临界转速，并将其与转子 -

支承系统的临界转速（同一转子振型）对比，见表 4，

同时得到了对应转速下的振型。限于篇幅，在此仅列

出机匣厚度为 3 mm的组合压气机系统的正进动振

型，分别如图 14~17所示。转子 -机匣系统也应给出

Campbell，转子 - 支承 - 机匣（3 mm）系统 Campbell

如图 18所示。

图 8 转子 -支承系统第 3

阶正进动振型

图 9 组合压气机机匣

第 1阶振型

图 10 组合压气机机匣

第 2阶振型

图 11 组合压气机机匣

第 3阶振型

图 12 组合压气机机匣

第 4阶振型

表 3 组合压气机机匣前 5阶固有频率 Hz
厚度 / mm

5

3

2

1

263.51

237.27

212.06

2

263.67

237.46

212.11

3

703.86

629.49

552.61

5

1497.2

1348.8

1206.4

4

1455.4

1348.5

1205.2

表 4 转子 -支承系统(RBS)与转子 -支承 -机匣系统

(RBCS)前 4阶临界转速 rad/s
类型

RBS

5 mm RBCS

3 mm RBCS

2 mm RBCS

1-

354

347

343

336

1+

435

426

420

415

2-

1408

1259

1147

2+

1449

1330

1213

类型

RBS

5 mm RBCS

3 mm RBCS

2 mm RBCS

3-

1841

2110

2089

2087

3+

1997

2294

2331

2329

4-

3776

3947

3975

4009

4+

4942

5041

5165

5190

图 14 转子 -支承 -机匣

系统第 1阶振型

图 15 转子 -支承 -机匣

系统第 2阶振型

图 13 组合压气机机匣

第 5阶振型

图 16 转子 -支承 -机匣

系统第 3阶振型

图 17 转子 -支承 -机匣

系统第 4阶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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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中可见，各组合压气机系统的第 2阶临界

转速和机匣第 1阶固有频率均随机匣厚度的减小而

降低，且其临界转速也比对应的机匣第 1阶固有频率

有所下降。

5 不平衡响应分析

不平衡响应分析是旋转机械系统动力特性分析的

重要部分，可以预测转子系统在某些工况下的振动情

况，还可确定转子在计及阻尼影响时的临界转速[15]。本

文利用 ANSYS软件对机匣厚度为 3 mm的组合压气机

模型进行不平衡响应分析，从而验证计算所得临界转

速正确与否。在第 1级轴流式轮盘施加 5 g·mm的不平

衡量，阻尼比为 0.01，在转子转速为600~60000 r/min范

围内，计算位于静子部件上的前、后支承点处的振动响

应，在对数变换下，其响应值随转速变化的曲线如图 19

所示。

从图 19中可见，其响应值在 8个转速值处达到

峰值，将该峰值转速与上文计算所得临界转速进行对

比，其结果见表 5。

从表 5中可见，机匣前、后支点的振动响应峰值

转速与计算所得系统临界转速误差很小，验证了计算

所得临界转速值的正确性。

6 结论

（1）组合压气机转子 - 支承 - 机匣系统的各阶

临界转速低于对应的转子 -支承系统的临界转速，且

出现了以机匣弯曲振动为主振型的临界转速。

（2）随着机匣厚度的减小，组合压气机机匣部件

的固有频率随之下降，而其转子 -支承 -机匣系统

的第 1、2阶临界转速也随之下降，第 4阶临界转速则

随之升高。

（3）组合压气机机匣前后支点的振动响应峰值转速

与系统临界转速值相吻合，验证了临界转速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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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支持向量机的航空发动机性能衰退指标预测

谭 巍 1，徐 健 2，于向财 1

（1.海军航空兵学院，辽宁葫芦岛 125001; 2.海军驻沈阳地区发动机专业军事代表室，沈阳 110031）

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性能衰退状态的趋势预测问题，基于非线性支持向量机回归建立了发动机性能衰退指标的预测模型，

给出了反映其性能衰退的综合指标。利用该模型对发动机的性能衰退指标进行了预测分析，并与神经网络模型预测结果进行了比

较。结果表明：支持向量机回归预测模型能更准确地对发动机的未来状况进行预测。

关键词：支持向量机；性能衰退；性能指标；性能预测；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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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trends prediction for aeroengine performance deterioration, the prediction model of engine
performance deterioration index was regresively built based on the nonlinear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渊SVM冤, and synthetic index reflected
performance deterioration was obtained. The index of engine performance deterioration was predicted and analyzed by SVM model, which
compared with the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渊ANN冤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VM model can accurately predict engine opera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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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从发动机正常使用到完全失效要经历一系列不同

的性能衰退阶段，如果能在发动机的衰退过程中评估

其所处的性能衰退阶段，并对其性能衰退进行预测分

析，就可以有针对性的采取维护措施，对于推动视情维

修，降低维护使用成本，提高飞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1]。

性能衰退评估研究重点是利用当前数据和历史

数据，获取发动机当前运行状态的信息。而发动机性

能衰退预测则是对发动机性能衰退状态进一步的发

展趋势进行分析，防止故障的扩展。由于支持向量机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具有完备的统计学习

理论基础和出色的学习性能，根据结构风险最小化

（Structural Risk Minimization，SRM）原则 [2]，可以尽量

提高学习机的泛化能力，非常适合航空发动机这类小

样本下的预测分析问题，因此基于 SVM的预测模型

具有很强的推广能力。

本文针对航空发动机性能衰退状态的发展趋势

进行预测分析。以支持向量机回归理论为基础，给出

了反映发动机性能衰退的综合指标，建立了发动机性

能衰退的一步及多步预测模型。

1 航空发动机性能衰退指标的建立

在航空发动机性能衰退的过程中要经历不同的

阶段，其性能数据在特征空间中呈现一定的分布规

则。采用 SVM分类器对发动机性能退化状态进行分

类，是由于其特征参量与正常状态下的特征参量存在

一定的差别。

1.1 性能衰退评估模型

建立基于 SVM的性能衰退评估模型，如图 1所

mailto:twchy@s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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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该模型主要包括训练和测试 2个步骤。

在性能衰退评估模型中，特征空间内原输入空间

中反映发动机性能特征参数向量 x及其到最优分类
面 H之间的距离 d计算为

d= w·渍（x）+b
||w||

（1）

其中

w=
l

i=1
yi a

*

i 准（xi） （2）

b= 1
l *

l

i=1
（yi-w·准（xi）） （3）

||w||
2
=

i，j缀sv
yi yj a

*

i a*

j K（xi，xj） （4）

式中：a为 SVM系数；w为分类面的权系数向量；b 为
偏置系数；（xi，yi）为数据样本集；xi 缀RN，yi缀 -1，1嗓 瑟，
（i=1，…，l）；K 为核函数。

图 1中的虚线和实线分别表示 SVM模型训练和

测试过程。将待测样本送入训练好的模型中，计算数

据 xi的几何距离 di。将得到的 di进行归一化处理，得

到 -1≤di≤1，并且规定当 di＜0，xi缀 正常嗓 瑟；di＞0，xi缀
异常嗓 瑟。为了描述方便，将几何距离转化为

DV=0.5di+0.5 （5）

这样就可以将发动机性能特性量变成性能衰退

指标 DV（Degradation V alue），0≤DV≤1，并且在分界

面表征性能衰退数据的一侧，离分类面距离越远的发

动机性能特性参数表示性能衰退越严重。

1.2 模型参数优化选择

在 SVM中，通常由模型参数 C和核函数的参数来

决定数据与最优分类面之间的距离参量[3]。根据 SVM的

性质，对于同类数据来说，距离应越小越好，而对于不

同类别的数据来说则是距离越大越好，综合以上 2个

原则，提出优化准则为

max Jd（兹）=
yi

V yi
（兹）

M yi
（兹） ，yi= -1，1嗓 瑟 （6）

其中

V yi
（兹）=D（d（xi，兹）），xi|yi=嗓 1，-1嗓 瑟｝，i=1，…，l

M yi
（兹）=E（d（xi，兹）），xi|yi=嗓 1，-1嗓 瑟｝，i=1，…，l

式中：（xi，yi）为给定的 2类数据测试样本；V yi
（兹）为同

类数据方差；M yi
（兹）为不同类数据均值。

通过搜索 Jd（兹）最大值的过程，确定最优参数 兹。
对于相同的测试样本集，如果参数 兹使得发动机性能
退化状态数据与发动机处于正常状态数据的 Jd（兹）越
大，则说明该参数使得模型对性能退化状态越敏感。

但是，在几何距离性能衰退评估模型中，采用的是

DV 值描述性能衰退的程度，因此需要对原判据进行
修正

max JDV（兹）=
yi

V yi
（兹）

M yi
（兹） ，yi= -1，1嗓 瑟 （7）

其中

V yi
（兹）=D（DV（xi，兹）），xi|yi=嗓 1，-1嗓 瑟｝，i=1，…，l

M yi
（兹）=E（DV（xi，兹）），xi|yi=嗓 1，-1嗓 瑟｝，i=1，…，l

1.3 性能衰退指标曲线

以某型航空发动机为研究对象，选取低、高压压

气机流量，高、低压涡轮效率，低、高压转子转速，高压

压气机后压力和尾喷口温度共 8维数据，均为相对变

化量。采用机理分析和数学模型相结合的方法产生数

据样本[4]，将部件性能参数（包括效率和流量）按照一

定比例减小，带入到稳态模型中去，基于稳态模型得

到对应的 46组数据。采用核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原

始数据进行特征约简后带入 SVM模型进行训练，计

算得到性能衰退指标 的曲线如图 2所示。

从图 2中可见，发动机性能衰退指标是 1个连续

图 1 基于 SVM几何距离的性能衰退评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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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指标参数，依据性能特征参数给出的 1个无量

纲的性能指标，并且随着时间递增，表示发动机随着

部件性能的降低和测量参数的偏离，性能衰退综合指

标偏离正常值越远，这与实际相符。

2 性能衰退指标的回归预测

2.1 支持向量机回归模型的建立

航空发动机的性能衰退是 1个连续、渐进的过

程。性能退化指标 DV 具有时序性和关联性，即当前
DV 值与其过去时刻的有一定的联系；同时性能退化
指标是综合发动机部件和整机状态量得到的信息，因

此该指标值是连续有界的，可以将发动机性能衰退指

标作为可预测时间序列进行研究。由于航空发动机结

构复杂，工作情况多变，再加以发动机中一些结构的

非线性，使得其工作参数具有一定的非线性特征，因

此采用非线性支持向量机回归对性能衰退指标进行

预测分析[5]。

对于给定时间序列{x1，x2，…，xn}，建立映射关系

f：Rm→R，满足：
x（t+l）=f（x（t-（m-1）子），…，x（t-子），x（t）） （8）

式中：l为预测步长；m为嵌入维数；子为时间延迟。
为了采用回归支持向量机对上述时间序列 x1，

x2，…xn，进行预测，首先要对时间序列进行相空间重

构[6]，建立如下输入：

x（t）= x（t+（m-1）子)，…，x（t+子），x（t）嗓 瑟
t=1，2…，n-（m-1）子 （9）

与输出 y（t）=f {x（t）}之间的映射关系为 f：Rm→R。
从上述描述中可见，m和 子值的优化选取反映了

利用最少而且最有效的原始时间序列数据信息最大

限度的挖掘原始 1维数据的时间序列信息。而对具体

m和 子值的优化选取，尚无理论可以借鉴，多是采用
反复试验和智能算法。

采用如下方法进行优化选取最佳的 m和 子。流程 [7]

如下：

（1）给定最大的 m和 子值分别为 mmax和 子max；

（2）使 m=2∶mmax和 子=1∶子max变化，遍历所有的

m和 子。对于每 1组 mi和 子i，对应着 1组重构预测矩

阵，利用这组矩阵数据训练此网络，记录下此时的 r1i，

mi和 子i。其中，i缀[1，子max*（mmax-1）]；

（3）采取打擂法，选取最小的 r1i，mi 和 子i，此时

r1best=r1i，mbest=mi，子best=子i；

（4）利用最优的 mbest和 子best对未来测量参数时间

序列进行预测分析，并对测量数据预测效果进行检验。

通过建立输入与输出之间的映射关系，具体重构

结果为

X=

x1 x2 … xm

x2 x3 … xm+1

xn-m xn-m+1 … xn-1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

x軆1

x軆2

x軆n-m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10）

Y=

xm+1

xm+2

xn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

ym+1

ym+2

yn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根据非线性支持向量回归决策函数式，可得[8]

yt=
n-m

t=1
（at-at

*）K（x軆t，x軆t-m）+b （11）

式中：t=m+1，…，n，则 1步预测模型为

yn+1=
n-m

t=1
at-at

* K（x軆t，x軆n-m+1）+b （12）

进一步推广到 l步预测模型为

Y l=

yn+1

yn+2

yn+1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

n-m

t=1
（at-at

*
）K（x軆t，x軆n-m+1）+b

n-m+1

t=1
（at-at

*
）K（x軆t，x軆n-m+2）+b

n-m+l-1

t=1
（at-at

*
）K（x軆t，x軆n-m+l）+b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13）

在多步预测模型式（13）中，除 yn+1之外，其 l-1个

预测值都要用到前一步的预测值，因此 l步预测值的
预测不确定性会随着步长的增长而增加。

使用回归支持向量机对性能衰退指标进行预测

分析。同时，为了评估预测效果的优劣引入平均相对

误差（Mean Relative Error，MRE）作为评判标准[9]

图 2 性能衰退指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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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E=

n

t=1

e（t）
y（t）

n （14）

式中：e（t）=y赞（t）-y（t）为绝对误差；y（t）、y赞（t）和 n分别
为真实值、预测值和样本大小。

根据上述定义可知，MRE值越小，表明预测值与
实际值的拟合精度越高，则预测的准确度越高。

2.2 衰退指标回归预测仿真与分析

在性能衰退指标的基础上进行分析，选择前 40

组数据作为训练样本，后 26组数据作为测试样本。首

先建立 SVM预测模型，优化选取最佳的 m和 子，分别
为 mbest=3，子best=2。对于一步预测，按照式（10）进行相

空间重构，从而得到

X=

x1 x2 x3

x2 x3 x4

xn-3 xn-2 xn-1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

x軆1

x軆2

x軆n-3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15）

Y=

x4

x5

xn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

y4

y5

yn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式中：X 为训练数据；Y 为目标数据。

训练完毕之后，将测试样本 Xn
test =（x1，x2，…，xn）带

入训练后的预测模型，从而可得到回归预测的一步预

测值 y=xn。

SVM的参数采用交叉验证方案 [10] 进行优化选

取，得到预测参数惩罚因子 C=1.3，不敏感损失系数

着=0.0012，核函数系数 滓=1.1，采用 MRE作为评定预

测精度的评判标准。按照类似的方法逐渐增加预测步

数，分别建立多步预测模型。其中 4步预测参数选取

为 C=1.3，着=0.001，滓=1.0。

为了便于比较，本文采用了 BP神经网络的方法

对相同的训练样本和预测样本进行学习与预测，性能

衰退指标的 1步及多步预测结果分别如图 3、4所示，

预测误差对比见表 1。

综上所述，无论是短

期预测还是中长期预测，

SVM 的预测精度都要高

于神经网络的；并且随着

预测步长的增加，数据之间的关联性变差，不确定度

加大，导致 2种方法的预测精度降低，但是 SVM的预

测精度相对于神经网络来说明显降低得比较缓慢，这

说明 SVM具有较强的容错性和鲁棒性，能够在提前

步数较多（4步）的情况下，仍能以较高精度（97.05%）

地预测出发动机性能的降低，说明其对中期预测仍具

有较好的效果，具有较强的推广能力。

3 结束语

（1）发动机性能衰退指标能综合发动机各部件性能

的参数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发动机的性能衰退。

（2）基于支持向量机回归的预测模型在发动机性

能衰退指标预测上要优于神经网络，更适合预测航空

发动机性能趋势。

（3）在对发动机进行性能衰退评估过程中，如何制

定该指标参数报警门限值，对于指导发动机工作人员

掌握发动机工作状态十分必要，是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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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调机构虚拟样机运动学动力学仿真

张晓宁，赵 雷，杨勇刚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采用 UG与 ADAMS软件建立了某型燃气轮机压气机可调静叶联调机构系统的完整数字化虚拟样机，在此基础上对该联

调机构系统进行了动态特性仿真分析，得到了可调静叶联调机构的调节变化规律，分析了联调机构的仿真结果与机构设计目标的

对比情况，验证了模型的可行性。并对仿真角度规律结果与 CAD计算法结果进行了比较，证明了 ADAMS仿真是 1种行之有效的方

法，且比物理仿真有很强的经济性优势。通过仿真得到了各级拉杆的受力情况，为进一步有限元结构分析以及结构系统优化奠定了

基础。

关键词：压气机；燃气轮机；联调机构；虚拟样机；运动学；动力学；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4.04.011

Kinematics and Dynamics Simulation of Jointly Adjusting Mechanism Based on Virtual Prototype
Technology

ZHANG Xiao-ning, ZHAO Lei, YANG Yong-gang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The digital virtual prototype of compressor jointly adjusting mechanism for a gas turbine was built by UG and ADAMS
software. The changing law of variable stator vanes for the jointly adjusting mechanism was obtained by its dynamics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simulation results and design aims for the jointly adjusting mechanism was analyzed, and the feasiblity of its model
was verified. The ADAMS is an effective method and has best economical advantage by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imulation rules results
and CAD calculation results and the ADAMS has better economics than the physical simulation method. The force parameters acted on the
tension bars are obtained by simulation, which provide the foundation for further finite element structural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of
structural system.

Key words: compressor; gas turbine; jointly adjusting mechanism; virtual prototype; kinematics; dynamics;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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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航空涡扇发动机以及燃气轮机的压气机中，经

常通过角度可调节的静子叶片来提高发动机的稳定

工作范围，随着对发动机性能要求的不断提高，多型

先进的航空涡扇发动机或燃气轮机都有多级可调静

子叶片。如果每级叶片都设计单独的调节机构，则需

要大量的零部件来实现调节功能，如果设计 1套联合

调节机构，实现发动机多级静子叶片的统一角度调

节，可极大地减少发动机零件数量，从而提高了发动

机工作可靠性[1-3]。

在航空涡扇发动机以及燃气轮机可调静叶联调

机构的传统开发中，在无物理样机的初始开发阶段，

完成这样复杂机构的设计难度很大，而如果反复进行

实物试验，会延长研发周期和增加研发成本。为此，本

文采用集成了多体动力学和虚拟样机技术的 ADAMS

软件对某台已设计完成的联调机构进行了仿真研究，

得到能复核联调机构各级静叶调节规律[4]。

mailto:E-mail:zhangrongyue@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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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

用来校验某多级压气机的联调机构的角度调节

效果。该压气机的前 3排静子叶片可调节角度，调节

机构是 1套空间连杆机构，主要由可调叶片、摇臂、联

动环、操纵杆、液压作动筒等部分组成。该机构系统原

理如图 1所示，作动筒往复运动，通过主动杆带动操

纵杆转动，操纵杆通过连杆协调 3级联动环转动，从

而实现各级叶片按不同规律联调[5]。

2 多体动力学仿真分析模型的建立

把在 UG中建立的燃气轮机压气机可调叶片联

调机构的 3维装配模型[6]，导入 ADAMS软件中，在所

有零件的各安装处设置各自的约束，得到最终的联调

机构的多刚体系统动力学模型。

从图 1中可见，由于摇臂与可调叶片通过扁口固

定连接，摇臂的旋转角度就等于可调叶片绕轴颈的旋

转角度，所以在建模中没有建立可调叶片的模型，但

这并不影响计算结果。

该联调机构的作动筒活塞沿作动筒筒体的移动

约束为驱动约束[7]，相关约束分析见表 1。

需要指出的是，从表中可知，另增小球的关节轴

承模拟约束，是指在 ADAMS计算模型中，2个零件互

相装配处增加了 1个小球，小球与被包容件之间用球

铰进行约束，而小球与包容件之间用圆柱铰进行约

束。解释如下：拿操纵杆 1级凸耳与 1级拉杆之间的

约束举例，由于在相配处，凸耳的宽度大于拉杆的宽

度，所以在这里将凸耳称作包容件，而将拉杆称为被

包容件。建模时，在该相配处建立 1个小球，实际上用

它模拟关节轴承中的半关节球，将拉杆与小球定义为

球铰，将小球与凸耳定义为圆柱铰[8-10]。

3 仿真结果分析

3.1 ADAMS计算模型的仿真结果分析

该燃气轮机压气机联调机构，包括 3级静子可调叶

片，第 1级称为进口可调导向叶片（VIGV），另外为第 1、

2级可调叶片，通过气动性能的计算，给出了要求的第

1、2级可调叶片调节角度与 VIGV的对应关系，见表 2

中的“理论”一列。ADAMS仿真的结果分别如图 2~4所

示，用 ADAMS中的 PostProcessor模块读出各角度，其

中 COMP_MEA_1为 VIGV的角度，COMP_MEA_2为

第1级可调叶片的角度，COMP_MEA_3为第 2级可调

表 1 约束的定义

约束对象

作动筒固定架与 ground

作动筒关节与作动筒固定架

作动筒筒体与作动筒关节

作动筒活塞与作动筒筒体

凸耳与作动筒活塞

操纵杆与凸耳

操纵杆支架与操纵杆

操纵杆支架与 ground

凸耳与操纵杆

拉杆与凸耳

联动环支架与拉杆

联动环与联动环支架

联动环与 ground

摇臂与联动环

摇臂与 ground

约束名称

固定

旋转铰

旋转铰

圆柱铰

另增小球的关节轴承模拟约束

固定

旋转铰

固定

固定

另增小球的关节轴承模拟约束

另增小球的关节轴承模拟约束

固定

圆柱铰

另增小球的关节轴承模拟约束

旋转铰

VIGV

-18

-14.5

-11

-7.5

第 1级

-20

-15.6453

-11.8449

-8.5431

第 2级

-14

-10.6827

-7.8772

-5.5241

第 1级

-20

-16

-12

-8

第 2级

-14

-11

-8

-5

仿真 理论

表 2 仿真值与理论值的对比 （毅）

图 2 VIGV的角度变化规律

图 1 3级联调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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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的角度。读出图中同一横坐标时的各角度对应数

值，可以得到 VIGV和第 1级、2级可调叶片间的联

调角度对应关系。见表 2的仿真一列。

3.2 用几何法计算的 3级角度对应规律结果分析

用 AUTOCAD绘图软件，分析 3级调节机构的调

节规律，分别用到以下参数：VIGV和第 1、2级可调

叶片旋转角度，VIGV 和第 1、2 级摇臂旋转角度，

VIGV 和第 1、2 级拉杆的位移量，VIGV 联动环旋转

角度，操纵杆旋转角度，最终得到 3级可调叶片联调

角度对应关系见表 3。

3.3 2种计算方法的比较

第 1、2级调叶角度与 VIGV角度关系的 ADAMS

仿真结果与理论值比较分别如图 5、6所示。

几何法计算的结果与设计要求的对比关系，第

1、2级调叶角度与 VIGV 角度关系的几何法计算结

果与理论值比较分别如图 7、8所示。

从图 5～8中可见，ADAMS建模仿真结果是准确

的，很好地实现了设计要求。并且在 VIGV从 -18毅～
-7.5毅范围内，ADAMS建模仿真结果优于几何计算的

结果。这是由于几何方法只能近似评估角度，无法考

虑关节轴承处的活动自由度，而 ADAMS可以准确地

仿真关节轴承的活动量，更接近真实机械系统[11~14]。

在 ADAMS计算仿真结果中，为了提高仿真精

度，可将若干零件的约束深度细化，比如第 1级拉杆

与凸耳处约束可以进一步细化，通过增加面与碰撞的

详细约束等方法，可提高仿真精度。需要指出的是，深

度细化关节处的约束，需要详细开发 ADAMS的相关

VIGV

-18

-14.5

-11

-7.5

第 1级

-20

-14.9537

-10.7355

-7.0642

第 2级

-14

-10.1295

-6.9485

-4.2537

第 1级

-20

-16

-12

-8

第 2级

-14

-11

-8

-5

仿真 理论

表 3 几何法结果与理论值的比较 （毅）

图 5 第 1级调叶角度与 VIGV角度关系的 ADAMS仿真
结果与理论值比较

图 6 第 2级调叶角度与 VIGV角度关系的 ADAMS仿真
结果与理论值比较

图 7 第 1级调叶角度与 VIGV角度关系的几何法计算
结果与理论值比较

图 8 第 2级调叶角度与 VIGV角度关系的几何法计算
结果与理论值比较

图 3 第 1级叶片的角度变化规律

图 4 第 2级叶片的角度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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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模块，并需要进一步使用 ADAMS中的相关高级

功能[15]。

4 联调仿真中各拉杆的受力分析

在本文所研究的联调机构中，可调叶片会受到气

动扭矩的作用，从而将力传递到拉杆中。可以用

ADAMS仿真来分析拉杆的受力情况。

在本文 ADAMS模型中，计算每个可调叶片受到 5

N·m的气动力矩（在此仅作为受力分析的示意，不代表

真实力矩大小）。在 ADAMS模型中的摇臂上利用软件

提供模块施加力矩，然后软件开始仿真计算，结束后可

用软件虚拟测量出 3处计算得到各关节的受力，而由

于拉杆是 2力杆结构，故关节的受力就等同于拉杆的

受力，拉杆上受力仿真结果如图 9～11所示。

从图 9～11中可见，VIGV和第 1、2级拉杆的受

力分别为 600、2110和 2210 N左右，这 3个拉杆所受

拉力，都随着 VIGV的增大不断变化，并有不同的变

化趋势。利用这些联调机构内部各连接关节处的受力

情况[16]，可以改进设计机构，或利用相关理论或软件

对机构进行强度评估。

5 结论

（1）通过该 ADAMS 仿真系统的建立，计算出联

调机构各级静叶调节规律关系，了解到调节机构工作

的具体角度数值，定量地校验了机构的调节性能。

（2）较为精准地衡量了机械系统的调节精度，仿

真了联调系统的多级角度对应关系，通过进一步地细

化完善设计，可使改进后的联调机构系统准确地实现

气动设计给出的联调角度对应表。

（3）由于几何方法只能近似评估角度，无法考虑

关节轴承处的活动自由度，而 ADAMS仿真可以考虑

这些因素，所以 ADAMS建模仿真结果优于几何计算

的结果。

（4）通过对 ADAMS仿真系统的仿真计算结果，可

细致地了解联调机构内部各连接关节处的受力情况，

为改进机构设计和提高零件强度可靠性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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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射角对超声速燃烧室掺混和燃烧的影响

贾 真
（中航空天发动机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028）

摘要：针对壁面喷射方式，分别在冷态喷流和燃烧工况下探讨了喷射角的变化对超声速流场中的燃料掺混效果及燃烧效率的

影响。研究表明：采用带角度喷射能明显减弱壁面垂直喷射导致的强激波，减小激波 /边界层干扰带来的总压损失，在燃料掺混特

性方面，减小喷射角会降低近场穿透距离，减弱近场的掺混效果，而对中场的穿透深度及掺混效果影响不大，但带角度喷射的远场

的穿透深度及掺混不如垂直喷射。所以垂直喷射时，虽然更多的燃料和空气发生掺混，燃烧效率要高于带角度喷射的，但会以牺牲

很大的总压为代价，所以在工程中建议采用带角度喷射配合其他喷射方式。

关键词：喷射角；激波 /边界层干扰；总压损失；穿透深度；掺混；超声速燃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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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s of Cavity Leading Edge Angle on Mixing and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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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luences of injection angle on mixing between fuel and air, combustion mixing and efficiency in supersonic flow field

under the condition with/without reactions were numerically investigated. It is found that reducing injection angle can obviously decrease
shock wave by transverse injection and reduce loss by shock wave/turbulence boundary layer interaction. For fuel air mixing characteristic,
reducing injection angle will weak down penetration depth, weak mixing in near-field and far-field, but almost have no influence on mixing
in middle-field. Transverse injection can enhance mixing between fuel and air and increase combustion efficiency to a certain extent at the
cost of much total pressure loss. Therefore, reducing fuel injection angle in other injection concepts should be a pract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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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高超声速飞行器发展需求的增长，超燃冲压

发动机成为飞行马赫数 Ma>5 的飞行器首选的动力

装置。超燃冲压发动机的核心技术之一是超声速燃烧

室设计。国内外在此研究领域已取得大量研究成果，

并进行了 X-43、X-51等飞行验证试验。但目前仍有

一些关键技术，比如燃料增强、混合及稳定燃烧技术

等，亟待取得突破[1-3]。超声速空气流过有限尺寸的燃

烧室，停留时间为 1～2 ms，且高马赫数流体的可压

缩效应能显著降低混合层的增长率。因此，如何有效

增强燃料和空气的掺混并实现稳定燃烧是目前超声

速燃烧室研究重点之一。

壁面横向喷射是结构最简单、研究起步最早并具

有一定火焰稳定能力的燃料喷射方式[4-5]。目前，以喷嘴

形状、喷射角度为研究重点。所采用的喷嘴以圆孔形居

多，其近场燃料掺混效果较好，穿透深度大[6]。与圆孔喷

嘴相比，采用非圆孔形如椭圆形喷嘴[7]和楔形喷嘴[8]，使

燃料深入主流的穿透距离减小，同时总压恢复系数有

一定增大，混合层扩展率有所增加，导致整体掺混效率

较高。Glawe等[9]采用了多种形状的喷孔进行试验，研

究发现：从燃料和主流气体混合情况来看，圆孔喷口

效果较差，尤其在横向喷流时，差别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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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面垂直喷射研究发现其喷口附近形成的弓形

激波很强，会造成总压损失较大。因此，考虑采用带角

度喷射。Fuller等[10]研究了液体燃料喷射角度对掺混

性能的影响，将横向喷射改为带角度喷射，减小喷流

穿透主流的深度，扩大破碎范围。Morgenthaler等[11]研

究发现，与横向喷流相比，减小喷射角使喷口附近的

燃料掺混效果减弱，角度越小，效果越差；而距离喷口

较远的剖面的燃料掺混趋于一致，喷流角对整体质量

分数分布影响很弱甚至消失。Hsu等[12]对带角度燃料

喷流的掺混及与凹腔的相互影响机理进行试验研究，

通过 Ramman散射将燃料质量分数分布进行成像发

现，槽内后壁面结构及再附激波产生的反压对组分质

量分数场有明显制约。Dimotakis[13]研究发现，如果能

借助其他结构产生流向涡增强掺混，则零角度平行喷

射也能达到较好效果。

壁面喷射目前仍然是使用广泛、具有可操作性的

燃料喷射方式，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

工程意义。本文模拟了喷射角 兹的变化对燃烧室的流
动和传热特性的影响机理。

1 数值计算方法与物理模型

1.1 求解方程

本文在空间上采用有限体积法离散 2维多组份

雷诺平均 Navier-Stokes 方程组，时间上采用

Runge-Kutta方法。对连续方程、动量守恒方程、能量

守恒方程、湍流模型、状态方程和组分方程进行耦合

隐式求解。给出笛卡尔坐标系下守恒型微分方程

坠U坠t + 坠F坠x + 坠G坠y = 坠E坠x + 坠H坠y +S （1）

其中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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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u、v 分别为 x、y 方向的速度分量；T 为绝对温
度；p 为压强；滋为黏性系数；滋=滋t+滋1，滋1为层流黏性系

数，应用 Sutherland公式计算，滋t为湍流黏性系数，由

k-棕 SST湍流模型得到；keff为有效传热系数；E为单
位体积总能量。

本文计算的问题是固壁受限的超声速内流问题，

伴有激波 /边界层干扰、燃烧等强湍流流动。为此，选

择 Menter的 k-棕 SST湍流模型[14]。该模型在近壁低雷

诺数边界层内采用标准 k-棕模型，而在边界层外的
高雷诺数主流区，转化为标准 k-着模型，既吸收了 2

种模型的优点，又回避了二者的缺点，对激波和边界

层干扰这类具有强烈非平衡效应的现象的计算精度

较高。

考虑到流场具有强湍流特性，选择涡耗散模型控

制湍流 -化学反应相互作用机理。氢气的化学反应机

理具有总包反应及 2方程、8方程、9方程、10方程等

多步化学反应机理。为便于简化计算，且单步总包反

应能够满足精度需要，本文选择总包反应机理

2H2+O2圯2H2O （2）

假定空气和氢气为理想气体，定压比热是温度的

1元函数，对流项选用具有 TVD特性的 2阶迎风差

分格式，扩散项用中心差分格式。

1.2 物理模型

带凹腔的 2维燃烧室结构如图 1（a）所示，由 3段

构成，在等直段下壁面开 1个深 D=15 mm、长深比

L/D=5、后壁面倾斜角 茁=45毅的火焰稳定凹腔。氢气在距
凹腔前缘 10 mm的上游壁面喷射，喷嘴直径 d=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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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b）为壁面喷射角结构，选择喷射角兹=30毅、45毅、
60毅、90毅，考察 兹的变化对气态燃料掺混、燃烧特性的
影响，燃料 H2的当量比 ER=0.32。将计算区域分块划

分结构化网格，近壁面局部加密。

在模拟高度 H=30 km、飞行马赫数 Ma=6的状态

下，气流经过进气道、隔离段减速增压，以 Ma=2进入

燃烧室，空气总压为 1.56 MPa、静压为 0.2 MPa、总温

为 1860 K，壁面采用无滑移、绝热边界条件，出口为

超声速流动，参数第 1阶外推得到。

1.3 算例验证

选择文献[15]中的双燃烧室结构和试验参数进行

计算，并将计算结果与文献中的试验数据进行比较。

网格划分采用多种网格尺度，并逐渐加密，进行网格

无关性验证，选定壁面边界层尺度为 0.15 mm，总数

为 30500的网格量。冲压燃烧室计算条件见表 1，结

构如图 2所示。

燃烧室壁面的压力如图 3所示。模拟的静压曲线

同试验数据点变化趋势较为一致，在绝大部分点误差

均小于 10%，个别点最大误差不超过 20%，较准确地

模拟出燃烧室内激波变化。在燃烧室前半段，模拟曲

线略高于试验结果，分析其原因：由于模拟中 C2H4在

高温燃气中是均匀分布的，而在试验中 C2H4的分布

并不均匀。在燃烧室前半段，高温燃气和空气形成混

合层进行掺混，因此模拟中 C2H4的掺混效果要比试

验中的更好，燃烧更剧烈，形成的压力比试验值略高。

而在燃烧室后段，混合层已充分发展，此时模拟和试

验的掺混和燃烧情况差别并不大，则模拟曲线与试验

点符合得好。

2 计算结果分析

2 个喷射角工况的冷态喷流静压等值线如图 4

所示。燃料喷射对主流形成阻碍，类似于压缩拐角的

作用，诱导出压缩波系。对于给定当量比的喷射，喷流

动量通量 J一定，可将 J在笛卡尔坐标系下从平行于
流动方向（流向）和垂直于流动方向（横向）进行分解。

在 兹较小时，流向动量较大，而横向动量分量较小，故
对主流的阻碍较小，压缩波系较弱，在喷口上游基本

找不到边界层分离。随着 兹的增大，喷流的流向动量
减小，而横向动量分量增大，阻碍作用增加，压缩拐角

效应增强，由此导致压缩波系的强度增大。在 兹=90毅
的工况下（如图 4（b）所示），横向动量达到最大值 J，
压缩波系汇聚成 1道很强的弓形激波，并在燃烧室的

上、下壁面处引起边界层分离，产生激波 /边界层干

扰———出现 1道明显的激波串结构。从如图 5所示的

不同喷射角冷态工况上壁面压力分布可知，在

兹=30毅、45毅和 60毅 3 个工况下的上壁面压力曲线随 兹
的增大在压力跳跃点附近略上移，大部分壁面基本上

重合，无明显差别；在 兹=90毅的工况下，进口处压力跃

图 1 燃烧室结构

p s /MPa

0.0977

0.1731

空气

高温燃气

Ts /K

492

1772

Ma

2.09

1.25

C2H4

0.1059

O2

0.233

0.0103

CO2

0.1205

H2O
0.052

0.1566

N2

0.715

0.6067

质量分数

表 1 燃烧室进口参数[12]

图 2 双燃烧室结构

图 3 壁面静压的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比较

图 4 冷态喷流静压等值线

mm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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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点明显向进口方向移动，且压力场整体高于其他工

况，说明燃烧室内的激波系增强。

相比冷态喷流，燃烧会明显改变流场结构，燃烧

工况压力等值线如图 6所示。在 兹=45毅时，流场中压
缩波已经转变为强度不高的激波串结构。这主要是燃

烧引起局部压力升高，并通过边界层中亚声速区向上

游逆流传播，形成逆压梯度，导致边界层产生较大分

离泡并突起，使流线弯曲；当 兹增大到 90毅，激波串被
高反应推向上游一定距离。

从如图 7所示的不同喷射角燃烧工况上壁面压

力分布可知，各燃烧工况的压力曲线形状类似、变化

趋势基本相同，差别在于在进口处的压力跃升点明显

随 兹的增大而向上游移动，且压力峰值也在不断地升
高，尤其是在 兹=90毅的横向喷射工况最明显，表明燃
烧不断加剧。

2个喷射角工况的冷态喷流 H2组分质量分数分

布如图 8所示。由于 兹的不同导致燃料喷流的横向动
量分量的变化。已知射流穿入主流的深度取决于横向

动量通量的大小，当 兹较小时，横向动量在高速主流
作用下很快衰减，迅速偏转随主流向下游传播，如图

8（a）所示，燃料贴近燃烧室下壁面。而 兹=90毅的横向
喷射情形如图 8（b）所示，其对主流所形成的阻碍作

用最大，横向动量衰减需要更长时间，因此其燃料能

够沿喷射方向运动更长距离，有更大的穿透深度。

定量地研究燃料与主流的掺混情形时，取下游距

喷口为 x=10、230、660 mm（燃烧室出口）3个距离为

参考剖面，兹对 H2组分的质量分数在近场、中场、远

场分布情况的影响的比较如图 9~11所示。

图中 H 定义为横截面从下壁面到上壁面的距
离，即 H=0处为下壁面、H=40 mm处为上壁面。定义

燃料 H2组分质量分数降为 0的位置即为气态燃料的

扩散边界（横向穿透深度）。

在近场（x=10 mm）处的 H2质量分数分布如图 9

所示。当 兹<90毅时，3个喷射角工况的质量分数变化趋
势相同。兹的变化对下壁面处 H2的峰值质量分数几

乎没有影响，3条曲线的质量分数都近似等于 1，之后

沿 H方向很快衰减为 0。随着 兹的增大，曲线向上壁
面方向略微有移动，但穿透深度都不超过 3 mm。这与

图 8中的分析一致，在 兹较小时，燃料紧贴着壁面向
下游传播，所以壁面处几乎充满 H2燃料，没有空气渗

入。当 兹增大到 90毅时，H2的质量分数曲线形状有较

大变化，先从壁面处的 0.35增大到峰值 0.70，随后再

下降为 0，其穿透深度接近 8 mm，说明壁面已经有空

图 5 不同喷射角工况上壁面压力分布（冷态工况）

图 6 燃烧工况静压分布

图 8 冷态喷流 H2组分质量分数分布

图 7 不同喷射角工况上壁面压力分布（燃烧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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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冷态喷流横向剖面 H2组分质量分数分布

（x=230 mm）

图 9 冷态喷流横向剖面 H2组分分布（x=10 mm）

气渗入，稀释了 H2。

在中场（x=230 mm）的混合情况如图 10所示。剖

面的 H2的质量分数曲线和近场的不同，各喷射角工

况在下壁面的 H2的质量分数均为最大值，之后沿横

向单调下降。当 兹<90毅时，壁面的质量分数随 兹的增
大而均匀小幅下降，兹从 30°增大到 60毅，Y H2从 0.16

降到 0.14；而当 兹增大到 90毅，Y H2降到 0.11。但穿透

深度对 兹的变化不太敏感，曲线相互重合，并且穿透
深度在 13 mm左右。

远场（x=660 mm）剖面的掺混情况如图 11所示。

燃料和空气进一步掺混、稀释，下壁面处的峰值质量

分数已降到 0.1量级，Y H2沿横向单调降低，曲线不断

下降。当 兹<90毅时，兹的变化对壁面处的质量分数基本
没有影响，其值均在 0.1附近，对穿透深度也没有影

响，曲线相互重合，接近 25 mm；当 兹增大到 90°后，

壁面质量分数明显降低到 0.08，穿透深度也增大到接

近 30 mm。

燃料 H2化学反应的产物是水蒸气，其浓度的高

低可反映出燃料和空气的混合程度及燃烧的剧烈程

度。以燃烧室出口为参考剖面，各喷射角 兹工况的
H2O组分质量分数分布如图 12所示。从图中可见各

工况曲线的变化趋势相同，可分为 3段：先上升，再下

降，之后转为平直段。在上升段随着 兹的增大，曲线向
上移动，但所有曲线都汇聚到相同的峰值 0.3处，大

概离开下壁面 18 mm处；之后质量分数很快减小到

来流空气 H2O的 0.05，可以将此点定义为燃烧边界，

再向上壁面处，燃料当量比 ER→0，不发生化学反应。

在壁面的水蒸气质量分数和 兹成正比例关系。当喷射
角 兹<90毅时，兹对燃烧边界影响不大，可以看到 3条曲

线在 35 mm附近处相互重合；而当 兹增大到 90毅后，
H2O的质量分数曲线明显向上壁面移动，燃烧边界扩

大到接近 45 mm处。

燃烧室温度等值线分布如图 13所示。如图 13

（a）所示的锐角喷射工况的高温区集中在燃烧室贴近

下壁面处，而当 兹=90毅的壁面横向喷射的燃烧区域明
显扩展到主流中心处，同时向喷口上游也有扩展，但

都不能明显改善燃烧区域分布不合理导致燃料掺混

效果差的问题。

图 12 燃烧工况出口 H2O组分质量分数分布剖面

贾 真：喷射角对超声速燃烧室掺混和燃烧的影响

图 11 冷态喷流出口剖面 H2组分质量分数分布

（x=66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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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效率随 兹的增大近似于线性提高，如图 14

所示。增大 兹可明显改善燃烧效果，当 兹从 30毅增大
90毅，燃烧效率从 42%提高到 67%，分析其原因是增大

兹可以增加喷流穿透深度，这样可以使燃料和更多主
流空气接触，改善燃料和空气的混合是提高燃烧室性

能的必要条件。

各工况冷态喷流的马赫数等值线分布如图 15所

示。从图中可见主流区基本是 Ma=1.6~2.4的超声速

气流，亚声速区域只分布在近壁面和凹腔区域。随 兹
的增大，主流马赫数有所减小、亚声速区有一定扩展，

并且在 兹=90毅的壁面横向喷射工况下比较明显，这从
图 17（a）中也能反映出来。

如果引入燃烧，流场 Ma分布会发生明显改变，
如图 16所示。虽然主流的部分区域仍然保持超声速，

但相比冷态喷流 Ma，已经降到 1.2~2.2。其原因一方

面是燃烧加热提高了混合气体的静温，增大了当地声

速，使 Ma有一定程度减小；另一方面是激波串对气
流的降速、增压作用，尤其在 兹=90毅的工况下，主流降
到接近声速 Ma=1，在燃烧室后部，受燃烧室扩张结构

影响，气流降压、增速，马赫数有所回升，从图 17（b）

中也可看到，随着 兹的增大，马赫数曲线不断下降，在
兹=90毅时，已降低到 1.7以下。

将各喷射角工况下的总压恢复系数绘成曲线，如

图 18所示。不论冷态喷流还是燃烧情况，当喷射角

图 13 燃烧工况静温等值线

图 14 燃烧效率受喷射角 兹的影响

图 15 喷射角 兹对冷态喷流场马赫数等值线的影响

图 16 燃烧工况的马赫数等值线分布

图 17 喷射角 兹对燃烧室中心线处 Ma分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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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90毅时，仔c随 兹的增大而减小，兹从 30毅增大到 60毅，
冷态喷流从 84%下降到 83%，是由于对主流的阻碍

增强，使所形成的激波增强。而燃烧工况的 仔c则随喷

射角 兹的增大明显减小，从 70.5%下降到 68.5%。当 兹
增大到 90毅的垂直喷射情况时，仔c的减小斜率陡增，

冷态喷流的 仔c减小到 78.5%，而燃烧工况的 仔c则减

小到 64%。因此，壁面横向喷射对流场的扰动很大，

会产生很大的总压损失，一方面是因为垂直喷流引起

很大的激波损失，另一方面其燃烧效率要高于带角度

喷射时的（图 14），会产生很大的燃烧耗散损失。

定义凹腔的阻力系数 Cf为

Cf=
Fcavity/A cavity

籽V 2/2
（3）

式中：Fcavity为凹腔阻力；A cavity为凹腔截面积；籽、V 分别
为燃烧室进口密度和速度。

忽略凹腔内壁摩阻，只考虑前后壁的压差阻力，

将计算的凹腔阻力系数 Cp做曲线，如图 19所示。在

图 19（a）的冷态喷流下，当 兹<90毅时，将 兹从 30毅增大
到 90毅，Cp从 0.047不断下降到 0.035，其原因是卷入

凹腔内的 H2组分减少，对后壁撞击减弱。而当 兹增大
到 90毅时，Cp反而又会明显上升到 0.047；在图 19（b）

的燃烧情况下，当 兹<90毅时，增大 兹，Cp会单调上升，燃
烧效率提高，在凹腔后壁燃烧加剧，后壁局部静压变

大。而当 兹增大到 90毅后，Cp反而又会有一定程度的
下降。

从上述对喷射角 兹的影响分析得出：给定当量
比，喷流的横向动量分量对主流的阻碍起决定性影

响，减小喷射角 兹即减小横向动量，所诱导的压缩波
系逐渐减弱，这也会降低激波引起总压损失；减小 兹
使近场的穿透深度减小和掺混效果变差，但对中场和

远场的穿透深度及混合特性的影响不大。

虽然壁面垂直喷射的掺混特性和燃烧效率都有

明显的提高，但这是以牺牲过大的总压为代价的，所

以在实际工程中建议采用总压损失小的带角度壁面

喷射并配合其他喷射方式。

3 结论

（1）若给定当量比，喷流动量通量一定，则增大壁

面喷射角兹会提高喷流动量的横向分量，对主流的阻
碍作用增强，喷口上游因压缩拐角效应而形成的压缩

波系不断增强，最后形成 1道很强的激波串。

（2）从喷口下游的近场、中场、远场分别考察掺混

图 18 总压恢复系数受 兹影响

图 19 喷射角 兹对凹腔的阻力系数的影响

贾 真：喷射角对超声速燃烧室掺混和燃烧的影响 67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0卷

特性，发现：近场深入主流的穿透距离随兹增大而增
加，在垂直喷射时尤为明显；中场下壁面附近质量分

数峰值和兹变化成反比，且增大兹对燃料穿透深度影
响很小；而当兹增大到 90毅时，远场的穿透深度增加较
为明显。

（3）喷射角增大将使流场的马赫数整体减小，并

且局部降为亚声速，其范围随喷射角增大而不断扩

大，向亚燃模态转换。

（4）在 兹<90毅时，增大 兹对燃烧边界影响不大，而
当 兹=90毅时，燃烧边界明显向主流中心扩展；增大 兹，
燃烧效率不断提高，主要得益于燃料和空气搀混的改

善，在小角喷射时，燃料贴近下壁面附近，搀混效率比

较低。尤其在壁面垂直喷射时，效率明显提高。由于该

方法以牺牲过大的总压为代价，所以在实际工程中，

建议采用总压损失小的带角度壁面喷射并配合其他

喷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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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尾翼干扰的喷管 -后体一体化流场数值模拟

任超奇，王 强，胡海洋，周 旭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当飞行器处于高亚声速或者是跨声速飞行状态时，其喷管 -后体部分一般都会产生相当可观的气动阻力。为研究喷

管－后体的气动特性，使用 WJ2000显式代数雷诺应力模型和 CG K-epsilon 2方程模型对几种单发带尾翼、不带尾翼的喷管－后

体模型在外流马赫数 Ma=0.9时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结果表明：尾翼的干扰是有利于减小喷管阻力的；除了无尾翼模型外，尾翼
错位布置的喷管－后体模型的总阻力是最小的，这主要是因为同位布置的尾翼本身会产生较大的压差阻力；后体形状对喷管－后

体流场也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尾翼干扰；喷管 -后体；一体化；数值模拟；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28.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 cnki.aeroengine2014.04.013

Integrated Nozzle-Afterbody Flowfield Simulation with Empennage Interference
R耘晕 Chao-qi, W粤晕郧 Qiang, H哉 Hai-yang, Zhou Xu

渊School of Jet Propulsion,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袁 China冤
Abstract: Aerodynamic drag of nozzle-after body is usually considerable large during the aircraft flight at high subsonic or transonic.

The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several nozzle-after body models for single engine fighter with or without empennage were simulated at
Flight Mach number 0.9 using WJ2000 explicit algebraic Reynolds stress model and CG K-epsilon two equation mode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empennage is beneficial to reduce the nozzle drag. Besides the model without empennage, the total drag is lowest for
the model with stagger empennage, generate higher pressure drag. In addition, the shape of the empennage is important effect on
nozzle0after body flowfield.

Key words: empennage interference; nozzle-afterbody; integrated; numerical simulation;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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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喷管 -后体设计方案不仅对飞机的质量具有重

要影响，而且对发动机的安装推力和喷管 -后体的阻

力有很大影响。一些典型的亚声速和跨声速战斗机的

后体长度只占机身总长度的 20%～25%，而后体总阻

力却占了全机的 38%～50%[1]。另外，要想实现第 4代

战斗机的超声速巡航能力，占到全机阻力近一半的后

体阻力自然是重点关注对象之一。因此，研究飞机喷

管 -后体一体化设计的必要性不言而喻。20世纪 50

年代，George.T[2]等进行了超声速后体 - 喷管的试验

研究；60~80年代中，W.C.Schnell、H.Sams、R.E.Martens

等[3-7]进行了 F-14、F-15、F-18 飞机的后体 - 喷管相

关研究；Glasgow.E.R、Bobby.L 等 [8-13]对不同工况下单

发、双发喷管 -后体的阻力和性能进行了研究分析，

积累了较多试验数据与工程经验，并运用到具体技术

设计中。近年来，在数值模拟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各类喷管内外流场与高超声速飞行器后体 -喷管一

体化的数值模拟研究已相对成熟，但对于典型喷气式

战斗机的后体 -喷管一体化设计却鲜有数值模拟的

相关研究报告。

本文通过使用自编的 WJ2000非线性湍流模型

应用程序，对有尾翼干扰的轴对称喷管 -后体流场进

行数值模拟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试验对于数据

的采集能力不足，以及难以通过观察详细流场来分析

结果的缺陷。

mailto:E-mail:choki_re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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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喷管 -后体模型及网格生成
本文采用的轴对称喷管 -后体模型，选取现代战

斗机各部分几何尺寸。在试验中，模型的不测力部分

被定义为前体，测力部分被定义为后体。模型机身的

基本尺寸数据如图 1所示，尾翼的尺寸数据见表 1。

其余数据详见文献[9]。

计算的喷管－后体模型共有 4种：（1）不加尾翼的

基本模型；（2）尾翼后置的模型；（3）尾翼前置的模型；

（4）尾翼交错布置模型。尾翼轴向位置的数据见表2。各

种计算模型的 3维图和网格如图 2~5所示。为方便绘

制网格以及控制网格数量，模型均省去了大部分前

体，主要研究的后体 -喷管部分。

2 数值模拟方法

2.1 离散格式

本文使用 N-S方程，采用 ROE格式及 3阶精度

KOREN限制器离散，隐式 LUSGS时间推进法迭代求

解，其中气体比热 Cp和比热比 酌是温度 T与各气体
质量分数 X的函数[14-15]

酌= Cp
Cv

=f（T，XO2
，XCO2

，XH2 O） （1）

气体静焓

h=
T

T0

CpdT （2）

2.2 湍流模型

使用 WJ2000显式代数雷诺应力模型描述湍流

应力与时均流场应变的关系，使用 CGK-epsilon 2方

程模型及其输运方程确定湍流时间尺度。文献[16]表

明：代数雷诺应力模型在计算激波诱导边界层分离流

和 3维边界层流动时，其精度比线性湍流模型的明显

提高。

（1）WJ2000模型雷诺应力 -应变本构方程为

（3）

-ui
' uj

'
=min（C滋f滋K

1/2 cey，滋eff）（
坠Ui坠xj

+ 坠Uj坠xi
- 2

3
divU）-Kaij

(ex)
- 2

3
K啄ij

a(ex)=(1-f1

2
) 3B2-4

max（IIs,II
S

eq
）

+f1

2茁3（赘2- 1
3

II赘l）（S2- 1
3

IIS l）+

（f1

2茁4-（1-f 1

2
） B2

2max（IIs,IIS

eq
）
）（S赘-赘S）+

f1茁6（S赘2+赘2S-II赘S- 2
3

IV I）+f1

2茁9（赘S赘2-赘2S赘）

式中：滋为动力黏度；cey为最大湍流尺度；S为网格面
积；赘为当地流体的旋转速率。

图 1 喷管 -后体模型

水平尾翼

翼型

翼根：NACA 64-005

翼梢：NACA 64-003

后掠角 44°

展弦比 2.95

根梢比 0.13

翼 展 693.4 mm

垂直尾翼

翼型

翼根：NACA 64-005

翼梢：NACA 64-003

后掠角 47.4°

根梢比 0.21

翼 高 426.7 mm

表 1 模型的尾翼尺寸数据

位置

前置

后置

垂直尾翼

1016.0

1183.6

水平尾翼

1110.0

1277.6

表 2 尾翼的轴向位置（模型的最前端为起始点 mm

图 2 尾翼后置的喷管

-后体模型

图 3 尾翼前置的喷管

-后体模型

图 4 尾翼交错布置的喷管 -后体

图 5 尾翼交错布置的喷管 -后体外壁面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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湍动能 k=ui

' uj

'
/2，模型常数 C滋=0.09，ce=2.44。

其中 Sij=
子
2
（ 坠Ui坠xj

+ 坠Uj坠xi
）- 子

3
divU，赘ij=

子
2
（ 坠Ui坠xj

-

坠Uj坠xi
），湍流时间尺度 子=max（K

3
，C子

v
着 ）

式中：ε为湍流耗散率。

（2）基于 CG K-epsilon模型输运方程为

D（籽K）
Dt =塄（（滋+滋eff/滓K）塄K）+籽（P-ε）

D（籽着）
Dt =塄（（滋+滋eff/滓ε）塄着+籽（C1ε

ε
K P-f2C2ε

ε2

K ）+E （4）

式中：籽为气体密度；滓K、C1ε、C2ε为湍流模型常数。

2.3 边界条件

本文所有的计算工况均为外流马赫数 Ma=0.9，外

流静压为 101325 Pa，静温为 300 K，喷管 NPR=3.96。

3 计算结果与分析

3.1 验证算例及分析

在尾翼交错布局与尾翼后置布局时，喷管 -后体

外壁面由 WJ2000程序与商业流体软件计算出的压

力系数与试验数据的对比分别如图 6、7所示。图中黑

色虚线框为垂尾所在轴向区域，红色虚线框为平尾所

在轴向区域。所截取的数据来自以喷管轴向为旋转

轴，周向顺时针旋转 45毅角处的外壁面截线（如图 8

所示）。从图 6、7中可见，计算出的压力分布趋势与试

验结果吻合很好，而相对于商业软件计算出的结果，

WJ2000程序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更接近；尾翼后置

布局比尾翼交错布局在 45毅外壁面截线上存在 1个

更为明显的低压区。

不同尾翼布置方案

的模型壁面压力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见，尾翼

后置与尾翼前置的模型

在垂尾与平尾的翼面上

都存在明显的低压区，且

在垂尾与平尾之间的后

体壁面上也同样有这样 1处低压区，而三者基本连成

一片。尾翼交错布置的模型，后体壁面的压力分布则

更接近于无尾翼时的情况，壁面上和尾翼上的低压区

都远不如其他 2种尾翼布置方式明显。

喷管 -后体（包括尾翼）阻力的相关数据见表 3。

从表中可见，尾翼后置布局的阻力最大，尾翼前置布

局次之，阻力最小的是尾翼交错的布局。这种差别的

产生是因为不同的尾翼布局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

壁面附近的气流速度，相应也影响到气流对壁面的黏

图 6 尾翼后置布局下外壁面周向顺时针 45毅处
计算压力与试验对比

图 7 尾翼交错布局下外壁面周向顺时针 45毅处
计算压力与试验对比

图 8 外壁面周向 45毅
截线位置

（a）尾翼后置 （b）尾翼前置

（c）尾翼交错 （d）无尾翼

图 9 不同尾翼布局下的壁面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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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力，但也可见不同尾翼布局的模型相互之间黏性力

差别不大。因此，应重点关注壁面压力和压差阻力。

不同尾翼布局下的喷管性能见表 4。从表中可

见，由于喷管处于欠膨胀状态，外流几乎不影响内流，

因此在相同落压比下喷管的推力系数几乎相同，而不

同尾翼布局的模型在阻力上的差别也在净推力系数

中反映出来，即阻力大的净推力系数小。

不包括尾翼的喷管 -后体的阻力数据见表 5，与

表 1的数据有所不同，表 5中可知虽然后置尾翼布局

的阻力最大，但前置尾翼布局的阻力却小于尾翼交错

布局的阻力。

3.2 尾翼布局对喷管 -后体流场的影响

如前所述，尾翼后置布局的喷管 -后体阻力总是

最大。从图 9中可见，“垂尾—后体—平尾”之间有连

成一片的壁面低压区，此壁面低压区中约处于压力最

低处的横截面的流场如图

10所示。从图中可见，流

场低压区非常明显，还可

见在垂尾与平尾之间的流

场区域，低压区几乎连成

一片，而相比之下，单独的

平尾翼面却无法将其表面

的低压区扩展到流场的较

远处（图 9，平尾下表面与后体之间的区域并没有像

平尾和垂尾之间的区域一样被低压区大范围影响）。

水平尾翼 1/2翼展处横截面的流场压力如图 11

所示。在一般情况下，气流流经 1个正常的上下对称的

翼型时，会在翼面的中段加速，形成 1段低压区，如图

11（a）所示，但在翼型周围正常速度的流场的影响下，

这种气流“加速减压”的形成的低压区不会扩展到离翼

面很远的地方，很快就会与周围的气流掺混到一起。

可是在尾翼同位布置情况下，垂直尾翼、水平尾

翼和后体收缩段共同构成了近似于内流的“涵道”（图

10红框所示的区域），同时也与内流的情况相似———

气流 “加速减压”的扰动几乎可以传播到整个“涵道

截面”，进而对喷管 -后体壁面压力的影响也增强了。

比较交错尾翼布局与尾翼后置布局下的平尾流场压

力（图 11（b、c））可以更明显地看到，翼型表面的低压

区比单独平尾的区域更大。并且当尾翼后置时，由于

垂尾和平尾之间的强烈影响，平尾上表面的低压区比

交错布置时还要大得多，而下表面的情况则与交错布

置时十分相似。

与尾翼后置时的情况类似，由于尾翼前置也是垂

尾与平尾同样处于同一轴向位置，相互之间的影响会

使各自的低压区得到扩展，并连成一片，进而加大对

后体壁面的压力影响。各种尾翼布局下以喷管轴向为

旋转轴，周向顺时针旋转 45毅处的后体外壁面截线压
力分布如图 12所示。

位置

后置

前置

交错

压差阻力系数

0.04381

0.03433

0.03233

黏性阻力系数

0.07454

0.07482

0.07504

阻力系数

0.11834

0.10915

0.10737

表 3 喷管 -后体阻力（包括尾翼）

位置

后置

前置

交错

推力系数

0.978917

0.978942

0.978769

净推力系数

0.835834

0.848193

0.848978

表 4 不同尾翼布局下的喷管性能

位置

后置

前置

交错

压差阻力系数

0.01764

0.00753

0.01312

黏性阻力系数

0.02877

0.02922

0.02915

阻力系数

0.04640

0.03675

0.04226

表 5 喷管 -后体阻力（不包括尾翼）

图 10 后置尾翼布局流场低

压区处的横截面流场压力

（a）单独平尾 （b）尾翼交错 （c）尾翼后置

图 11 水平尾翼 1/2翼展处横截面的流场压力

图 12 单纯后体（不包括尾翼和喷管）外壁面周

向顺时针 45毅处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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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2中可见，尾翼前置时，压力系数在尾翼安

装位置范围内（横坐标约为 0.60～0.85）也有 1处压力

低谷。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尾翼后置时，区别是尾翼后

置时压力低谷更为明显，前置时则相对较为平缓。

3.3 后体形状对喷管 -后体流场的影响

如果认为只有尾翼的干扰是产生低压区的原因，

那么尾翼前置与尾翼后置时，垂尾与平尾间形成的低

压区的强度应相差不大。这明显与之前结论不符。另

外，实际计算结果显示：当垂尾与平尾同位安装时（后

置与前置），尾翼阻力与尾翼交错布置时的尾翼阻力

相比分别相差 10.71%和 9.31%，差异并不大。显然图

12中尾翼后置模型与尾翼前置模型在壁面压力系数

上的明显差异与后体壁面自身有很大关系，也就是

说，后体自身的形状也对这一低压区有一定影响。

作为比较基准的无尾翼喷管 -后体外流场压力

与速度如图 13所示。在此状态下，外流随着外壁面的

逐渐收缩而加速膨胀，直至喷管 -后体的后段才开始

产生压缩波，进而减速增压。

尾翼前置布局下的外流场压力与速度云图则是

另外 1种现象，如图 14所示。由于受前置的平尾与垂

尾的影响，气流在二者之间的区域明显加速，压力也

明显减小，可由于此段壁面收缩非常平缓，因而流场

变化主要源自尾翼的影响。当气流流过尾翼之间的这

段低压区后，减速增压恢复正常，进而在喷管 -后体

收缩较为剧烈的地方再次重复加速膨胀 -减速压缩

的过程。但由于之前在尾翼低压区之后的减速，使得

在这段区域的这一过程已经没有气流在流经无尾翼

模型这段区域时强烈，因而这一段的压力系数在尾翼

前置的布局下甚至还高于无尾翼的布局（图 14中横

坐标约为 0.80后的区域）。

尾翼后置布局下的外流场压力与速度如图 15所

示。除尾翼之间产生的低压区外，低压区所处的位置

本身也无尾翼模型壁面附近流场明显加速膨胀的区

域，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表明，低压区压力更低（与尾

翼前置的模型相比），气流在这一区域加速膨胀更为

强烈。从图中的颜色来看气流在此处已经达到了声

速，而之后更是产生了 1道弱激波来减速压缩。所以，

结合之前的分析可知，同样是通过尾翼之间的低压区，

前置尾翼布局时后体壁面在低压区的压力系数明显高

于后置尾翼布局时后体壁面在低压区的压力系数。

对于尾翼交错的布局而言，尾翼的错位使得尾翼

之间的相互影响变小，因而垂尾与平尾各自的阻力系

数，特别是压阻系数都低于尾翼前置与后置这类尾翼

同位布局的模型。另外，尾翼交错布局下的周向 45毅
处的外流场如图 16所示。从图中可见，由于尾翼的影

响被分散，因此这种布局的纯喷管 -后体表面压力分

布趋势也最接近与无尾翼布局的（图 13）。但由于尾

（a）压力 （b）马赫数

图 13 无尾翼布局下的外流场

（a）压力 （b）马赫数

图 14 尾翼前置布局下的周向 45毅处的外流场

（a）压力 （b）马赫数

图 15 尾翼后置布局下的周向 45毅处的外流场

（a）压力 （b）马赫数
图 16 尾翼交错布局下的周向 45毅处的外流场

73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0卷

翼的干扰毕竟还存在于整个后体之上，使得其大部分

区域的压力系数低于无尾翼模型的，进而后体的阻力

也要高于无尾翼模型的。

另外，因为在尾翼前置布局时，虽然在垂尾与平

尾之间有 1处明显的低压区，并且在此区域，图 14显

示其压力系数也确实低于尾翼交错布局模型在同一

区域的，但由于此处低压区所作用的后体壁面收缩并

不明显，因而其对整个后体压差阻力的增加影响不

大，反而由于经过这一低压区的加速膨胀后气流提前

减速压缩，从而在后体收缩比较剧烈的区域气流减速

增压更加明显，使得其在这段区域的压力系数高于尾

翼交错布局时的。因此，虽然在表 3的总阻力上尾翼

前置布局要高于尾翼交错布局的（高出的部分除了来

自表 5中数据显示的喷管外壁面阻力外，还有一部分

是因为尾翼前置布局下的平尾与垂尾产生的阻力都

要高于尾翼交错布局时的尾翼阻力），不过单从不包

括尾翼的后体阻力系数来看，尾翼交错布局的阻力反

而高于尾翼前置布局的阻力。

4 结论

（1）黏性阻力虽然在喷管 -后体的总阻力当中占

有很大一部分，但对不同的尾翼布置所带来的干扰，

摩擦阻力本身的变化并不明显，阻力系数的不同主要

源于压差阻力的不同。

（2）对于各种带尾翼干扰的喷管 -后体模型，压

差阻力平均占总阻力的 33%，黏性阻力平均占总阻

力的 67%。对于总阻力系数最大的尾翼后置模型，压

差阻力占总阻力的 37%；而对于总阻力最小的尾翼

交错模型，压差阻力仅占总阻力的 30%。

（3）尾翼同位布置会产生明显的低压区，并增加

尾翼本身的阻力，但这一低压区对于单纯后体阻力的

影响还取决于低压区所在区域的后体收缩角。不同的

后体设计方案的阻力受到尾翼低压区影响的程度也

不同，低压区所在区域的后体收缩角越大，其阻力系

数受到的影响也越大。

（4）尾翼错位布置的优势在于可以将尾翼的气动

干扰分散，尾翼相互之间的影响变小，使得尾翼本身

的阻力小于尾翼同位布局的。虽然交错布置的尾翼不

存在同位布置的尾翼那样的明显低压区，但是其对于

单纯的后体阻力的影响仍取决于尾翼干扰所作用区

域的后体收缩角，不能完全认定这种布局就好于尾翼

同位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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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型涡轴发动机等压差活门建模分析

魏艳艳，王宏宇，缪万波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航空兵学院，北京 101123）

摘要：考虑某型涡轴发动机燃油流量调节器通道截面的局部能量损失，推导出流经计量油针的燃油流量方程，在此基础上详

细分析等压差活门的功用、结构组成及其工作原理，以连续方程和力平衡方程为基础，采用线性化处理方法，建立等压差活门的数

学模型。通过分析等压差活门系统结构，得到等压差活门系统的传递函数，进而对其稳定性进行分析，计算单位阶跃输入的稳态误

差。结果表明：以流量方程和力平衡方程为基础建立等压差活门数学模型的方法可行，分析出等压差活门稳定工作条件和稳态误差

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且为燃油调节器数学模型的建立以及仿真计算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燃油调节器；等压差活门；涡轴发动机；建模；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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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Modeling of Constant Pressure Difference Valve for a Turboshaft Engine
WEI Yan-yan1, WANG Hong-yu1, MIAO Wan-bo1

渊Army Aviation Institut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Beijing 101123, China冤
Abstract: Considering of local fuelline energy loss of fuelline section for a turboshaft engine fuel xegulator, the equation of fuel flow

rate flowing through metering needle was derived. The function, structure and operation principle of the constant pressure difference valve
were analyzed in detail. The model of the constant pressure difference valve was constructed base on the continuity equation and
equilibrium equation, and the linearization method. The transfer function of the constant pressure difference valve system was obtained, its
stability was analyzed, and the steady state error of step input was calculated by analyzing the system structure of the constant pressure
difference valv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deling method which is based on continuity equation and equilibrium equation is feasible, and
the stable operation condition and steady state errors are the main influence factors. The model of the constant pressure difference valve
provides the base for constructing the fuel regulator model and simulation cal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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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某型涡轴发动机主要是直九系列直升机的动力

装置。燃油系统是涡轴发动机重要的工作系统，其工

作是否正常，直接影响发动机以及直升机的可靠性和

安全性。燃油调节器作为燃油系统的核心附件，实现

发动机各种状态供油量的调节，目前航空发动机燃油

调节器数字化要求提高，建立燃油调节器的数学模型

尤为重要[1-2]。

在燃油调节器中用于对通往燃烧室的燃油流量

直接进行调节的最基本的调节器是流量调节器，其中

为了保证燃油计量油针前后压差恒定，设置有等压差

活门，等压差活门作为燃油调节器中 1个组件，是燃

油调节器数学模型的基础。

本文在分析等压差活门的结构以及工作原理的

基础上，以连续方程和力平衡方程为切入点，采用线

性化处理方法[3]，建立等压差活门的简易数学模型，并

对等压差活门系统的稳定性进行了分析，为燃油调节

器数学模型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mailto:yanyan_worldmap@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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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等压差活门

1.1 等压差活门的功用

燃油流量调节的基本

原理如图 1所示。计量油

针的左端受燃油调节器内

其他调节器控制，另一端

与节流孔板配合控制着燃

油的流通面积，进而控制

通往燃烧室的燃油流量。

根据伯努利方程，考虑计量油针与节流孔板形成

的锥形阀口，即燃油通道截面的局部能量损失[4-5]，可

计算出流经计量油针的燃油流量为

Q=C'

d A 2驻P
籽 （1）

式中：Q为通往燃烧室的燃油流量；C'

d为燃油通道的

流量系数；A 为燃油通道截面积；驻P为计量油针前后
的油压差；籽为燃油密度。

在结构一定、燃油种类确定的情况下，忽略温度

变化对燃油流量的影响，上式中燃油通道的流量系数

C'

d 和燃油密度 籽可近似为常数，则发动机的供油量
仅取决于燃油通道截面积 A 和计量油针前后的油压
差 驻P，但同时改变这 2个参数控制供油量，调节过程

将非常复杂，而如果保证计量油针前后油压差 驻P恒
定，那么供油量仅是燃油通道截面积的单值函数，可

以通过改变计量油针的位置来改变燃油通道截面积，

从而调节发动机的供油量。

等压差活门的作用就是保持计量油针前、后油压

差 驻P基本不变，对于该型发动机，等压差活门保持
计量油针前、后油压差 驻P≈0.02 MPa。

1.2 等压差活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等压差活门的结构主要由锥形活门、薄膜及弹簧

等组成，如图 2所示。

等压差活门与燃油计量装置的原理如图 3所示。

等压差活门薄膜左边控制来油的油压，即计量油针前

的燃油压力 PfrontA，A 为薄膜与燃油的接触面积；薄膜
的右边作用着设定好的弹簧力和计量油针后的燃油

压力 PbehindA，薄膜在两侧力的共同作用下控制着锥
形活门的位置，进而控制返回低压的燃油流量。

当发动机处于稳定工作状态下，燃油计量油针位

置一定，等压差活门中薄膜处于中立位置，薄膜前、后

燃油压力差与调定的弹簧力相等，即

（Pfront-Pbehind）·A=驻P·A=Ft （2）

当燃油计量油针前、后的油压差 驻P减小时，薄
膜向左弯曲，锥形活门左移，关小回油路。在来油流量

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回油量减少，因此通往计量油针

的供油量增加，使计量油针前、后压差 驻P增大，直至
薄膜回复中立位置，此时燃油计量油针前、后压力差

仍与调定的弹簧力相等。

反之，当计量油针前、后油压差 驻P增大时，调节
过程与上述相反，调节结构使 驻P减小，直至薄膜回
复中立位置，燃油计量油针前、后压力差与调定的弹

簧力相等。

2 等压差活门的数学模型及传递函数

2.1 等压差活门数学模型

从图 2中可见，设等压差活门的进油腔的燃油流

量为 Qj，通过锥形活门回到低压的燃油流量为 Qh，由

薄膜变形造成的流量变化为 Qb，燃油本身的压缩性造

成的流量变化为 Qy，锥形活门与弹簧座之间泄漏的燃

油流量为 Ql。

由连续方程可得

Qj= Qh+Qb+Qy+Ql （3）

燃油通过等压差活门中的锥形活门回油，则

Qh=CdA d
2(Ps-Pl)

籽 （4）

式中：Cd为等压差活门回油通道的流量系数；A d为等

压差活门回油通道截面积；Ps、Pl分别为经过锥形活门

前、后燃油压力，且 Ps=Pfront；籽为燃油密度。
等压差活门锥形活门回油通道截面积为

A d=仔(d-xdcos琢sin琢)xdsin琢≈仔dxdsin琢 （5）

式中：d为回油管路直径；xd为锥形活门的开度；琢为锥
形活门圆锥顶角，如图 4所示。

由于薄膜变形造成的流量变化为

Qb=A dxd

dt （6）

图 1 燃油流量调节原理

图 2 等压差活门结构 图 3 等压差活门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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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燃油压缩性造成

的流量变化为

Qy=
V
E·

dPs

dt （7）

式中：V 为等压差活门进
油腔容积；E 为燃油体积
弹性模量。

由锥形活门与弹簧座之间泄漏的燃油流量为

Ql=
仔d'h3

12滋l 驻P （8）

式中：d'为锥形活门杆直径；h为锥形活门杆与弹簧
座之间间隙距离；滋为燃油的动力黏性系数；l为锥形
活门杆与弹簧座接触面长度。

由于燃油泄漏量与泄漏缝隙的 3次方成正比，因

此在泄漏缝隙很小的情况下，Ql为小量，考虑到等压

差活门的实际结构，锥形活门杆与弹簧座之间的间隙

非常小，故 Ql可忽略不计[6-14]。

综上所述，等压差进油腔的流量方程为

Qj=Cd仔dxdsin琢 2（Ps-Pl）
籽 +A dxd

dt + V
E·

dPs

dt （9）

设等压差活门出口压力为零，即锥形活门后燃油

压力 Pl为零，对式（9）进行线性化处理，可得

△Qj=Cd仔dsin琢 2Ps0

籽 ·驻xds+A d驻xd

dt + V
E·

d驻Ps

dt + 1
2

Cd仔dxd0sin琢 2
籽Ps0
·驻P （10）

式中：Ps0为稳定工作状态流经锥形活门前燃油压力；

xd0为稳定工作状态锥形活门的开度。

对式（10）进行拉普拉斯变换可得

Qj（s）=（As+B1）Xd（s）+ V
E s+B2 Ps（s） （11）

其中

B1=Cd仔dsin琢 2Ps0

籽 ；B2=
12 Cd仔dxd0sin琢 2

籽Ps0

式（11）描述了进入等压差活门的燃油流量 Qj 与

计量油针前燃油压力 Ps，锥形活门的位移 xd之间的

关系。

以等压差活门中的薄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受力

情况，可得力平衡方程为

PsA-PbelindA=m d2xd

dt2 +K（xd+x0） （12）

式中：m为活门、薄膜及弹簧的等效质量；K 为弹簧的
弹性系数；x0为等压差活门弹簧的预设压缩量。

对式（12）进行线性化处理，可得

驻PsA-驻PbehindA=m d2驻xd

dt2 +K驻xd （13）

对式（13）进行拉普拉斯变换，可得

Ps（s）A-Pbehind（s）A=（ms2+K）Xd（s） （14）

式（14）描述了等压差活门薄膜前、后压强，即计

量油针前、后压强与锥形活门位移之间的关系。

2.2 等压差活门系统结构图及传递函数

设等压差活门进油腔燃油流量 Qj为输入量，计

量油针前、后的燃油压力 Ps、Pbehind分别为输出量和干

扰量，综合式（11）、（14），可得等压差活门系统结构，

如图 5所示。

若薄膜后燃油压力没有变化，以薄膜前燃油压力

Ps（s）为输出量，等压差活门的进油量 Qj（s）为输入
量，则传递函数为

GQ（s）=Ps（s）/Qj（s）=（EMs2+EK）/B3 （15）

其中

B3=mVs3+mB2Es2（A 2E+KV）s+AEB1+KB2E
若流入等压差活门的燃油流量没有变化，以薄膜

前燃油压力 Ps（s）为输出量，薄膜后燃油压力 Pbehind（s）

为输入量，则传递函数为

Gp（s）=Ps（s）/Pbehind（s）=（EA 2s+EAB1）/B3 （16）

3 等压差活门系统稳定性分析

3.1 稳定性分析

当进油量 Qj（s）为输入量，薄膜前燃油压力 Ps（s）
为输出量，由式（15）可得系统的特征方程为

D（s）=mVs3+mB2Es2+（A 2E+KV）s+AEB1+KB2E=

a0s3+a1s2+a2s+a3 （17）

根据劳斯稳定判据，若 a0、a1、a2、a3均大于零，且

a1a2-a0a3>0，则等压差活门的工作稳定[15]。将已知物理

量带入可得等压差活门稳定工作条件为

AEB2-B1V>0 （18）

当薄膜前、后燃油压力 Ps（s）、Pbehind（s）分别为输
出量、输入量时，由式（16）可知传递函数的特征方程

图 4 锥形活门

图 5 等压差活门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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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式（17）相同，故分析结论同上。

3.2 稳态误差

根据拉普拉斯变换的终值定理，可得稳态误差为

ess=lim
t邝∞ e（t）=lim

s邛0
sE（s）=lim

s邛0

sR（s）
1+G0（s） （19）

式中：G0（s）为等压差活门系统开环传递函数。
对于单位阶跃输入，当 Pbehind（s）=0 时，系统稳态

误差为

essQ=
1

1+GQ0（0）
= KB2

KB2+AB1
（20）

对于单位阶跃输入，当 Qj（s）=0 时，系统稳态误

差为

essQ=
1

1+GP0（0）
= AKB2

KB2+AB1
（21）

4 结束语

本文主要对某型涡轴发动机燃油调节器中的等

压差活门的功用、组成及工作原理进行详细论述，建

立了等压差活门的数学模型，通过数学模型对等压差

活门系统的稳定性进行分析，计算了单位阶跃输入时

的稳态误差，证明了以流量方程和受力平衡方程为基

础，采用线性化的处理方法建立等压差活门的数学模

型的可行性，在燃油调节器中类似的元件均可采用该

方法建立数学模型，为各型涡轴发动机燃油调节器模

型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在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中，可对燃调中的其他液压

结构进行数学建模，并通过调研获取相关结构及燃油

参数，进行仿真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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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涡轮叶片叶尖裂纹激光焊修复研究

徐 健 1，于 萍 2，常 敏 2，常智勇 1

（1.海军驻沈阳地区发动机专业军事代表室,沈阳 110043；2.中航工业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沈阳 110043）

摘要：在修理某发动机时，发现很多高压涡轮叶片叶尖出现超出使用技术条件规定的裂纹，导致大量叶片报废，分析认为裂纹

的产生是“钉扎效应”的结果，而且是先腐蚀后开裂的。为修复这些高压涡轮叶片，缩短发动机修理周期、降低修理成本，采用高钨、

锰含量的镍基超合金作为补焊材料，同时采用固体激光脉冲焊接的工艺方法对产生叶尖裂纹的高压涡轮叶片进行了修复。修复后

的高压涡轮叶片经去除应力、热处理等工序步骤后，通过了热冲击试验、整机试车考核和装机使用，说明采用该种修理工艺修复的

高压涡轮叶片可以满足装机使用要求。

关键词：高压涡轮叶片；叶尖裂纹；激光焊接；航空发动机；修复

中图分类号：V23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4.04.015

Study on An Aeroengine High Pressure Turbine Blade Tip Cracks Repairing
by Laser Welding Technology

XU Jian1, YU Ping2, CHANG Min2, CHANG Zhiyong1

渊1.Naval Consumer 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Engine in Shenyang, Shenyang 110043, China;
2. AVIC Shenyang Liming Aero-Engine(Group) Co.袁 LTD, Shenyang 110043, China冤

Abstract: A lot of cracks occurred in high pressure turbine blade tip during the repair of engine. The cracks are beyond the limit
technical conditions, and lead to a large number of blade scrap.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racks are the results of "pinning effect", and
corroded first and then crazed. In order to reduce the repair cycle and cost, the repair of high pressure turbine tip cracks are completed by
solid state laser pulse welding process using nickel bossed superalloy with high content of Tungsten, and Manganese as weld material. After
removing the stress and heat treatment, the high pressure turbine blade repaired were demonstrated by thermal shock test, engine test and
actual flight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pair technique can meet the operation requ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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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某型航空发动机高压涡轮工作叶片叶尖裂纹现

象比较严重，这些裂纹沿叶片高度方向呈线性分布,

且会随工作时间的延长而增多。这一类型叶片内部多

为空心气冷迷宫状型腔结构[1]，叶尖有冷气孔，叶尖几

何形状为空心逗号型，壁厚为 0.9～2.0 mm。相关标准

和使用维护规程中都有明确规定，如俄罗斯的技术标

准中规定：高压涡轮工作叶片叶尖上的裂纹长度大于

2.5 mm，间距小于 3 mm，裂纹总数多于 5条的叶片不

得使用[2]。据俄罗斯相关专家介绍和资料记载，俄罗斯

尚无该种材料叶片的修理方法，欧美等国家对涡轮工

作叶片的修理工艺也只是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3]。因

此，该类裂纹不仅影响了发动机的修复进度，也增加

了修理费用。

本文为解决高压涡轮工作叶片叶尖裂纹问题，提

升中国修理技术能力和工艺水平，开展了叶尖裂纹激

光焊接修复技术研究。

1 裂纹产生的原因分析

某型发动机的高压涡轮工作叶片采用双腔冷却

结构，在叶片中部通道的叶尖盖板上开通孔以及在尾

mailto:E-mail:165152299@qq.com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0卷

缘处开缝隙的结构设计，具有一定抵抗灰尘污染的能

力，能防止叶身内灰尘堆积，也提高了叶片顶端盖板

的冷却效果[4]。在工作时，在离心力与气动力的作用

下，产生拉伸应力和弯曲应力[5]。在高速燃气流的作用

下，叶片受到振动应力，而叶片各处温度分布不同，又

形成了温差应力；叶片表面的温度还因发动机起动或

停车而急剧变化，使叶片承受热疲劳；而燃气中的杂

质，又使叶片发生腐蚀[6-7]。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高压涡轮工作叶片成为发动机中工作条件最恶劣的

零件之一[8-9]，也使得该叶片的叶尖长时间工作后出现

裂纹。

1.1 叶片叶尖裂纹的状态及统计
选取了该发动机 15片因叶尖裂纹而报废的高压

涡轮工作叶片进行激光修复研究。在修复前借助着色

显示和放大镜对裂纹进行观察和记录，其结果见表 1。

从表 1中可见，叶盆裂纹数明显多于叶背的，编号

4162的叶片裂纹有 8条为最多，主要集中在曲率半径

最大处，裂纹最长的为 4.5 mm，最短的为 0.3 mm。

1.2 叶片叶尖平面形貌
将编号为 4162的叶片整体放入扫描电镜观察，

明显可见在叶尖端面有

明暗相间的磨损条带存

在，如图 1 所示，对明暗

条带进行能谱分析，发现

有氯、氧、碳元素存在，表

明叶尖遭受了复杂的热

腐蚀过程[10]。

1.3 叶片叶尖裂纹形态
裂纹编号、分布及直线长度如图 2所示。取编号

为 1212的叶片进行解剖分析，可见在叶尖叶盆侧有

1条裂纹，而在叶背侧有 3条裂纹，为了确定在大裂

纹周围是否还有小裂纹存在，用线切割方法将叶片按

图 2（a）所示部位切下，制成金相试样，在 100倍金相

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在不到 5 mm的范围内有多达 8

条裂纹存在，最长的裂纹直线距离约为 3 mm，最短的

裂纹约为 60 滋m，裂纹间距为 250～1500 滋m不等。

最长的裂纹出现了 2次向上分叉。

用扫描电镜对裂纹进行观察发现，无论是小裂纹

还是大裂纹的扩展路径都很平直，且无分叉，如图 3

所示。裂纹的断口比较光滑，有明显的穿晶发展的特

征，裂纹超过一定限度，氧化和塑性变形累积损伤很

大时，裂纹就会出现分叉，如图 4所示。在裂纹内部存

在腐蚀产物，如图 5所示。

综上所述，高压涡轮

工作叶片叶尖裂纹有如

下特点：

（1）叶盆裂纹明显多

于叶背裂纹。

（2）裂纹多发生曲率

半径最大处。

（3）裂纹有长有短，长裂纹旁边有短裂纹存在。

（4）长裂纹分叉，短裂纹不分叉。

（5）裂纹起始端平直。

（6）裂纹内有腐蚀产物存在。

1.4 叶片叶尖裂纹形成与发展特性
首先，对图 2中的叶片切片试样抛光在金相显微

镜下观察时发现，试样表面在没有用任何侵蚀剂侵蚀

的情况下，就明显看到晶界，表明叶片尖部发生内氧

化。其次，用扫描电镜和能谱对裂纹进行分析，观察到

叶尖端部有大量腐蚀坑存在，在裂纹起始端有明显的

腐蚀坑，如图 6所示。经能谱分析裂纹内的腐蚀产物

主要为碳化物和氧化物。将小裂纹放大观察，发现在

腐蚀层中央有裂纹，裂纹在腐蚀层内扩展，但裂纹尖

裂纹部位

叶盆裂纹数

叶背裂纹数

8179

2

1

2014

5

1

7154

4

1

8795

4

0

9798

4

3

4162

6

2

948

3

2

4374

2

1

裂纹部位

叶盆裂纹数

叶背裂纹数

8588

4

2

1212

1

3

4350

5

1

8043

6

1

2149

2

1

8391

6

1

4914

3

3

表 1 裂纹部位和编号数目统计

图 1 叶尖端面磨损形态

（裂纹 8）

图 3 平直无分叉大裂纹

图 4 有 2个分叉的主裂纹

低倍形貌

图 5 裂纹内部腐蚀产物

图 2 叶片切片部位及裂纹分布

（a） （b）

250 1500 700 300 55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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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没有穿过腐蚀层，表明裂纹是先腐蚀后开裂。

在裂纹扩展过程中，热循环导致材料和裂纹表面

不断腐蚀氧化，有时材料会出现大块腐蚀氧化脱落现

象，裂纹增宽。能谱分析结果表明，裂纹中部仍然以氧

化物和碳化物为主，出现了很多三氧化二铝块。

在热循环过程中，虽然破坏材料主要以穿晶为

主，但有时因局部严重晶界内氧化而出现沿晶开

裂，如图 7所示，裂纹分叉多发生在 酌-酌'共晶处，腐

蚀沿晶界择优进行，裂纹主要沿晶界扩展，但也有

裂纹穿过晶粒和氧化裂纹相连接而扩展。与应力垂

直的裂纹尖端没有腐蚀产物，裂纹是先开裂后腐

蚀，而不与应力垂直的裂纹尖端有腐蚀产物，是先

腐蚀后开裂。

综上所述，高压涡轮工作叶片叶尖裂纹形成与发

展是环境和热应力复合作用的结果[11]。叶片表层材料

发生衰变和形成局部腐蚀坑，这些腐蚀坑在热循环过

程中起缺口效应，容易造成微裂纹，是潜在的裂纹源。

裂纹出现后，形成了燃气内侵蚀通道，有氧化物和碳

化物等腐蚀产物，这些氧化物和碳化物像钉子一样深

入到金属内部，形成“钉扎效应”[12]。在循环应变下，裂

纹内淤塞的腐蚀产物起着楔子的作用，在裂纹尖端处

造成附加应力，促进裂纹扩展；在裂纹扩展过程中，热

腐蚀导致裂纹面氧化增宽；材料晶界腐蚀为分叉裂纹

提供核心，并在热应力作用下扩展。主裂纹的扩展是

先开裂后腐蚀，分叉裂纹的扩展是先腐蚀后开裂。

2 激光焊接修复方案的原则

（1）由于叶片叶尖存在氧化腐蚀、组织衰变，要彻

底清除裂纹，要先清除腐蚀层和组织衰变层，但又不

能使基材损伤过大，因此开口大小要合适。

（2）补焊材料要与基体材料有良好的相容性，热

膨胀系数相近，补焊材料具备良好的高温力学性能和

热疲劳性能。

（3）材料热敏感性高，补焊区域小，因而选用热输

入小的钕:钇铝石榴石固体激光器作为补焊热源。

（4）叶片裂纹补焊属 3维立体空间补焊，而材料

热敏感性很高，在激光补焊时需要在整个补焊区预置

一定厚度的涂层将基体有效保护起来。

（5）为实现 3维空间立体补焊，拟采用优化积分

焊路径。

（6）氩气全方位保护以便实现激光粉末无污染冶

金过程。

（7）考虑到叶尖容易腐蚀成为裂纹源，拟施加防

氧化涂层，提高叶尖抗氧化、热腐蚀的能力。

（8）激光凝固组织是非平衡胞枝晶组织，组织不

稳定，需要在修复后进行组织稳定化处理。[13]

3 补焊材料的选择

3.1 叶片的基体材料
对叶片基体材料进行理化分析，见表 2。

3.2 叶片基体材料的激光焊接性试验
将试验片进行表面清理、除油、干燥，采用钕：钇

铝石榴石固体脉冲激光加工机用不同的工艺进行激

光熔凝试验。叶片材料的焊接性非常差，即使采用热

作用非常小的固体脉冲激

光焊机进行加工，仍然无

法避免裂纹的产生，所以

对这样的材料进行补焊非

常困难，只要激光直接作

用在基材上，材料就会产

生裂纹，如图 8所示。

3.3 补焊材料的选取与热疲劳性能试验
选取镍基高温合金作为补焊材料，为检验镍基

高温合金粉末材料的抗热疲劳性能，进行了热疲劳

试验。将对应粉末的补焊区抛光，金相检查无裂纹

后用实验室自制的热疲劳试验机进行试验。试验条

件为：20℃±5℃（5 s）葑900℃±10℃（55 s）。每 5

个循环，取下试样用 10 倍放大镜观察，共发现了 30

条裂纹。

4 补焊试验过程

4.1 清除裂纹工艺过程
首先对需要修复的叶片叶尖进行着色，显示裂

纹，然后基于既要易于激光焊又要使基材损伤最小还
能彻底清除裂纹的原则，根据裂纹是单直裂纹、密集

图 6 裂纹起始端的腐蚀坑 图 7 分叉裂纹尖端氧化开裂

碳

0.13～0.20

铬

8.0～9.5

镍

少量

钴

9.0～10.5

锰

1.2～2.4

钨

9.5～11.0

铝

5.1～6.0

钛

2.0～2.9

铌

0.8～1.2

表 2 叶片基体材料化学成分

注：线膨胀系数为 14.21×10-6/℃。

图 8 激光熔凝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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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裂纹、单拐裂纹、过坎裂纹还是非过坎裂纹等具体
情况，用机械打磨，然后采用着色跟踪法清除裂纹。
2014号叶片的叶背单条裂纹及对应位置打磨开口情
况如图 9所示。

4.2 补焊区保护层预置
首先，将叶片叶尖浸入有机溶剂用超声波清洗

40 min；然后，用镍基高温合金用微弧火花在整个补
焊区预置约 200 滋m的涂层，使激光可能达到的作用
区被完全保护起来。
4.3 激光幅照

采用钕：钇铝石榴石固体脉冲激光加工机在氩气
全方位保护下进行激光显微焊。填焊时为防止焊料堵
塞气孔，补焊区要留有足够的打磨余量。
4.4 焊后打磨
激光幅照完成后，用机械方法对补焊区进行随型

打磨。
4.5 超声冲击及荧光检查
用超声冲击去除激光补焊区应力，然后进行荧光

检查。
4.6 焊后热处理

对叶片进行焊后恢复性能热处理，工作 500 h的
叶片热处理制度为：1100℃真空处理 2 h；工作 1000 h
的叶片热处理制度为：1230 ℃真空处理 10 h。

5 补焊后的金相组织检查

对补焊后叶片叶尖的金相检查结果表明，补焊区

与基体材料为冶金结合，界面无裂纹、无缺陷，补焊区

组织为细小的胞枝晶组织，如图 10所示。

6 热冲击试验考核

为考核采用激光熔焊修复叶尖裂纹叶片的抗冷
热冲击能力，对焊修后的叶片进行了等效 1000次冷、
热疲劳循环的热冲击试验，循环载荷曲线如图 11所
示。从试验结果可知，高压涡轮工作叶片在很小的循
环次数下就已经出现初始裂纹，但裂纹扩展速度相对
比较缓慢，到 1000次循环，叶尖裂纹长度没有超过
1.8 mm。从裂纹形貌上看，属于热疲劳裂纹。裂纹的数
量和长度，都是符合相关标准和使用维护规程的规
定。热冲击试验后荧光检查叶尖补焊区未发现裂纹，
对经过热冲击处理的叶片进行了解剖，制成金相试样
后检查，叶盆补焊区没有裂纹。用扫描电镜对叶背的
激光补焊区分析时发现：补焊区两侧边缘处各有长约
为 0.6 mm的小裂纹存在，补焊区为正常的热处理组
织，没有龟裂，补焊区与基体界面结合良好。

对经过热冲击的叶片进行解剖，制成金相试样

后通过草酸电解使叶盆和叶背的激光补焊区完全

显现，叶盆补焊区未发现裂纹。用扫描电镜对叶背

的激光补焊区检查，发现补焊区两侧边缘耳处各有

长约 0.6 mm的小裂纹存

在，如图 12 所示，补焊区

为正常的热处理组织，没

有龟裂，补焊区与基体界

面结合良好。

7 整机试车考核

从修复的 15 片叶片中随机抽取 5 片，参加了

4 h33 min的整机试车。试车后对 5片叶片进行荧光

检查，在激光焊修区未发现裂纹。

再从 5片叶片中随机抽取 2片，参加了 368 h46 min

的整机试车。试车后检查发现 2片叶片的叶盆和叶背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裂纹，但裂纹的数量和长度均符合

技术要求的规定。为了解试车后叶片材料组织变化情
况，对 1片叶片叶背的裂纹补焊区进行金相检查，发
现补焊区有少量的铬、锰、钨的粒状相析出，补焊区和
基体之间存在明显的扩散层，这是补焊材料和基体材
料长期相互作用相互扩散的结果[14]，但界面仍为牢固
的冶金结合。

图 9 2014号叶片单条裂纹及对应开口情况

图 11 循环载荷曲线

tg/℃

200

1100

19

1100

S

113331 11

31 11

降温降温降温降温 喷水
冷却

降温加温

图 10 镍基高温合金补焊组织

（圆弧内区域）

图 12 叶背补焊区宏观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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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采用该方法修复了 71片高压涡轮工作叶
片，并在发动机上累计工作了约 2300 h，未发现问题。

8 结论

对于高压涡轮工作叶片产生的叶尖裂纹，选用高

钨、锰含量的镍基超合金作为补焊材料和采用固体激

光脉冲焊工艺方法进行修复。修复后的高压涡轮叶片

经去除应力、热处理后，再通过热冲击试验、整机试车

考核和装机使用等试验可得出以下结论：
（1）高压涡轮工作叶片叶尖裂纹的形成与发展是

环境和热应力复合作用的结果，材料表面的组织衰变

层和腐蚀坑是潜在的裂纹源。

（2）先采用着色方法显示裂纹所处位置，再采用

显微打磨复合工艺方法可彻底清除原位裂纹，对叶片
基体无损伤。

（3）采用与基体材料热膨胀系数相当的镍基高温

合金作为补焊材料和采用固体激光脉冲焊工艺方法
可以实现 3维立体不规则空间的显微焊补，形成与基

体相容、与空间界面冶金结合的优质补焊区。

参考文献：

[1] 王如根. 航空发动机新技术 [M]. 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

2003：46-47.

WANG Rugen. New technologies of aeroengine [M]. Beijing：

Aviation Industry Press，2003:46-47. (in Chinese)

[2] 孙护国，霍武军. 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检测技术[J]. 航空

发动机，2002（1）：23-25.

SUN Huguo, HUO Wujun. Detecting techniques of aeroengine

turbine blade[J]. Aeroengine，2002（1）：23-25. (in Chinese)

[3] 张颖辉. CFM56-5B发动机修后过早出现燃烧室和一级低

压涡轮导向器损伤分析 [J]. 航空维修与工程，2012（1）:

43-45.

ZHANG Yinghui. Analysis of the premature damage of

CFM-56-5B combustor and stage I LPT nozzles after re-

pair/overhaul [J]. Aviation Maintenance & Engineering，2012

（1）：43-45. (in Chinese)

[4] 王自力. 航空可靠性系统工程[M].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0：73-75.

WANG Zili. Aeronautical reliability system engineering [M].

Beijing：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2010：73-75. (in

Chinese)

[5] 岳承熙. 航空涡喷、涡扇发动机设计准则（研究报告）[R]. 北

京：中航工业总公司发动机系统工程局，1997：13-14.

YUE Chengxi. Designing principle of turbojet & turbofan aero-

engine [R]. Beijing：AVIC Engine System Engineering Bureau，

1997：13-14. (in Chinese)

[6] 苏清友. 航空涡喷、涡扇发动机主要零部件定寿指南[M]. 北

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04：6-7.

SU Qingyou. Manual for life determination of main parts of

Turbojet & turbofan aeroengine [M]. Beijing：Aviation Industry

Press，2004：6-7. (in Chinese)

[7] 蒋一鹤，葛治美. 大气环境和噪声是发动机结构设计重要准

则之———兼谈 MIL-STD-1783《发动机结构完整性大纲》[J].

航空发动机，1996（1）：1-8.

JIANG Yihe，GE Zhimei.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and struc-

tural design of the engine nois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riteria:

MIL-STD-1783 ‘engine structural integrity program’[J].

Aeroengine，1996（1）：1-8. (in Chinese)

[8] 李伟，夏爱国，何竣. 发动机研制中可靠性工作的总体思路

和方法研究[J]. 航空工程进展，2012（1）：87-91.

LI Wei, XIA Aiguo, HE Jun. The overall reliability of research

ideas and methods developed in the work of the engine[J]. Ad-

vances in Aeronautic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2012（1）

87-91. (in Chinese)

[9] 中国航空材料手册编辑委员会. 中国航空材料手册 [M]. 北

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2：53-54.

Aeronautical Materials Handbook of China Editorial Board Ed-

it. Aeronautical materials handbook of China[M]. Beijing：China

Standard Press，2002：53-54. (in Chinese)

[10] 谢济洲. 低循环疲劳手册[M].北京：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

1992：127-129.

XIE Jizhou. Low cycle fatigue manual [M]. Beijing：Beijing

Aeronautical Materials Institute，1992：127-129. (in Chinese)

[11] 宋迎东，高德平. 定向凝固合金涡轮叶片的低周疲劳寿命

研究[J]. 机械工程材料，2002（7）：1-3.

SONG Yingdong, GAO Deping. Low cycle fatigue life re-

search of turbine blade in directionally solidification alloy[J].

Materials for Mechanical Engineering，2002（7）：1-3. (in Chi-

nese)

[12] 杨振朝，孙广标，张安洲. 航空燃气涡轮叶片造型技术研究

[J]. 机床与液压，2006（7）：102-104.

YANG Zhenchao，SUN Guangbiao，ZHANG Anzhou. Research

on modeling technologies of aviation gas turbine blades [J]. Ma-

chine Tool & Hydraulics，2006（7）:102-104. (in Chinese)

[13] 方昌德. 美国航空推进系统关键技术 [J]. 燃气涡轮试验与

研究，2001（3）：1-6.

FANG Changde. Key technologies of American aviation

propulsion system [J]. Gasturbine Experiment and Research，

2001（3）：1-6. (in Chinese)

[14] 胡壮麒，刘丽荣，金涛，等. 镍基单晶高温合金的发展[J]. 航

空发动机，2005（3）：1-7.

HU Zhuangqi，LIU Lirong，JIN Tao. Development of nickel

base single crystal superalloy [J]. Aeroengine，2005（3）：1-7.

(in Chinese)

83



5代机第 2动力系统的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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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 5代机的性能特征，分析了其对第 2动力系统的能力需求。通过深入研究第 2动力系统发展历程，以及对美国 F-22

和 F-35等先进战斗机典型第 2动力系统功能综合集成和能量综合利用等发展规律并进行总结，分析预测未来 5代机第 2动力系

统将沿着以“动力热管理系统”和“涡电综合能源系统”为代表的 2个方向发展，并对未来中国第 2动力系统提出了发展思路和措施

建议，规划了其发展路线图。

关键词：5代机；第 2动力系统；动力热管理系统；涡电综合能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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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fifth generation fighters characteristics, the demand of the second power system was analyzed. By analyzing

the second power system爷s development, and aualysing the function and energy integration utilization of F-22爷s and F-35爷s typical second
power system,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power therm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turbine generator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for the second
power system in fifth generation fighters were predicted and analyzed. The ideas, measures, suggestion and roadmap of development for the
Chinese Fighter engine second power system in the future were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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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今世界谁拥有先进战斗机，谁就掌握了航空武

器装备的顶尖技术。继 4代机之后，为了扩展传统飞

行包线和打击任务范围，使国家利益向临近空间和外

层空间拓展，保持空中、空间优势，对潜在对手构成有

效威慑与遏制，世界各军事强国纷纷开展 5代机探索

研究，连日本、印度等稍欠火候的航空国家也都大张

旗鼓买票入场，力图加入“5代机俱乐部”，主要表现

在：美国多年一贯奉行装备和技术都领先对手 1代的

指导思想，为了继续保持空中领先优势，并弥补

F-22、F-35等 4代机的产量与 F-15、F-16等主力战

机每年到寿报废量之间的差距，从 2007年开始对 5

代机展开需求研究，并先后推出 F/A-XX和 SM-36

等 5代机方案；俄罗斯力图东山再起，缩短与美国的

技术差距，积极投身 5代机的研究探索；日本计划自

主研发，摆脱对美国的技术依赖，2010 年发布《未来

战斗机研究与发展趋势展望》，提出了智能化、信息化

和瞬间杀伤的 5代机发展概念；印度梦想向“军事大

国”行列迈进，热衷不惜以各种方式和手段拥有最先

进的装备和技术，2011年着手开展 5代机研发[1-2]。随

着各国对 5代机的“追捧”，催生了航电和武器系统飞

速发展，飞机各种负载设备对能源需求越来越大，导

致 5代机对第 2动力系统功能需求越来越多：一方面

要求具备较好的高原部署作战、快速准备出动和自主

后勤保障能力；另一方面要求能够为机载武器、通讯

导航和电子对抗等任务载荷提供足够的能量；同时还

mailto:gambittzf@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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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能够拓展空中起动包线，并在临近空间正常工

作。为此，原有结构和功能单一的传统第 2动力系统

已难以满足 5代机需求，新一代结构高度优化、功能

综合集成、能量综合利用的先进第 2动力系统应运而

生[3-4]。

中国第 2动力系统研究在辅助动力、应急动力、

发动机起动和环控等专业建立了相应的试验、测试和

生产设施，形成了较完整的研制体系，在仿真分析技

术上也具备了相应的硬件和软件条件，并积累了大量

的工程研制经验，初步具备了一定的研制能力，但对

功能综合集成的第 2动力系统研究才刚刚起步，对能

量综合利用的第 2动力系统研究尚未全面展开。

本文从作战使用需求出发，在以往相关研究基础

上，结合国外发展规律，提出了国内第 2动力系统发

展思路，对推动技术进步，缩小与国外差距具有一定

参考价值。

1 5代机对第 2动力系统能力需求预测

自海湾战争以来，军用特种飞机，如预警机、电子

侦察机、海洋巡逻机、电子干扰机、空中加油机和空中

指挥机等倍受各国军界青睐，对电源、气源、液压源的

需求不断攀升；而先进战斗机、远程轰炸机、高性能无

人机、高超声速飞行器等高端武器的飞速发展，其对

电力能源的需求既非机载电源系统所能供给，也不是

换装大功率发电机所能胜任。

特别是 5代机，要对 4代及 4代以前的作战飞机

形成作战优势，需要在飞行包线、航程、机动性、隐身

特性、武器效能、网络智能化等方面具有部分或绝对

优势，从而要求具有更全面的隐身能力、更广阔的作

战范围、更强大的态势感知能力和更出色的机载武器

等典型能力特征。

正是由于 5代机作战范围扩展，并可能装备包括

高能微波脉冲武器或激光武器在内的定向能武器，使

得对第 2动力系统功能和性能需求更加苛刻，传统的

第 2动力系统已无法满足需求，迫切需要优化结构、

减轻质量、提高性能和可靠性、降低成本，向着结构高

度集成化、能量高度综合化方向发展，主要需求可以

归纳如下。

1.1 起动需求

满足高推重比（或功重比）发动机快速起动需

求，能够扩展发动机空中起动包线，缩短起动时间，

从而改善发动机空中起动性能，提高飞行安全和生

存能力。

1.2 自主保障需求

满足飞机自主保障能力需求，能够不依赖地面支

援设备完成地面维护和起动发动机，以及在较长时间

内提供辅助功率；能够在地面发动机不工作时向飞机

电源、空调等系统提供能源，完成飞机地面维护检测

等任务，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降低全寿命周期费用。

1.3 能源需求

满足飞机电源、空调、航电、武器等系统耗能增大

的需求，能够在所有飞行条件下不间断的向飞行控制

系统提供电能和液压能，使飞机在空中当主液压系统

和（或）主电源系统失效后几秒钟内，可以立即提供应

急液压动力和（或）应急电能；能够满足飞机控制综

合、功能综合、物理综合、能量综合的需求，提高能源

利用率，实现能量再生。

2 第 2动力系统发展历程

第 2动力系统（Second Power System，SPS），是指

独立于主发动机，为机载设备提供辅助及应急功率并

能起动主发动机的整套装置，已成为现代战斗机必不

可少的安全保障，能够生成、变换和传送飞机机电系

统所需能源，对提高飞机高机动作战环境下的生存

力、实现自主保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第 2动力系统就已在战斗机上得到了

普遍应用，其技术发展历程如图 1所示。

2.1 第 1代，单组元第 2动力系统

第 1代第 2动力系统是单纯的发动机起动系统，

以美国 F-100、F-4，前苏联米格 -21、米格 -23 等战

斗机为代表，主要用于地面和空中起动发动机。最初

使用火药、电起动机等直接起动发动机；后来发展了

燃气涡轮起动机（简称 GTS），具有起动发动机和短时

图 1 第 2动力系统发展历程

技术发
展脉络

单纯的发动机起
动系统

由分立的第二动力
装轩驱动的系统

由分立的第二动力
装轩驱动的系统

火药、电
起动机

燃气涡轮
起动机

机械驱动
结构布局

气压驱动
结构布局

气压驱动
结构布局

电驱动结
构布局

国外 50年代
F-100

60年代
F-4

70年代
F-15
F16

80年代
F-18

2000年
F-35

90年代
F-22

核心产品
的发展

GTS APU+EPU

SIPU
计划

IPU T/EMM（PT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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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提供应急功率 2 种功能。其特点是单组元结

构，质量较轻，结构简单，但空中辅助起动和应急能

力有限。

2.2 第 2代，双组元第 2动力系统

第 2代第 2动力系统是分立的第 2动力系统，以

美国 F-15、F-16、F-18等战斗机为代表。随着辅助动

力装置（简称 APU）和应急动力装置（简称 EPU）技术

的发展，利用系统综合化技术将二者功能结合起来，

采用机械驱动或气压驱动，构成独立的第 2动力系

统，除起动发动机外，同时具备在地面和空中有限高

度提供辅助动力，在全飞行包线提供应急动力的能

力。其特点是由 APU和 EPU双组元结构构成，实现

功能综合，但结构复杂，质量较大。

2.3 第 3代，集成的第 2动力系统

第 3代第 2动力系统是集成的组合动力系统，以

美国 F-22、F-35等战斗机为代表。由于第 2代第 2

动力系统为了将 APU和 EPU功能综合，采用了 2套

独立的涡轮动力装置及发电机、液压泵负载，结构复

杂，体积和质量都较大，因此第 3代第 2动力系统在

保持并拓展系统功能的基础上，在结构上大大简化。

2.3.1 实现了物理综合

按照美国 Kevin等人提出的尽可能简化结构、节

省空间的设计思想[5]，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进行研

究，对 APU和 EPU的 2套涡轮系统结构进行简化，

采取组合动力装置（简称 IPU），以 APU和 EPU齿轮

箱共用的结构方式进行集成，从而减少 1套发电机和

液压泵负载，使结构大大简化，此方案已在 F-22 飞

机上取得成功应用。

2.3.2 实现了能量综合

未来先进战斗机，复杂程度逐渐提高，热负荷不

断增加，引发保障性和热管理问题成为关注焦点。美

国 Clifford J. Landreth 等人通过对 F/A-18 等飞机进

行评估，对辅助动力装置提出了优化结构、提高可靠

性等要求[6]；美国空军实验室 Philip M等人通过对辅

助动力装置热排气进行计算分析，提出了对能量进行

综合控制等需求[7]。针对上述问题，随着多电技术的飞

速发展和组合动力技术的日趋成熟，国外通过大量研

究探索，提出将辅助动力系统与机电其他子系统进行

综合，以满足飞机提高隐身、能效、有效载荷、可靠性、

维护性等需求，具体方案即采用综合技术把辅助动

力、应急动力、液压、座舱、电子设备环境控制以及热

管理等各自独立的系统功能合并到 1个整体系统中，

在共用齿轮箱组合动力装置基础上进一步集成，将原

EPU燃烧室和 APU燃烧室集成为双模态燃烧室，原

EPU涡轮和 APU涡轮共用，从而大大优化系统结构，

由此诞生了以热管理型组合动力装置为核心的机电

系统综合热能量管理的概念，使第 2动力系统设计技

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热管理型组合动力装置的基本

功能是进行环境控制和发电，在飞行包线的不同阶段

采取不同的工作模式，在各种工作模式下除实现基本

功能之外，还分别具备起动发动机、提供辅助动力、提

供应急动力和燃油冷却等功能，此方案已在 F-35飞

机上取得成功应用[8-10]。

3 5代机第 2动力系统发展趋势预测

为了满足 5代机高空高速，以及对能源需求的不

断增加，第 2动力系统需要朝着能量综合利用和循环

再生 2个方向发展。

3.1 能量综合利用

根据 5代机能力特征和技术发展趋势，以及装备

高功率传感器和新概念武器的需求，对机载电源的要

求比 4代机将更加苛刻，可能达到兆瓦级。传统第 2

动力系统设计方案，以峰值功率和热载荷为基础，不

论系统处于何种状态都提供定量的电源、液压和燃油

冷却，必然造成能量的大量浪费，已不能满足需求。

以“动力热管理系统”（简称 PTMS）为代表的 5

代机第 2动力系统设计思路：大力发展机电综合，将

当前的机电系统从控制、能量、功能和物理等 4方面

进行综合，集成环境控制、热管理等各子系统的全部

功能，从而实现功率最大化、功能多样化、结构集成化

和能量综合化，使整个系统能源得到合理分配利用，

提高能源利用率，使飞机性能达到最优。

3.1.1 功率最大化

随着飞机越来越多大功率电器部件的使用，5代

机对第 2动力系统功率需求将更加苛刻，同时受飞机

尺寸限制，要求结构紧凑，质量轻便，因此大功率、小

体积、轻质量，具有较高功重比的第 2动力系统必将

受到 5代机青睐。

3.1.2 功能多样化

由在地面和有限飞行包线内提供辅助功能，在高

空短时提供应急功能等单一能力，向全飞行包线、全

飞行过程提供快速起动发动机、辅助能源、应急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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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控制（简称 ECS）、热管理（简称 TMS）等多功能方

向发展。

3.1.3 结构集成化

从 EPU、APU、ECS、TMS 等子系统多套产品独

立，向采用综合集成结构的组合动力装置方向发展，

从而减轻质量，缩小体积，提高可靠性。

3.1.4 能量综合化

通过环境控制系统与热管理系统高度综合，并使

空气循环与蒸发循环相互结合，从而形成热量和能量

高度综合管理系统，以减少发动机能源浪费。

3.2 能量循环再生

临近空间高超声速飞行器是未来军、民用航空器

的战略发展方向，被喻为是继螺旋桨、喷气推进飞行

器之后世界航空史上的第 3次革命。但是由于其使用

冲压发动机，不能像传统使用燃气涡轮发动机（涡喷

发动机或涡扇发动机）的飞机一样，通过飞机附件机

匣提取轴功率，输出电能、液压能、气压能。例如，美国

F-22飞机的组合动力装置虽然将吸气式燃气涡轮辅

助动力装置和使用自备燃料的应急动力装置进行了

物理集成，结构简单，能够全姿态工作，但其使用的氧

化剂是自身携带的压缩空气，体积大、数量有限，仅适

合短时间应急状态、低高度和低速度下的工作需求，

不适合临近空间高速飞行器这样高度高、速度快的飞

行器使用。

5代机由于飞行速度跨度极大，马赫数从 0～6，

甚至更高，高度从海平面稠密大气到高空稀薄大气，

直至接近真空状态，单靠一种原理的发动机无法满足

要求，有可能采用涡轮冲压组合发动机，在马赫数 2

以下采用涡轮喷气模式，在马赫数 2以上采用冲压发

动机模式。然而冲压发动机由于没有旋转部件，仅能

提供推力，不能提供电力等辅助能源，因此必须研究

与之相适应的第 2动力系统，从而为飞机提供辅助能

源和操作动力。

涡电综合能源系统就是基于高超声速飞行器能

源系统特点和现有技术储备，以组合动力装置和冲压

进气技术为基础研制的，能够独立于主发动机之外，

在整个飞行过程中都可以使用的能源方案，如图 2所

示。在高速飞行冲压空气充足、以及涡轮温度限制允

许范围内工作时，采用“引气”模式，利用冲压空气驱

动第 2动力系统涡轮组件工作，输出轴功率带动发电

机，为飞机用电设备供电；在低速飞行冲压空气较少，

或超高速飞行超出涡轮温度限制范围工作时，采用

“燃料”模式，由自带燃料燃烧驱动第 2动力系统涡轮

动力组件工作，输出电功率。同时还可以通过储能装

置，将多余的电功率储存起来，实现能量的循环利用；

而且未来随着涡轮轴磁流发电技术的日益成熟，高速

飞行器还可实现能量的再生利用[11-13]。

4 第 2动力系统发展思路及措施建议

4.1 发展思路

综合国内第 2动力系统技术基础，瞄准未来武器

装备发展和平台使用需要，以 5代机发展需求为牵

引，借鉴国外先进产品发展经验，重点开展“动力热管

理系统”和“涡电综合能源系统”相关研究工作，实现

技术水平和研究开发能力的大幅跃升。

“动力热管理系统”，可以参考和借鉴美国 F-22和

F-35飞机第 2动力系统设计经验，按照“结构、功能和

能量综合”的发展思路，根据不同状态调整工作模式，

合理分配和使用能源，最大限度提高能源利用率。

“涡电综合能源系统”，可以参考和借鉴美国

X-37B飞机第 2动力系统设计经验，按照“引气驱动

涡轮发电、自带燃料驱动涡轮发电和涡轮轴磁流发

电”的发展思路，实现能源的再生和利用。

4.2 措施建议

4.2.1 高度重视、列入规划

目前第 2动力系统的发展往往容易被忽视，原因

在于通常仅把它当作飞机的 1个子系统，而没有认识

到其对飞机和发动机的发展所起的不可缺少的作用。

第 2动力系统核心是 1种小型的涡轮发动机，具

有高温、高压、高转速的工作特点，与航空发动机十分

相似，作为起动发动机的关键环节，对作战飞机战斗

力的发挥和提高具有重要作用，能够扩展飞行包线，

提供应急能源，是飞机必不可少的关键系统，但其关

键技术成熟度低，研制难度较大，如果重视不够，难以

形成良好发展。将第 2动力系统列入航空发动机发展

飞机功能系统

储 能 装 置

发 电 机

燃料电 池
容

错

能

源

配

送

氧化剂（自带）

燃 料（自带）

燃

烧

室

涡

轮

自备能源燃气

超燃冲压进气

冲压进气 +补燃

图 2 高速飞行器能源系统原理

87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0卷

规划中，有利于充分借鉴和利用航空发动机成熟技

术，加速第 2动力系统的发展。

4.2.2 加强预研、加大投入

目前国内第 2动力系统研制大多采用引进专利

生产和样机测绘仿制 2条技术路线，自行设计能力不

足，与国外发展存在较大差距。因此，迫切需要大力加

强预先研究，加大投资力度，按照“动力热管理系统”

和“涡电综合能源系统”2条技术主线，同步开展技术

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成熟 1项，应用 1项。

5 结束语

美、俄等世界军事强国已经在 5代机的定位、典

型技术特征和未来制空作战样式等方面开展了深入

和细致地研究，中国如不抓紧开展 5代机发展需求和

技术预先研究，特别是针对第 2动力系统，由于以前

重视不够技术基础薄弱，如不提前规划发展路线，届

时美俄等军事强国将继续对中国空中力量保持技术

代差优势。通过深入研究第 2动力系统发展历程，以

及美国 F-22和 F-35等先进战斗机典型第 2动力系

统的发展规律，从中总结规律，分析预测未来 5代机

第 2动力系统将以“动力热管理系统”和“涡电综合能

源系统”为代表的 2条发展方向，针对未来中国第 2

动力系统提出了发展思路和措施建议，规划其发展路

线图，推动技术进步，起到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立群. 美国积极研发第六代战斗机 [J]. 世界空军装备,

2010（3）：16-19.

WANG Liqun. The recent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the Air

Force 6th generation fighters [J]. The Air Force Equipment,

2010（3）：16-19.（in Chinese）

[2] 管元璋. 美国空军设想的第六代战斗机[J]. 空军装备研究，

2010，4（4）：61-63.

GUAN Yuanzhang. The assumption of the Air Force 6th

generation fighters[J]. Air Force Equipment Research, 2010，4

（4）：61-63.（in Chinese）

[3] 石怀林，武卫兵. 美国加快第六代战斗机发展步伐[J]. 世界

空军装备，2010（5）：10-16.

SHI Huailin, WU Weibing. U.S. accelerate the pace of

development of the 6th generation fighters [J]. The Air Force

Equipment, 2010（5）：10-16.（in Chinese）

[4] 傅盛杰，牛文博. 第六代挑战 -美军下一代战斗机发展展望

[J]. 中国空军，2010（8）：50-53.

FU Shengjie, NIU Wenbo. The challenge of the 6th generation

machine-forecast of the U.S. fighters development [J]. China

Air Force，2010（8）：50-53.（in Chinese）

[5] Kevin C. Auxiliary power units[R]. AD-535694，2010.

[6] Landreth C J . Performance based logistics for the FA-18/S-3

/P-3/C-2 auxiliary power unit at honeywell [R]. AD-443258，

2005.

[7] Philip M C. Numerical analysis of advanced fighter auxiliary

unit exhaust impingement [J]. Journal of Aircraft，2000（2）：

181-183.

[8] 田涛，王进. 飞机第二动力系统发展及关键技术[J]. 航空装

备论证，2008（3）：17-23.

TIAN Tao, WANG Jin. The development of key technologies of

the second power system [J]. Aviation Equipm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08（3）：17-23.（in Chinese）

[9] 常淑青. 发展我国的飞机辅助动力装置 [J]. 航空装备论证，

2000（4）：29-32.

CHANG Shuq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uxiliary power unit

[J]. Aviation Equipm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00（4）：

29-32.（in Chinese）

[10] 雷友锋, 王进. 军用飞机第二动力系统发展现状与趋势[J].

航空装备论证，2001（4）：22-26.

LEI Youfeng，WANG Jin. The status and trends of the military

second power system [J]. Aviation Equipm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2001（4）：22-26.（in Chinese）

[11] 南京机电液压工程研究中心. 机电系统专辑 -飞机环境

控制系统发展浅析[J]. 国际航空，2011（3）：34-37.

Nanjing Electrical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Cover story-developing aircraft environment control

system[J]. International Aviation，2011（3）：34-37.（in Chinese）

[12] 周波.飞机电源系统的现状与发展[J]. 国际航空，2011（3）：

46-48.

ZHOU Bo. The status and trends of aircraft electric power

system [J]. International Aviation, 2011 （3）：46-48.（in

Chinese）

[13] 南京机电液压工程研究中心.飞机辅助动力系统的技术发

展[J]. 国际航空，2011（3）：49-51.

Nanjing Electrical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Th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f auxiliary power system

[J]. International Aviation, 2011（3）：49-51.（in Chinese）

88



航空发动机健康管理系统的快速原型设计

张冬冬，黄金泉，鲁 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 210016）

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健康管理系统传统设计方法周期长、成本高等问题，提出了面向健康管理系统的快速原型设计方法，构

建了基于虚拟仪器语言和快速原型技术的航空发动机健康管理系统快速原型仿真平台。以 CompactRIO平台为核心，在实时响应最

高的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环境下设计了信号接口单元，模拟发动机真实传感器值，并提供了基于 Windows平台的健康管理软

件实时开发环境，可以将健康管理算法快速部署下载至硬件平台。结果表明：此健康管理系统的快速原型设计方法是切实有效的，

为扩展成为完全的硬件在回路（HIL）仿真的平台奠定了基础，有较好的工程实用价值。

关键词：健康管理；快速原型仿真平台；故障诊断；信号接口单元；CompactRIO；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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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long production cycle and high cost problems of the traditional design approach for aeroengine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a kind of rapid prototype simulation design method was proposed and a rapid prototype platform based on virtual
instrument and rapid prototype technology was established. A signal interface unit was designed under the application environment named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FPGA) to simulate the real sensors values by the National Instrument (NI) CompactRIO. The platform can
provide the windows -based real time health management softwar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which can download health management
algorithms to the platform quick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apid prototype design method of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is effective and
provides a goo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a completely Hardware In Loop (HIL) platform. The rapid prototype platform ha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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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发动机结构复杂，工作状态恶劣多变，属于故障

多发系统。先进的航空发动机对可靠性、可测性、可维

性与可使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发动机的健康管理

系统则是保证飞机飞行安全、降低使用与保障费用的

有效途径[1-2]。随着对航空发动机可靠性要求地不断提

高，航空发动机健康管理系统的复杂度随之越来越

大，但目前国内的航空发动机健康管理系统研发流程

一直按照传统的串行过程进行，导致系统研发效率

低、周期长、成本高并缺乏灵活的验证手段。如何快速

高效且低风险地进行健康管理系统的开发与测试工

作，成为制约研究健康管理系统的瓶颈问题[3-4]。

快速原型是近年来发展的 1种系统开发和仿真

技术。快速原型是指利用虚拟仪器技术及相应的硬件

开发平台，在产品开发的初期，通过快速建立系统模

型，并对整个系统进行多次仿真与实物在回路实验来

验证系统软 /硬件方案的可行性；在产品开发的中后期

通过针对目标的自动代码生成和代码下载，完成最终

产品研发的整个过程[5-7]。对于复杂的健康管理系统，采

用快速原型技术可以把算法设计、软件开发、硬件开发

mailto:E-mail:zdd025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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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阶段融合在一起，能够快速灵活地进行健康管理

系统方案设计和适时的硬件测试，克服传统的基于物

理平台设计周期长、成本昂贵和风险高的缺点，极大提

高了健康管理系统的开发效率，降低了研制成本。

本文针对某型涡扇发动机，从快速高效的角度制

定其健康管理系统快速原型设计的总体方案；从可靠

性、可维护性、易扩展性等角度进行健康管理系统快

速原型设计；根据快速原型技术对软硬件平台的要

求，选用 CompactRIO硬件平台和 LabVIEW软件平台

构建了航空发动机健康管理系统快速原型仿真平台，

并在该仿真平台上验证了健康管理系统精度要求。

1 快速原型设计与平台构架

航空发动机健康管理系统快速原型设计的要点

在于把握好设计需求，设计的系统应具有传感器信号

采集、数据预处理、发动机测量参数实时监视、传感器

和气路故障诊断、显示和数据存储等基本功能。从需

求出发，健康管理系统快速原型设计流程为：首先基

于气动热力学特性建立发动机部件级模型作为发动

机模拟器，其次结合需求利用 LabVIEW控制设计与

仿真工具对系统进行初步设计与离线仿真，然后在构

建好的快速原型仿真平台上进行 HIL仿真，最后根

据试验结果优化健康管理系统的设计。

作为该健康管理系统的快速原型仿真平台需要

满足安全可靠、实时性高、控制精度高、复杂任务处

理、开发和维护方便、提供数据监视和回放功能、代码

移植性高等需求。CompactRIO是 NI公司目前性能最

高的模块化系统，采用低功耗，速率高达 800 MHz

Freescale的工业实时嵌入式处理器，系统安全性、可

靠性、控制精度高，实时性强。CompactRIO系统构架

如图 1所示，其主要包括实时控制器、可重配 FPGA

及模块化 I/O。CompactRIO的 RIO（FPGA）核心内置

数据传输机制，负责把数据传输到嵌入式处理器进行

实时分析、数据处理、数据记录或与主机联网通信。利

用 LabVIEW FPGA基本的 I/O功能，用户可以直接访

问 CompactRIO硬件的每个 I/O模块输出输入电路，

简单灵活地进行复杂任务处理。

图形化语言 LabVIEW可以和 NI的 CompactRIO

硬件以及数据采集（DAQ）硬件等集成，完成嵌入式系

统的设计、原型到部署的全过程，能很好实现代码的

移植，大大提高了健康管理系统的开发效率。基于图

形化编程语言 LabVIEW，是目前使用最广、发展最

快、功能最强的图形化开发环境。

基于以上需求分析，构建了航空发动机健康管理

系统快速原型仿真平台，其软硬件结构如图 2所示。

整个平台采用模块化思想构建，由 2台 PC兼容机，2

台 NI CompactRIO，若干 C系列可热插拔模块和网络

通讯设备组成。从功能上分类，该平台主要有 4部分

组成：信号接口单元、主工作站、发动机模拟器、健康

管理系统。

1.1 信号接口单元

信号接口单元硬件采用 NI CompactRIO，包括 NI

9024控制器、NI 9117机箱、NI C系列 32通道 DIO模

块 9403和 16通道 AO模块 9264。软件为 LabVIEW

图形化编程语言。开发环境为 VXworks操作系统，信号

接口单元主要用来模拟传感器值，实现数模（AD）转换

功能以及传感器实时传输特性。这部分是数字仿真所

不具备的，是进行算法硬件在回路仿真验证所必不可

少的一部分，是该仿真平台的关键环节。

1.2 主工作站

主工作站硬件为 1台 PC兼容机配有网卡。软件

为 LabVIEW图形化编程语言，开发环境为 Windows

XP操作系统。

图 1 CompactRIO系统构架

图 2 快速原型仿真平台整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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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工作站负责硬件在回路仿真前进行健康管理

算法的代码自动生成并部署，并设置信号接口单元的

相关参数。硬件在回路仿真时，实时进行状态监测，显

示故障诊断结果并报警。主工作站人机交互界面主要

包括信号接口单元的参数设定、实时监测、传感器故

障诊断、健康参数蜕化估计这 4个子面板，可以直观

地进行状态监视和数据回放。信号接口单元的参数设

定子面板如图 3所示。

1.3 发动机模拟器

发动机模拟器硬件采用 1 台配有网卡的 PC 兼

容机，软件为 vc++6.0，开发环境为 Windows XP操作

系统。其负责注入发动机传感器故障和气路部件故

障，并将带有故障信号的发动机参数通过信号接口单

元传递给健康管理系统，同时接收控制器部分传递过

来的控制量信号，实时更新发动机的状态。

1.4 健康管理系统

健康管理系统的硬件为 NI CompactRIO，包括 NI

9024控制器、NI 9117机箱、NI C系列 8通道 DIO模

块 9401 和 32通道 AI模块 9205；软件为 LabVIEW

图形化编程语言，开发环境为 VXworks操作系统。

健康管理系统负责采集信号接口单元生成的信

号，运行从主工作站加载的健康管理算法进行硬件在

回路仿真，实现发动机的实时监测、传感器故障诊断、

气路部件故障诊断等功能。

2 快速原型开发平台实现方式

2.1 信号接口单元

用于健康管理系统中常见的发动机测量参数有

转速、温度和压力，与之对应的传感器信号分别为转

速信号、热偶信号以及压

阻信号。信号接口单元负

责实现传感器高精度模拟

及实时传输。传感器信号

及信号特征见表 1 。

本文通过选择合适的硬件平台和模块，将发动机

参数转换成上述输出信号，模拟传感器值。

下面介绍这几种信号的生成方式。

（1）转速信号：发动机转速传感器输出的信号一

般为毫伏级微小正弦电压信号，需要经过放大调理成

伏级的方波信号供采集系统采集。本文直接模拟经过

调理后的方波信号。

该发动机高压转速一般最高不会超过 20000 r/min，

其频率不会超过 1000 Hz，即周期量级最小为 ms级。

选用的硬件平台为 NI CompactRIO嵌入式测控平台，

具有高实时性，可实现信号的实时传输。选用 DIO

9403模块生成所需频率的方波信号。该模块是 1款

32通道、7滋s双向数字输入 /输出模块，生成信号为 5

v/TTL信号。该模块能生成数字信号的频率范围完全

能满足该发动机转速所需的频率。

发动机实际转速信号周期常常不是 ms整数级，

而采用 CRIO下 FPGA技术，生成的信号能精确到纳

秒级。它的高速数字 I/O可以轻松实现计数器功能，

利用高速的数字 I/O，可以任意定义计数器。利用计数

器的功能和定时循环，可以精确控制 TTL信号的输

出时序，生成所需频率的方波信号。频率信号生成方

式如图 4所示，程序运行在 FPGA模式下机箱里，通

过对计数器输入值的控制，则得到所需频率的信号。

发动机转速和计数器的输入值之间的转换在 RT实

时控制器中的 VI实现。FPGA机箱与 RT实时控制器

实时通信，这样就可以将发动机转速参数转换成实际

情况的转速信号。

图 3 信号接口单元参数设定面板

表 1 信号特性

测量参数

转速

温度

压力

信号特征

频率量

模拟量

模拟量

输出信号

方波信号

电压信号

电压信号

图 4 频率信号生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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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转速 n等于 9417 r/min（频率为 156.95HZ），经

过上述信号接口单元生成频率信号后接入示波器所

测得的波形如图 5所示。

（2）温度信号：发动机中测量温度一般使用 K 型
热电偶测量，其输出值一般为毫伏级的电压信号，其

抗干扰能力差，一般需要经过调理放大成伏级电压供

采集系统采集，其抗干扰能力好，精度高。这里直接模

拟经过调理后供采集系统采集的电压信号，其传感器

动态特性的传递函数为 1
1.5S+1

[8]。

采用 AO模块 9264，该模块是 1款 16路通道模

拟电压输出模块，通道更新率为 5 kS/s，具有同步输

出的功能，其输出电压量程为±10 V。采用此模块可

以将数字信号同步转换成相应的模拟电压信号。标定

可以在主工作站面板上自行定义，以满足不同的温度

传感器静态特性。可以在面板上设定传感器时间常

数，建立压力传感器的动态特性。

（3）压力信号：发动机中测量压力一般使用压阻

式传感器，其输出信号为毫伏级电压信号，需要经过

调理放大成伏级电压信号输出，供采集系统采集。这

里也直接模拟经过调理后供采集系统采集的电压信

号，其传感器动态特性的传递函数为 1
1.5S+1

[8]。

本文同样采用 AO模块 9264，同模拟温度信号

一样，通过标定压力与电压量程之间的特性，建立压

力传感器静态特性；通过设定时间常数建立压力传感

器动态特性。

2.2 健康管理系统

本文构建的健康管理系统主要包括信号采集、

状态监视和故障诊断。下面具体介绍各模块的实现

方式。

2.2.1 信号采集

该系统接收来自信号接口单元的信号，需要模拟

健康管理计算机的功能采集这些信号并将其转换成

数字信号，供健康管理系统中实时状态监视及故障诊

断算法使用。

9401 DIO模块是 8 通道、100 ns 的数字输入输

出模块，可以将其配置成输入通道，实时采集信号接

口单元输出的转速频率信号。在 FPGA模式下采用设

定脉冲数量经历时间来测量频率信号，可以对频率信

号进行精准测量，其 VI程序如图 6所示。

9205 AI模块是 32路单端或 16路差分模拟输入

模块，输出电压量程为±10V,可以采集信号接口单元

输出的模拟量信号，通过读取该模块 I/O值可以方便

快捷地测得模拟量值并将其转换成数字量。

2.2.2 故障诊断

该模块包括发动机气路部件故障诊断和传感器

故障诊断。

对于气路部件健康参数估计采用线性卡尔曼算

法[9-10]。为了得到发动机部件健康参数变化量的估计

值，需要将健康参数增广为状态量，最终得到卡尔曼

滤波器估计方程

驻x赞

驻h赞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

A L
0 0

驻x赞

驻h赞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

B
0

驻u+K(驻y-驻y赞 ) （1）

式中：卡尔曼增益矩阵 K=P(C M)T R-1，P为如下黎卡
提方程的解

A L
0 0

P+P
A L
0 0

T

+Q-P(C M)T R-1(C M)P=0（2）

式中：A、B、C、D、L 和 M 均是相应维数的常系数矩
阵；驻h 为部件蜕化健康参数；x 为状态量；u 为控制
量；y为输出量。

针对传感器故障，建立 1个基于卡尔曼滤波组的

传感器诊断系统对故障进行检测与隔离[12-13]。其结构

如图 7所示。对于传感器故障，需要设计 m个自适应
模型，m为被检测的传感器数目。每个自适应模型包

图 5 示波器测得波形

图 6 测量频率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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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1个状态变量模型和卡尔曼滤波器，监测某个特定

传感器。以除去被监测的传感器后剩余的 m-1个传

感器测量值子集和控制量作为输入量，计算每个故障

指示信号WSSR。

2.3 各模块之间的数据通信

该平台中各模块之间的数据通信如图 8所示。发

动机模拟器和信号接口单元 2个不同平台不同开发

环境之间采用 UDP进行通信，该通信方式响应速度

比较快。信号接口单元和健康管理系统之间通过物理

连接，实现生成信号生成与采集。主工作站与信号接

口单元、健康管理诊断系统之间用以太网连接，采用

LabVIEW 自带的共享变量，它是基于 UDP 协议的

NI-PSP协议，可以快捷可靠地在同开发环境间传输

数据。

3 健康管理系统的验证

本文以涡扇发动机为对象，选择工作点：H=0，

Ma=0，Wf=2 kg/s，A8=0.2597 m2，在上述搭建的健康

管理系统快速原型仿真平台上进行航空发动机健康

管理系统的快速原型设计验证。

人机交互界面下状态监视的界面如图 9所示。从

图中可见，对发动机 8个重要性能参数进行了监视，

分别为低压压气机转速 NL、高压压气机转速 NH 、低

压压气机进口温度 T22、高压压气机出口温度 T3、高压

压气机出口压力 P3、低压涡轮进口压力 P43、低压涡轮

出口温度 T5、内涵出口压力 P6。这些参数中高、低压

转速采用仪表盘的方式呈现。其余参数以波形图表的

方式呈现，可以看到一段时间内动态的变化。波形图

表上端带有数字显示，可以实时显示参数的瞬时值。

在 t=5 s时，给发动机模拟器中温度传感器 T22

注入 5%的突变故障，此时主工作站的人机交互界面

下的传感器故障诊断面板如图 10所示。设定的传感

器阈值为 100。从图 10中可见，WSSR1—WSSR8 分

别代表传感器 NL 、NH、T22、T3、P3、P43、T5、P6的故障指示

信号。从图中的诊断结果可见，当 t=5 s时，WSSR1—

WSSR8中除了 WSSR3 未发生突变超过设定阈值其

余都发生突变超过设定的阈值，说明传感器 T22发生

了突变故障。右下角的故障指示信号形象地给出了发

生故障的传感器 T22。可见传感器故障诊断系统能有

效地进行传感器故障的诊断定位并发出报警信号。

在 t=5 s时分别给发动机模拟器中注入 2种气路

部件故障：（1）高压压气机效率退化 5%；（2）风扇效

率蜕化 3%、风扇流量蜕化 1.5%、高压涡轮流量蜕化

5%，三者同时发生蜕化。图 11 中 faneff、fanflow、
compeff、hpteff、lpteff、lpteff、lptflow、这 8 个量分别代

表风扇效率蜕化量、风扇流量蜕化量、压气机效率蜕

化量、压气机流量蜕化量、高压涡轮效率蜕化量、高压

涡轮流量蜕化量、低压涡轮效率蜕化量、低压涡轮流

量蜕化量，图中红色圆点代表蜕化量较大的参数。从

图 11（a）的诊断结果可见：高压压气机效率蜕化量为

图 7 采用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组进行故障诊断结构

图 8 各模块之间的数据通信

图 9 人机交互界面状态监视面板

图 10 人机交互界面下传感器故障诊断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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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估计的误差为 0.15%；从图 11（b）的诊断结果

可见：风扇效率蜕化量为 3.012%，风扇流量蜕化量为

1.64%，高压涡轮效率蜕化量为 5.44%。可见该算法有

效地进行了气路部件故障的诊断。

4 总结

（1）构建了基于虚拟仪器语言和快速原型技术的

航空发动机健康管理系统快速原型仿真平台。利用该

平台将健康管理中故障诊断算法开发、数字仿真和硬

件在回路仿真无缝连接起来，减少了开发周期，克服

了传统仿真平台的一些缺点。

（2）设计了信号接口单元，完成了传感器实时高

精度模拟。

（3）设计传感器故障诊断算法和气路健康参数估

计算法，并在该快速原型仿真平台上验证了这些算法

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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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压气机效率发生蜕化诊断

（b）风扇效率、流量，高压涡轮效率同时发生蜕化诊断

图 11 人机交互界面下气路健康参数蜕化估计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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