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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流压气机串列转子流场特性分析

刘 波，宋召运，杨晰琼，曹志远
（西北工业大学动力与能源学院，西安 710072）

摘要：以斜流压气机串列转子为研究对象，运用 CFD软件进行了数值模拟，获得了该压气机在 100%和 80%设计转速下 S1流面

流场、子午流场、阻塞工况及近失速工况的流场特性，为斜流压气机串列转子的设计和性能分析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该斜流压

气机在设计转速（69900 r/min）下超声速特性明显，特性曲线较陡峭；当转速小于 80%设计转速时亚声速特性明显，特性曲线较平

缓。随着转速的减小，压气机的稳定裕度逐渐增大。该斜流压气机串列转子叶根和叶中截面的损失主要来源于叶型尾缘的掺混损失

和叶型吸力面的小范围激波损失；而叶尖截面的损失主要来源于叶型吸力面的大范围激波损失、激波与附面层的相互影响的损失

和激波与叶尖泄漏流相互作用的损失。该斜流压气机进入近失速工况后，前排转子的激波强度进一步增大，并且叶间存在大范围低

速区，造成流动损失进一步增大。

关键词：串列转子；斜流压气机；流场；性能；激波损失；叶尖间隙涡损失；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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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 Field Analysis of a Mixed Flow Compressor Tandem-Rotor
LIU Bo袁 SONG Zhao-yun袁 YANG Xi-qiong, CAO Zhi-yuan

渊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72冤
Abstract: Taking tandem-rotor of a mixed flow compressor as an object,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S1 stream surface, meridional channel,

blocking point and stall point were obtain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s using CFD software to provide reference of design and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f the tandem-rot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ixed flow compressor has obvious supersonic performance and steep performance curve
at design speed (69900 r/m). When the speed is lower than 80% design speed, the compressor has obvious subsonic characteristics and a flat
characteristic curve. As the speed decreases, the stability margin of the compressor gradually increases. The loss of the tandem-rotor root
and middle section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mixing loss of the blade trailing edge and small shock loss of blade suction; the loss of the tip
section is mainly caused by large range shock loss, shock and boundary layer interaction loss, shock and tip clearance vortex interaction
loss. After the mixed flow compressor entered near stall point, the shock intensity of the front blade is further enhanced and the tip section
visualized a wide low-speed zone, which further increases the flow loss.

Key words: tandem-rotor; mixed flow compressor; flow field; performance; shock loss; tip clearance vortex loss曰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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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斜流式压气机具有单级增压比高、结构简单、稳

定裕度范围大等优点，相对于离心压气机而言，减小

了子午流道机匣曲率，使得叶尖流动得到了很好地改

善，进一步减小了流动损失，所以在中小型发动机上

得到了广泛使用。同时，由于子午面加速流动和离心

效果，斜流压气机有着良好的低流量特性。

斜流压气机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密切研

究的热点。国外著名学者 Musgrave和 Plehn研究设计

了某斜流叶轮，并对其做了试验分析，该叶轮用作多

级轴流式压气机的后面级[1]，试验测得该压气机单级

试验结果总压比达到了 3，斜流叶轮效率达到 0.91，

效率也达到较高水平；Monig发表了总压比为 5颐1，流
量为 8.2 kg/s的斜流叶轮的设计结果和试验特性 [2]，

表明该斜流叶轮在相对较大的流量和压比下有较高的

mailto:liubo704@nwp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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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热效率；Gernot发表了某斜流压气机的设计结果[3]，

在设计点下，试验测得该斜流叶轮总压比为 7.5，效率

为 0.91；中国吴克启团队在常规斜流转子设计方法的

基础上，应用湍流边界层理论和假想等价速度三角形

设计了前缘弯掠（扭）斜流转子[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刘宝杰团队以自行设计的多组高比转速跨声离心 /

斜流叶轮为例[5]，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在级环境下分析

了其总体性能及内部流动机理；西北工业大学刘振侠

团队以某高压比斜流压气机级为研究对象[6]，计算了

该斜流压气机级的性能,初步分析了斜流叶轮中的流

场结构和流动机理，为斜流压气机的设计提供一定的

参考。

综上所述，斜流压气机具有广泛的应用发展前

景，为了使其结构性能等满足日益发展的航空发动机

领域的需要，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设计方法以提高其设

计水平。串列转子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密切研究的热

点。国外著名学者 Bammert[7]在多级压气机中间级中

采用串列转子；而 Wu [8]、Sachmann [9]等则在亚声叶栅

上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工作；Hiroaki[10]和 McGlump[11]

分别在跨声压气机和高压压气机出口级中使用了跨

声和亚声串列转子，都大幅地提高了压气机的单级负

荷水平。此外，串列叶栅能在比单排叶栅更宽广的攻

角范围内工作，喘振裕度也得到提高，而损失并不显

著增加。

本文把串列叶栅与斜流压气机相结合，设计斜流

压气机串列转子，进行了压气机性能计算及流场特性

分析，并分析了压气机的主要损失，对斜流压气机的

进一步优化设计提供参考。

1 研究任务

研究对象是自行设计的斜流压气机串列转子，该

型压气机的特点是在设计过程中采用了包括高叶尖

速度、高叶片气动负荷和串列转子等较新的设计理

念。该串列转子总

性能设计参数见表

1，其重要的设计参

数见表 2，流道几何

形状如图 1所示。

利用串列转子叶型的设计参数，自行编程设计了

该 斜 流 压 气 机 串 列 转 子 叶 型 ， 再 利 用

NUMECA/DESIGN 3D优化设计该斜流压气机，经过

优化计算得到串列叶片前、后排的周向相位和转子的

轴向间隙，优化后的子午流道如图 1所示。本文对该

斜流压气机串列转子进行了 CFD数值计算研究，以

斜流压气机串列转子为研究对象，计算其设计转速、

95%转速等 5种不同转速下的压比 -流量特性和效

率 -流量特性。此外，对设计转速和 80%转速 2种情

况，对其进行了内部流场数值模拟，对压气机流场进

行了详细分析。

2 CFD数值计算过程

2.1 网格生成及计算方法

计算网格采用 FINE/Turbo软件中专为叶轮机械

用户开发的 AutoGrid网格生成模块，自动建立串列

叶栅流道拓扑结构，生成结构化网格。计算的串列转

子的第 1、2排转子叶尖间隙折合叶片展向高度分别

为 0.95%和 1%。为保证网格质量，叶片网格均采用最

适合串列的 O4H型。CFD 3维计算采用 Numeca/Fine

软件，对有限体积形式的 3维雷诺平均 N-S方程进

行定常求解。湍流模型采用 Spalart-Allmaras方程模

型。空间离散采用中心差分格式并辅助人工黏性，以

设计换算转速 /

（r/min）

69900

总绝热效率 /

%

85.9

总压力比

3.06

表 1 斜流压气机串列转子

设计性能参数

尖端扩散因子

尖端相对速度比

入口轮毂比

入口端相对马赫数

平均展弦比

叶片数

平均叶片高度 /cm

转子 1

0.376

0.707

0.450

1.256

1.028

20

2.195

转子 2

0.393

0.655

0.746

0.981

0.840

40

1.256

表 2 斜流压气机串列转子设计参数

图 1 斜流压气机串列转子流道几何形状

6

4

2

2 4
z/c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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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激波间断附近的虚假振荡，并消除其它较小的振

荡。时间离散采用 4阶显式 Runge-Kutta法进行时间

推进求解；采用当地时间步、多重网格技术及隐式残

差光顺法等方法进行流场计算的加速收敛[12-13]。

2.2 边界条件给定

为满足求解方程的封闭性和解的适应性，进口给

定均匀分布的总温、总压及来流方向，即进口总温

288.15 K，总压 101325 Pa。进口气流方向为轴向进

气，固壁为绝热无滑移。出口给定背压，计算过程中逐

步调整背压值来调整流量（每 1个背压对应 1个工

况），通过逐步提高出口背压向近失速点推进，近失速

点为增大背压至计算发散前的 1点，堵塞点为减小背

压直至计算发散前的 1点[13-14]。

3 压气机性能计算及结果分析

该斜流压气机的压比 -流量和效率 -流量特性

曲线分别如图 2（a）、（b）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5种转

速下，压比特性均随流量增大而降低；而效率特性曲

线在某一具体流量处达到最大效率点，并向两侧递

减。这主要是因为压气机工作在非设计工况时，由气

流与叶片的碰撞损失、附面层的摩擦损失和附面层的

分离损失严重造成的。

此外，在 100%设计转速下，特性线较陡峭，在

70%～90%转速下，特性线相对比较平缓，这主要是

因为在 100%转速时压气机在超声速条件下工作，超

声速气流对栅后背压变化比较敏感；而在 70%～90%

转速时压气机在亚声速条件下工作，栅后背压变化对

转子进口气流影响较小。另外，由压比 -流量和效率

-流量数据可得，在设计转速下效率最高为 0.8476，

与设计时给出的总绝热效率相差仅为 0.01，这可能是

NUMECA计算是由网格的划分和湍流模型的选取等

原因引起的，经过多次划分网格和选取湍流模型可以

消除。此外，随着转速的降低，最大效率值逐渐增大，

在 70%转速下最高效率为 0.8831，比在设计转速下

的最高效率约提高 3.5个百分点。可近似以认为效率

-流量特性线向左上方移动。在 5种转速下的最高效

率均近似达到叶轮的设计效率 0.85。然而，最大压比

随着转速的降低逐渐减小，近似认为压比 -流量特性

线向左下方移动。在设计转速下最高压比为 3.368，比

叶轮的 70%转速下最高压比 2.0高了 1.368。计算得

到设计转速下稳定裕度仅为 11.9%，在 80%转速下稳

定裕度达到 16%，即随着转速的降低，压气机的稳定

裕度逐渐增大，这可能是因为随着转速的降低，压气

机的激波损失、激波与附面层的相互影响的损失和激

波与叶尖间隙涡相互作用的损失都减小了。（其中稳

定裕度定义如下：SM= 仔s/ms

仔0 /m0
-1 ×100%，仔s、ms 是

某转速下喘振边界的增压比和流量，仔0、m0是对应转

速在工作点的增压比和流量。）

4 3维流场分析

4.1 压气机 S1流面流场分析

从图 2中可见，在 70%～90%设计转速下特性线

相对平缓，在 100%设计转速下特性线比较陡峭。在

低转速时压气机亚声速特性明显，在设计转速时压气

机超声速特性明显，并且在特性曲线上明显体现出了

2种情况的差异，即高转速下的特性曲线比低转速下

的特性曲线陡峭很多，故而本文分低转速和高转速 2

部分讨论特性曲线的变化规律。现选取 100%设计转

速和 80%设计转速 2种情况作为代表，分析其特性

线陡峭或者平缓的原因，并分别分析其增压机理和流

动损失。为了更详细地分析流场在不同叶高截面处的

（a）压比 -流量特性

（b）效率 -流量特性

图 2 斜流压气机特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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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在 80%转速下各截面 S1相对马赫数

变化，分别选取了 10%叶高（叶根）、50%叶高（叶中）、

90%叶高（叶尖）3 个截面，对各 S1 流面上的相对马

赫数进行了分析研究。

4.1.1 100%设计转速

在 100%设计转速下近设计点沿叶高 S1相对马

赫数如图 3所示。从图 3（a）中可见，叶片根部大部分

区域气流速度分布均匀。在转子 1叶片尾缘处存在很

小的掺混损失，在转子 2叶片尾缘处存在明显低速

区，这是由于叶型上、下表面附面层在后缘汇合而造

成的尾迹损失。2排叶片

的前缘叶背处均出现很

小的局部超声区，但气流

在转子 1 和转子 2 的叶

片前缘处的最大相对马

赫数只有 1.1左右，流动

损失小。

从图 3（b）中可见，2排叶片前缘叶背的最大相对

马赫数已增大至 1.3左右，但超声速区域较小，与气

流经过叶片前缘的加速过程较吻合。转子 1吸力面靠

近进口处出现了 1道斜激波，激波与附面层相互影响

使叶型的损失有所增加，但由于激波强度较弱，损失比

较小。出口马赫数在 0.9左右，整个叶中截面速度变化

分布均匀较合理，且未出现明显的低速区，叶片表面气

流流动光滑，在此叶高处气体气动损失相对较小。

从图 3（c）中可见，转子 1 吸力面靠近进口处出

现了 1道激波，波后气流速度明显降低，附面层有所

加厚，激波对附面层的影响必然会造成叶片损失的增

加。转子 1的低速区中最小马赫数为 0.3左右，但是

在图 3（b）中的叶中截面无明显的低速区出现，说明

该低速区在沿叶高方向上的分布范围不大，对叶轮的

整体气动性能的影响不太严重。

4.1.2 80%设计转速

在 80%设计转速下近设计点沿叶高处 S1 相对

马赫数如图 4所示。从图 4（a）可见，叶片根部大部分

区域气流速度分布均匀。在转子 1压力面附近存在低

速区，可能是由气流在扩张形叶栅通道的减速增压引

起的。转子 2叶片尾缘存在分离现象，可能是由叶型

上、下表面附面层在后缘

汇合而形成尾迹损失引起

的。总体来看，相对马赫数

沿通道变化比较均匀平

缓，马赫数分布情况良好，

损失小。

从图 4（b）中可见，叶中大部分区域气流速度分

布均匀。转子 1在叶背处均出现局部超声区，但气流

最大相对马赫数小，超声速区域范围也小。此外，叶中

截面进口相对马赫数在 0.85左右，出口相对马赫数

在 0.80左右，总体来看，相对马赫数沿通道变化比较

均匀平缓，马赫数分布情况良好，且未出现明显的低

速区，叶片表面气流流动光滑，在此叶高处气体气动

损失相对较小。

从图 4（c）中可见，叶尖处气流速度较大。叶尖吸

力面靠近进口处出现了 1道斜激波，斜激波前的气流

相对马赫数约为 1.3，激波强度较小。然而该截面与

100%转速下的叶尖截面相比，激波强度和超声速范

围都有明显减小，转子 1有小范围低速区的速度也有

一定增大，叶轮的气动性能很好，这也从另一个方面

解释了在 80%转速下效率较高的原因。

4.2 子午流道流场分析

在 100%和 80%设计转速下子午流道相对速度

矢量如图 5所示。

从图 5中可见，斜流叶轮子午流面上气流速度分

（a）10%叶高

（b）50%叶高 （c）90%叶高

图 3 在 100%转速下各截面 S1相对马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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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0%n
图 7 近设计点叶轮子午流面的熵

（a）100%n

图 6 近设计点子午流面静压分布

布比较合理，观察整个子午通道，只有转子叶尖有少

量间隙涡，从进口到出口，速度呈增大的趋势，这主要

是从进口到出口，叶型的径向半径增大，牵连速度增

大，从而相对速度也增大。在 100%转速下设计点子

午面相对速度矢量（图 5（a））变化趋势与在 80%转速

下的（图（b））基本相同，然而在 100%转速下的相对

速度大于在 80%转速下的，这与在低转速下加功能

力小有关。

在 100%和 80%转速下近设计点子午流面静压

分布如图 6所示。从图中可见，从入口到出口，静压逐

渐均匀增大，分布比较合理。

此外，从进口到出口，静压沿径向变化较小，气流

径向二次流动小，损失较小。出口静压在 100%设计

转速下保持 0.18 MPa左右，在 80%设计转速下保持

0.15 MPa左右，这与图 2的流量 -压比特性曲线一

致，在 80%转速下增压能力较小。

在 100%和 80%转速下近设计点叶轮子午流面

的熵如图 7所示。从图中可见，叶尖部位距前缘约

20%弦长处开始有明显的扁长熵增，延伸到第 2级转

子，直到至叶轮出口。结合以上分析可知，该处熵增主

要由叶尖部位进口处的激波以及激波附面层的双重

影响造成。但是熵增加的区域较小，仅仅发生在叶片

尖部，且增加幅度不大，给斜流叶轮带来的损失也不

会太大。

从图 7（b）中可见，与 100%转速比较，熵增的范

围有明显缩小，其值也明显减小，证明在 80%转速下

损失较小，这与在该转速下激波强度较小，超声速区

域较小，激波与附面层的影响较小所导致的损失较小

有关。验证了图 2的特性结果，即在 80%转速下的效

率高于在 100%转速下的效率。

子午流面流线图中 2排转子的叶尖间隙涡如图

8所示。叶尖间隙涡是由径向间隙泄露流与叶尖涡造

成的，在斜流压气机中叶尖间隙涡与叶尖的激波相互

影响，使压气机损失明显增大。

从图中可见，在 100%转速下，转子 1 叶尖间隙

涡范围更大，分离更明显，转子 2整个叶片叶尖均出

现大范围的漩涡，这是产生损失的主要原因；在 80%

转速下，只有尾缘发生小范围的分离，这与在 80%转

速下效率大于在 100%设计转速下的相一致。

4.3 阻塞工况和近失速工况流场分析

本文不仅对设计工况进行计算分析，还对设计转

速下近堵塞点和近失速点进行详细分析，并与设计工

（a）100%n （b）80%n

图 5 近设计点子午面相对速度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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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c pressure/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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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设计工况

（b）近失速工况 （c）堵塞工况

图 11 转子 1吸力面极限流线

（b）50%叶高 （c）90%叶高

图 10 100%n近失速点相对马赫数

图 9 100%n近堵塞点相对马赫数

况进行对比，分析与总结堵塞及喘振发生的原因。

4.3.1 阻塞工况流场分析

当压气机转速固定时，逐渐降低叶栅出口静压，

就可以增加压气机流量，压气机将进入阻塞工况。其

后，压气机流量不再继

续增加，同时效率、增压

比都大大降低。在 100%

转速下，大流量近堵塞

点的 CFD计算结果如图

9所示。

从图中可见，转子 2在近堵塞工况时从叶根到叶

尖存在大范围超声区，转子 1只在叶尖存在大范围超

声区，并有激波产生，这是损失较小的主要原因；转子

1在叶中和叶根斜流叶轮流动基本正常，在叶尖处的

吸力面有很小的分离区域，整体看分离现象不是特别

严重，因此，即使在近堵塞点该斜流叶轮也具有较高

的效率。此外，通过对比设计转速下的阻塞工况和设

计工况不同叶高处的 S1流面相对马赫数云图，发现

串列转子在阻塞工况和设计工况时，转子 1从叶根到

叶尖的相对马赫数云图变化不大；在阻塞工况时，不同

叶高下转子 2无论在叶根、叶中还是叶尖，叶片间的气

流通道都发生了明显阻塞，亚声速气流在该级气流通

道中加速到声速从而使来流速度和流量无法继续增

大。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该串列转子从设计工况进入

阻塞工况的主要原因是气流流速在后排转子叶栅通道

喉部处达到了声速，气流发生阻塞，损失增大。

4.3.2 近失速工况流场分析

失速就是叶片表面边界层严重增长或分离造成

了流动条件的恶化，表现为损失达一定程度或显著增

大，气流折转角明显减小等特征。在 100%设计转速

近失速点的叶根、叶中、叶尖截面相对马赫数如图 10

所示。

导致斜流流压气机叶轮效率急剧损失的原因有：

激波损失、叶尖泄漏损

失，以及激波与边界层、

激波与叶尖泄漏相互作

用的损失等。从图 10中

可见，在 100%转速下叶

轮根部与尖部同时存在低速区，但是叶轮的损失主要

集中在叶尖区域，进口区域损失较大是由于在进口形

成了比较强的激波，激波损失较大；同时较强的激波

与叶尖泄漏流相互作用，形成了高损失区。在叶根区

主要是由叶尖泄漏及叶根低速流体通过径向迁移向

叶尖堆积造成的。其中损失最大的区域位于叶尖靠近

进口区域。此外，叶片表面分布有明显低速附面层。此

外，通过对比设计转速下的近失速工况和设计工况不

同叶高处的相对马赫数云图，发现在近失速工况和设

计工况下，转子 2的相对马赫数分布变化不大，损失

也较小；在近失速工况下，转子 1前缘激波强度增强

和叶间通道中存在大范围的低速区，损失增大。通过

上面的分析可知，该串列转子从设计工况进入近失速

工况的主要原因是前排转子的激波强度增大和叶间

存在大范围的低速区，损失增大。

4.3.3 阻塞工况和近失速工况吸力面极限流线图分析

对比了在设计工况、

近失速工况和堵塞工况下

转子 1和转子 2的吸力面

流线分别如图 11、12 所

示。由于斜流压气机 3元

效应比较明显，吸力面流

（a）10%叶高

（b）50%叶高 （c）90%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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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设计工况

（b）近失速工况 （c）堵塞工况

图 12 转子 2吸力面极限流线

线图呈现比较复杂的现象。

从图 11中可见，在近失速工况下气流在转子 1

叶片前缘处的流动发生明显紊乱，前缘静压较小，气

流流速快，出现大范围超声速区域，流动发生明显分

离，这是失速工况下流动恶化的具体表现。通过比较

转子 1在设计工况和阻塞工况下的吸力面流线，发现

在 2种工况下，转子 1吸力面的流动情况和静压分布

基本不变，这也说明该串列转子从设计工况进入阻塞

工况时前排转子流动变化不大，主要是后排转子流动

恶化。从图 12中可见，在 3种工况下转子 2均有分离

情况发生，但气流流动都没发生明显变化，证明了当

该串列转子在非设计工况下工作时，前排叶片相当于

后排叶片的导流叶片，所以即使该串列转子工作在非

设计工况时，后排叶片的

进口气流角也不会发生

明显变化，仍然工作于设

计工况。所以串列叶片的

性能在非设计工况下得

到明显改善。

4.4 超跨声速流动损失分析

在上述斜流压气机的超跨声速流动产生的激波

系中，槽道激波是导致损失最大的激波。这不仅仅因

为槽道激波强度相对较强，引起较大的总压下降，还

在于槽道激波一直延伸到下 1个叶片的叶背上，对叶

背表面附面层产生干扰，可能会使表面附面层严重分

离，从而造成比激波引起的更大的损失。激波越强，对

附面层的干扰就越严重，损失也越大。

为了减少损失，就要设法降低槽道激波的强度，

也就是要减小槽道激波前的马赫数。而在叶背与槽道

激波交界处波前马赫数最大，附面层干扰也就发生在

此处，所以减小此处的气流相对马赫数会有效减小损

失。减小叶背与槽道激波交界处以前的型面转折角度

可以有效减小此处的马赫数，这就是超声速叶片叶型

设计减小流场损失和提高效率的关键[14-16]。

5 结论

本文研究分析了自行设计的斜流压气机串列转

子的流场，得到以下结论：

（1）该斜流压气机在设计换算转速（69900 r/min）

时超声速特性明显，特性曲线较陡峭；当转速小于

80%设计转速时亚声速特性明显，特性曲线较平缓。

随着转速的减小，压气机的效率 -流量特性线向左上

方移动，压比 -流量特性曲线向左下方移动。而且，随

着转速的减小，压气机的稳定裕度逐渐增大，这可能

是因为随着转速的减小，压气机的激波损失、激波与

附面层的相互影响的损失和激波与叶尖间隙涡相互

作用的损失都减小了。

（2）通过对该斜流压气机在 100%和 80%设计转

速 S1流面流场分析和子午流道的流场分析，发现该

斜流压气机串列转子叶根和叶中截面的损失主要是

叶型尾缘的掺混损失和叶型吸力面前缘的小范围激

波损失，流动损失小；而叶尖截面的损失主要有：叶型

吸力面前缘的大范围激波损失、激波与附面层的相互

影响的损失和激波与叶尖间隙涡相互作用的损失，损

失较大。研究发现，影响最为严重的是叶尖的激波损

失、叶尖间隙涡损失及二者相互影响引起的损失。

（3）通过对该压气机串列转子在阻塞工况和近失

速工况下的流场分析，可知该压气机从设计工况进入

阻塞工况的主要原因是气流流速在后排转子叶栅通道

喉部处达到了声速，气流发生阻塞，损失增大；该压气

机从设计工况进入近失速工况时，前排转子的激波强

度增强和叶间存在大范围的低速区，使流动损失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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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温升中心分级燃烧室设计及计算分析

高贤智 1，李 锋 2，郭大鹏 2

（1.上海电气燃气轮机有限公司研发部，上海 200240；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高推重比、高温升的需求，提出 1种中心分级旋流燃烧室的设计方案。在保证与现有单环腔燃烧室

（SAC）进出口尺寸、机匣尺寸限制不变的情况下，对设计模型进行了 3维数值模拟，并与现有的单环腔燃烧室数值模拟结果及试验

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设计油气比为 0.045时，设计中心分级燃烧室温升可达 1356 K，出口温度分布可达 0.137，出

口径向温度分布可达 0.096；此外，与 SAC相比，中心分级燃烧室可获得更低的总压损失，更低的出口温度分布系数以及高工况下可

获得更高的燃烧效率；污染排放性能表明，中心分级燃烧室在慢车点 CO排放比 SAC的稍高，在设计点 NOx排放按 g/kg燃油计比

SAC的低。

关键词：超高温升；中心分级燃烧室；单环腔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5.01.002

Design and Computational Analysis of Ultra-High Temperature Rise Concentric Staged Combustor
GAO Xian-zhi1袁 LI Feng2袁 GUO Da-peng2

渊1.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Shanghai Electric Gas Turbine Co., Ltd, Shanghai 200240, China; 2. School of Jet
Propultion,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冤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high thrust-to-weight ratio and high temperature rise aircraft engines, a design method
of concentric staged combustor was proposed. In ensuring the same inlet/exit size and case size with single annular combustor (SAC), three-
dimensional reaction flow simulation were conducted on the design model with the fluent software. Finally袁the capability was compared and
analyzed with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obtained from SAC. The results show that, at the design fuel/air ratio
of 0.045, the temperature rise of design concentric staged combustor is 1356 K, outlet temperature is 0.137, and exit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factor is 0.096, which can meet the design requirment of ultra-high temperature rise combustor. In addition, compared to SAC,
the concentric staged combustor can obtain higher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lower outlet temperature, fine profile factor, and higher
combustion efficiency at high power state. Pollution emissions performance shows that CO emissions of the concentric staged combustion i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AC at idle condition, and the NOx emissions is lower than the ones of the SAC at design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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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提高发动机推重比的要求随着技术发展持续增

加。提高推重比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法一是提高发动

机压比以提高循环效率，二是提高涡轮进口温度以提

高单位推力。因此，燃烧室部件设计将向高温升、高热

容的方向发展。现代商用涡扇发动机的温升水平在

860 K左右，军用涡扇发动机（如 F119）的温升水平可

达 1050 K 左右，燃烧室总油气比分别为 0.025 和

0.030；未来高推重比航空发动机燃烧室温升水平将达

到 1400 K甚至更高[1]，燃烧室总油气比将达到 0.047[2]，

美国的发动机(如 F135和 F136)的油气比达 0.046，最

高可达 0.062。

常规燃烧室（旋流杯头部 +主燃孔）受技术所限，

仅能在最高油气比不超过 0.04时满足一些关键性能

需求，对于油气比高于 0.04（超高温升）的燃烧室或低

mailto:E-mail:gao_xz@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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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燃烧室这一类燃烧空气百分数大于 60%的燃烧

室而言，常规燃烧室的结构设计是无法满足其要求

的，为此需采用分级燃烧的方法[3]。

针对航空发动机燃烧室高温升的需求，可使用中

心分级燃烧室设计方案。美国 Mongia H C团队提出

近化学恰当比分段陶瓷中心分级回流燃烧室方案[4]，

其主要设计特征是对燃油进行中心分级，采用 4级旋

流对 2级燃料进行雾化和油气混合，设计油气比为

0.053，温升为 1600 K，出口温度分布系数为 0.12，无

可见冒烟，海平面慢车贫油熄火油气比可达 0.0012[5]。

由此可见，中心分级燃烧室方案是解决高温升燃烧室

设计难点的 1种有效方法。本文研究设计油气比为

0.045，温升为 1360 K 时，采用中心分级燃烧室方案

实现超高温升燃烧室设计指标的可行性，考察温升水

平、总压损失、出口温度分布、污染排放等性能是否满

足超高温升燃烧室的设计指标。为此，将原来的单环

腔燃烧室[6-8]（旋流杯头部 +主燃孔 /掺混孔）进行了

改型设计，将原有旋流杯结构替换为中心分级旋流器

结构，采用 3级旋流对 2级燃料进行雾化和油气混

合，在考虑燃烧室冒烟限制及贫油熄火限制的前提下

对燃烧室空气流量进行了重新分配，取消了掺混孔，并

在保持其它结构一致的情况下对火焰筒头部高度 /头

部帽罩高度 /火焰筒冷却孔开孔面积进行了调节[9-10]，

其中，火焰筒头部高度按等速度原则进行设计（即保

持中心分级燃烧室与 SAC火焰筒平均流速相等）。对

设计模型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并将计算结果与采用

相同数理模型，具有相同主燃室扩压器尺寸、外机匣

尺寸、以及燃烧室出口尺寸的 SAC数值和试验结果

进行了对比[11-13]，以验证计算结果的可信度，并对比研

究了设计高温升中心分级燃烧室的各项燃烧性能。

1 中心分级燃烧室设计

1.1 中心分级旋流器的设计

中心分级旋流器的设计结构如图 1所示。旋流器

由 2级燃油喷射及 3级旋流器组成。第 1级燃油喷嘴

采用双油路离心式喷嘴，在低工况时由副油路供油，

在高工况时由主油路供油或由主、副油路同时供油。

该喷嘴由 2级反向旋转的小旋流器包裹，其中第 1级

旋流器选用中等旋流数，顺时针旋转，用于提供气量

辅助压力雾化喷嘴增强喷雾雾化质量，防止燃油喷嘴

唇部积炭；第 2级旋流器旋流数较第 1级的稍大，逆

时针旋转，提供传统中心回流区。第 2级燃油喷嘴为预

成膜式空气雾化喷嘴，夹在第 2、3级旋流器之间，第 3

级旋流器旋流数最高，逆时针旋转，与第 2级旋流共同

在预成膜式喷嘴唇部形成高速剪切层对薄油膜进行剪

切雾化，强化主燃级燃油的雾化和油气混合[14-15]。

1.2 中心分级燃烧室气量分配

参考目前燃烧室火焰筒及涡轮冷却水平，确定燃

烧室流量分配方案如下：为确定第 1.1节所述特定燃

烧组织方式，各旋流器流量占总气量的 39%，其分配

方案见表 1；总气量的 12.5%用作涡轮冷却；余下总

气量的 48.5%分配给主燃孔和冷却孔，其中 6%用作

头部冷却，22.5%用于主燃孔，20%用于火焰筒冷却孔。

由于有 12.5%的涡轮冷却气量不参与燃烧，则头

部进气量占可用空气量的比例为 （39% +6%）/

(1-12.5%)=51.43%，因此，头部当量比 =0.045/0.5143×

14.7=1.28625，富油头部设计，头部当量比小于 1.4，可

以满足抑制燃烧室燃气冒烟的需求；此外，由于旋流

器采用特殊设计，若假设第 1级旋流全部气量和第 2

级旋流 80%的气量用于产生传统旋流杯回流区，以

达到稳定火焰的目的，慢车油气比为 0.01，则其慢车

时当量比 =0.01×14.7/ (0.055+0.115×0.8)=1.0，若按

熄火油气比为慢车时的 50%来估计，则熄火时这一

虚拟旋流杯当量比为 0.5，由此推测出熄火油气比为

0.005，可以满足现在军机对于熄火油气比的要求。

1.3 中心分级燃烧室开孔面积设计

令设计燃烧室火焰筒总压损失为 3.5%，首先取

图 1 中心分级燃烧室头部结构

比例

值班级

旋流器 1

0.055

值班级

旋流器 2

0.115

主燃级

旋流器

0.22

表 1 中心分级燃烧室头部流量分配方案

CRZ

S2

S3

S1 Polit pray

PRZ

Mainfuel

Pilotf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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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室头部冷却气膜孔流量系数为 0.7，火焰筒冷却

气膜孔流量系数为 0.6，主燃孔流量系数为 0.58，第

1～3级旋流器流量系数分别为 0.69、0.65、0.65，根据

流量公式

m=Cd 2籽驻P*姨 A （1）

已知燃烧室进口总压为 3388500 Pa，气流密度为

13.283 kg/m3，结合第 1.2节所述火焰筒各排孔流量百

分比，可计算出燃烧室火焰筒各排孔开孔面积。

结合旋流器流量分配经验，各旋流器迎风面积需

按下式计算

A sw=
1

Cd(cos 兹)2·
1

2籽驻P
Kswmsw

2 + 1

A l

2

（2）

式中：Ksw为旋流常数，取 Ksw=1.3；A l为火焰筒横截面

积；兹为旋流器叶片安装角；msw为各级旋流器流量。

由式（2）算得各旋流器迎风面积。根据以上方法

初次算得各排孔开孔面积建立 3维燃烧室模型，计算

各排孔流量，与第 1.2节中 1维流量分配结果比较。

若结果不符，则根据 3维计算结果对初始流量系数进

行修正，重新计算各排孔面积。重复以上步骤，直到 3

维流量分配结果与 1维流量分配结果相同为止。

经多次迭代计算，火焰筒各排孔面积和各旋流器

迎风面积分别为：头部、火焰筒的冷却气膜孔面积分

别为 1.49、5.75 cm2，主燃孔面积 6.86 cm2，第 1～3级

旋流器面积分别为 2.33、4.89、12.35 cm2。由于计算域

为单头部，设计燃烧室由 20个头部构成，以上开孔面

积均为各孔排实际开孔面积的 1/20。

1.4 燃油分级

预燃级从启动开始使用至转级点；随后，主燃级

与预燃级共同作用至最大油气比。取慢车油气比与单

环腔燃烧室相同，为 0.013864，则燃油分配比例如下[3]

预燃级燃油比例 = 渍*f/aidle

f/aslto
（3）

主燃级燃油比例 =1- 渍*f/aidle

f/aslto
（4）

式中：渍为比例因子。
常规燃烧室的涡轮冷却气量为 12.5%，参与燃烧

的实际可用空气量为 87.5%，取 渍=0.875，由式（3）、

（4）计算可得，预燃级和主燃级的燃油比例分别为

30%和 70%。

1.5 分级燃烧的转级

分级燃烧的转级，即预燃级与主燃级共同工作的

起始瞬间燃烧室总油气比的值。

转级前，仅值班级供油，转级后，2级同时供油；

要稳定燃烧，转级后 2级的当量比须大于最小稳定燃

烧的当量比，对于高温升燃烧室和低污染燃烧室，熄

火当量比为 0.5，根据主燃级和预燃级气量分配和主

预燃级油量分配，转级如图 2 所示。转级点取在

0.018，可避免因分级点设在较大工况时对加速性的

影响。

对于中心分级燃烧室来说，还可以采用软分级，

使分级点总油气比更低。

2 网格和物理模型

2.1 物理模型的建立

对主燃烧室进行全流程 3维带回流的湍流两相

流定常仿真计算，计算域包括扩压器、2股流道、火焰

筒头部和火焰筒及旋流器等，同时真实模拟火焰筒上

的主燃孔和掺混孔的形状和位置；计算中将空气作为

不可压理想流体处理，以航空煤油为燃料，采用

FLUENT软件中适用于强旋流流动计算的 Realizable

k-ε湍流模型（近壁处理采用标准壁面函数）、DDM

（discrete drop model） 喷雾模型、PDF（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燃烧模型、DO（discrete ordinates）辐射

模型、热力型 NOx排放模型进行计算。微分方程的离

散采用 SIMPLE方法，应用 2阶迎风差分格式。

2.2 网格划分和计算边界

2.2.1 计算域和网格划分

中心分级燃烧室结构及计算域如图 3所示。

超高温升中心分级燃烧室设计为 20个头部，分

成 97个体，总网格数目 240万，混合网格；SAC设计

图 2 中心分级燃烧室预燃级与主燃级当量比随燃烧室

总油气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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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个头部，分成 64个体，总网格数目为 166万，混

合网格。文献[11]、[12]对网格独立性进行了探讨。

2.2.2 边界条件

为了与 SAC数值和试验性能进行对比，在进行

边界条件设置时，对设计超高温升中心分级燃烧室采

用了与 SAC相同的进、出口边界条件，其边界条件的

设置见表 2、3。

流体域的侧壁设置为旋转周期边界条件，参考压

力点设置在扩压器入口；壁面非滑移；机匣以及扩压

器壁面设为绝热壁面，其他壁面均设置为辐射壁面，

内、外部辐射率分别设为 0.7、0.8，外部辐射温度均设

为 860 K；中心分级燃烧室设计油气比为 0.045，SAC

设计油气比为 0.02674（均按可用空气量计算，即排除

12.5%的涡轮用气）；二者慢车油气比均取为 0.01386。

3 试验数据与仿真数据对比评估

由于尚未开展针对设计中心分级燃烧室的部件

试验，对采用上述数理模型的单环腔燃烧室数值模拟

结果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研究，以验证计算结果的可

信度。单环腔燃烧室总压恢复系数随进口速度系数变

化的部件试验结果和数值计算结果如图 4所示。从图

中可见，总压恢复系数随进口马赫数的增大而减小，计

算的总压恢复系数比试验值偏低，在设计点相差3%。

由部件试验得到的径向温度分布曲线与数值计

算结果的比较如图 5所示。从图中可见二者变化规律

一致。计算与试验的温度

场指标的比较见表4。从表

中可见，燃烧室出口温度

分布系数（FOTDF）指标符合

较好，而计算给出的燃烧

室出口径向温度分布系数

（FRTDF）指标偏大。此外，计

算得到的出口截面的燃烧

效率为 99.2%，与试验值

相当接近。

综上，所选数理模型

对燃烧室总压恢复系数的

预测值比试验值稍低；对

FOTDF、燃烧效率的预测较

为准确；FRTDF 变化趋势一

致，但在壁面附近偏差较大，这是由于试验时热电偶

受侧壁辐射及热传导的影响所致，总体指标较试验值

偏大。

试验数据与仿真数据的对比说明仿真结果有一

定可信度，所选数理模型可有效用于设计中心分级燃

烧室燃烧性能的预测和方案筛选。文献[7-8]验证了

采用热力型 NOx排放模型对燃烧室 NOx排放进行趋

势预测，比较了不同燃烧室条件下 NOx排放。

4 燃烧室性能分析

4.1 总压恢复系数

设计点 2种燃烧室的总压恢复系数计算结果见

表 5。

从表中可见，设计中心分级燃烧室在内、外环腔

出口的总压恢复系数与单环腔燃烧室的相当，但设计

图 3 中心分级燃烧室结构和网格

中心分级

SAC

流量 /

(kg/s)

3.125

3.125

温度 /

K

861

861

湍流强度 /

%

10

10

湍流黏度比 /

%

10

10

表 2 进口边界条件

中心分级

SAC

外环腔

0.156

0.156

火焰筒

2.734

2.734

内环腔 1

0.094

0.094

内环腔 2

0.14

0.14

表 3 出口边界条件 kg/s

图 4 燃烧室总压恢复系数随进口速度系数的变化

图 5 单环腔燃烧室出口径向

温度分布系数

FOTDF

FRTDF

数值计算

0.168
0.120

部件试验

0.160
0.062

表 4 计算值与试验值的比较

计算结果
试验结果

1.00

0.95

0.90
0.450.400.350.300.25

q（姿3）

总压恢复系数

外环出口

火焰筒出口

内环出口 1

内环出口 2

中心分级

0.9848

0.9600

0.9867

0.9858

单环腔

0.98272

0.92812

0.98156

0.98251

表 5 设计点中心分级、SAC总压恢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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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级旋流器

第 2级旋流器

第 3级旋流器

主燃孔

掺混孔

头部冷却孔

火焰筒冷却孔

总面积

中心分级

2.33

4.89

12.35

6.86

1.49

5.74

33.66

SAC

1.57

7.18

2.68

3.58

2.97

6.35

24.33

表 6 中心分级、SAC开孔面积对比 cm2

图 6 中心分级燃烧室设计状态火焰筒内燃烧效率分布

中心分级

SAC

设计点

（0.045）

0.987

0.938

设计点

（0.0267）

0.992

0.992

慢车工况

0.994

表 7 设计点中心分级、SAC燃烧效率

图 7 中心分级燃烧室沿流程截面总温分布

Combustion-efficiency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

Total-temperature

2.53E+03

2.39E+03

2.24E+03

2.10E+03

1.96E+03

1.82E+03

1.67E+03

1.53E+03

1.39E+03

1.25E+03

1.10E+03

9.60E+03

（a）设计状态

（b）慢车状态

图 8 中心分级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

Total-temperature

Total-temperature

1230
1189
1148
1107
1066
1024

983
942
901
860

2450
2311
2172
2033
1894
1756
1617
1478
1339
1200

燃烧效率

中心分级燃烧室火焰筒出口的总压恢复系数却明显

高于单环腔火焰筒出口的。这是由于燃烧室火焰筒总

开孔面积增加的原因，这一点可以从表 6给出的各排

孔面积分别为单头部扇形域各级旋流器和火焰筒各

排孔所对应进气面积中看出。设计中心分级燃烧室火

焰筒总开孔面积为 33.66 cm2，SAC 火焰筒总开孔面

积为 24.33 cm2，表明设计中心分级燃烧室总压损失

小的主要原因是火焰筒总开孔面积增加。

4.2 燃烧效率

以航空煤油为燃料，火焰筒内燃烧效率分布如图

6所示，并见表 7。

从表 7中可见，在 SAC设计点，中心分级燃烧室

燃烧效率与 SAC的相当；在中心分级燃烧室设计点，

中心分级燃烧室燃烧效率比 SAC的高。由此表明，设

计中心分级燃烧室在高油气比条件下比 SAC具有更

高的燃烧效率。此外，从表 7中还可见，随着中心分级

燃烧室油气比的增大，燃烧效率略有降低，这是由燃

烧室温升升高所造成的[5]。

4.3 沿流程截面温度分布

燃烧室沿流程截面温度分布如图 7所示。

从图 7中可见，中心分级燃烧室总温沿流程升

高，经主燃孔补燃掺混后，未燃 CH化合物在主燃孔后

段组织燃烧使燃烧室温升升高，到达燃烧室出口截面

时，出口截面平均总温达到 2217 K，燃烧室进口温度

为 861 K，说明所设计的超高温升中心分级燃烧室温

升可达 1356 K，基本满足超高温升燃烧室温升需求。

4.4 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

4.4.1 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系数（FOTDF）

中心分级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如图 8所示。中心分

级燃烧室与 SAC的出口温度分布系数 FOTDF的对比见

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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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分级

SAC

设计点

（0.045）

0.137

0.252

设计点

（0.0267）

0.123

0.168

慢车状态

0.245

表 8 中心分级、SAC出口温度分布系数

（试验值 0.16）

中心分级

SAC

设计点

（0.045）

0.096

0.141

设计点

（0.0267）

0.094

0.12

试验值（0.062）

慢车状态

0.075

表 9 中心分级、SAC出口径向温度分布系数

从表 8和图 8中可见，中心分级燃烧室在设计点

（0.045油气比）的 FOTDF可达 0.137，基本满足超高温

升燃烧室的设计要求 [12]；在中心分级燃烧室设计点

时，中心分级燃烧室的 FOTDF为 0.137，比 SAC的低；在

SAC设计点（0.0267油气比），中心分级燃烧室的 FOTDF

可达 0.123，也比 SAC的低。说明设计中心分级燃烧

室在 2 种油气比条件下均可获得比 SAC 更低的

FOTDF；表明设计中心分级燃烧室由于其特殊的旋流燃

烧组织方案及其掺混孔的取消可以取得比 SAC更低

的出口温度分布系数。此外，在慢车状态下中心分级

的 FOTDF为 0.245，也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4.4.2 燃烧室出口径向温度分布系数（FRTDF）

中心分级燃烧室出口径向温度分布系数 FRTDF如

图 9所示。中心分级燃烧室、SAC的出口径向温度分

布系数 FRTDF的对比见表 9。

从图 9和表 9中可见，无论在设计点工况还是慢

车工况下，中心分级燃烧室出口径向温度系数均低于

0.1，基本满足超高温升燃烧室的设计需求；无论在

SAC设计点还是在中心分级设计点，中心分级 FRTDF

均比单环腔 FRTDF的计算结果低，而单环腔 FRTDF试验值

小于计算值，由此推断中心分级 FRTDF试验值也有比计

算值低的趋势，说明中心分级燃烧室比 SAC具有更低

的出口径向温度分布系数。

4.5 污染排放

4.5.1 CO排放

在慢车工况下中心分级燃烧室、SAC、TAPS（双环

预混旋流燃烧室）出口 CO排放见表 10。

TAPS的排放数据为课题组前期计算结果。从表

10中可见，中心分级燃烧室在慢车工况下的 CO排放

比 SAC的高一些，比 TAPS的稍低，原因是中心分级

燃烧室在低工况下值班级为富油当量比设计，没有充

分燃烧的燃油从套筒出来后受到主燃级新鲜气流的

淬熄作用，导致中心分级燃烧室 CO排放比传统 SAC

的偏高，这与 TAPS的计算结果一致，因为 TAPS也是

1种中心分级燃烧室。

4.5.2 NOx排放

在设计状态（燃烧室进口总温、总压、流量均保持

不变）下，中心分级燃烧室、SAC出口的 NOx排放随

总油气比的变化如图 10和图 11所示。

从图 10可以看出，NOx质量分数随燃烧室总油

气比的增大而逐渐减小，中心分级燃烧室设计点（总

油气比 0.045）NOx 质量分数为 0.0028，SAC 设计点

（总油气比 0.0267）NOx质量分数为 0.0024（图中未示

出），两者相当。按 g/kg燃油计时 NOx排放随油气比

的变化关系如图 11所示，NOx排放按 g/kg燃油计也

图 9 中心分级燃烧室出口径向温度分布系数（FRTDF）

中心分级燃烧室

SAC

TAPS

CO/(g/kg)

32.73

22.77

34.03

表 10 3种燃烧室出口在慢车工况下 CO排放

图 10 中心分级燃烧室 NOx质量分数随总油气比的变化

5.0E-03

4.0E-03

3.0E-03

2.0E-03
0.0450.0400.030 0.0350.025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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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燃烧室总油气比的增大而减小，到达设计油气比

0.045时，中心分级燃烧室 NOx排放较 SAC设计油气

比（0.0267）时低。因缺乏单环腔燃烧室 0.037、0.045

油气比时的排放数据，未考虑单环腔燃烧室 NOx排

放随油气比的变化关系。

5 结论

在设计油气比为 0.045的情况下，进行了超高温

升中心分级燃烧室的设计，利用常规 SAC数值和试

验性能结果对比研究了设计超高温升燃烧室的各项

燃烧和排放性能。结果表明：

（1）中心分级燃烧室在设计点时的温升可达 1356

K，出口温度分布可达 0.137，出口径向温度分布可达

0.096；

（2）由于增加了设计中心分级燃烧室火焰筒总开

孔面积，获得比 SAC更高的总压恢复系数；因取消设

计中心分级燃烧室特殊的旋流燃烧组织方案和掺混

孔，获得比 SAC更低的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系数、出

口径向温度分布系数以及在高油气比条件下获得比

SAC更高的燃烧效率；污染排放性能表明，中心分级

燃烧室在慢车工况下 CO 排放比 SAC 的稍高，NOx

排放按 g/kg燃油计随燃烧室油气比的增大而减小，

到达设计工况 0.045油气比时，NOx排放按 g/kg燃油

计较 SAC设计油气比（0.0267）时的低。

（3）为了达到高温升燃烧室火焰筒冷却需求，在

高温升燃烧室火焰筒冷却方面已开展大量研究。本研

究尚未对设计中心分级燃烧室火焰筒冷却方案进行

设计优化，可在利用更先进的冷却方案解决火焰筒耐

热问题方面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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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中心分级燃烧室 NOx排放随总油气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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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劳寿命分散系数的确定与应用研究

杨 俊，王 建，祁圣英
（空军西安局某军事代表室，西安 710021）

摘要：疲劳寿命分散系数是评估飞机结构疲劳寿命与航空发动机轮盘寿命试验的重要技术参数之一。阐述了国内外疲劳寿命

分散系数研究的成果，针对工程中实际寿命分布问题中最常见的对数正态分布和威布尔分布的形式，给出了基于试验样本最差、中

值、最好及第 k试验寿命的分散系数表达式；重点分析总结对数正态分布标准差和威布尔分布中形状参数的选取，同应力多危险部

位分散系数研究及其随应力的变化规律；通过 2个例子分析了疲劳分散系数在轮盘低循环疲劳寿命工程计算中的应用，认为疲劳

寿命分散系数应在不同温度和应变比，对数正态分布标准差，同应力多危险部位，3参数的威布尔分布，工程化应用等方面开展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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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and the shape parameters of Weibull distribution, and on the research of scatter factor of multi same-stress critical sites, the law
of scatter factor versus test stress. Two examples illustrated the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of life scatter factor determination in disk low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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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疲劳寿命分散系数研究起源于飞机结构疲劳寿

命，根据飞机结构失效的分布规律和中值寿命定义，

借助于概率推导出可靠度和分散系数之间的函数表

达式[1]。而近些年来，基于小子样数据的分散系数法成

为航空发动机轮盘寿命试验评估主要方法之一[2-3]。多

年来针对疲劳寿命分散系数进行了大量研究[1-4]，使得

构件寿命分散系数可靠性评估法逐渐形成体系，并制

定了各自的规范。在疲劳寿命分散系数研究中主要针

对服从对数正态分布[3,5]和威布尔分布的分散系数[6]。目

前除了对数正态分布标准差的选择[7]及威布尔分布形

状参数[8]的选择外，重点集中在同应力多危险部位的

分散系数研究[9]及其随应力或应变的变化规律[10]。

本文研究分析了疲劳寿命分散系数在飞机结构

疲劳寿命和航空发动机轮盘寿命的应用评估；并且确

定了轮盘疲劳安全循环寿命。

1 疲劳寿命分散系数定义

文献[1]将疲劳寿命分散系数定义为中值寿命 N50

mailto:yangjunkgy_01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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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Np,酌的比值

Sf=
N50

Np,酌
（1）

式中：N50为疲劳寿命随机变量的总体均值，为理论值；

Np,酌为在一定可靠度 p和置信度 酌下的寿命估计值。
式（1）显示的是理论分散系数。而试验寿命分散系数

Sf=
[N50]t
Np,酌

（2）

式中：[N50]t为中值试验寿命。

2 疲劳寿命分散系数在飞机结构疲劳寿命评

估中的应用

很多国家都对疲劳寿命分散系数进行研究，并

提出基于对数正态分布的疲劳寿命分散系数的计

算公式。

美国计算的分散系数

Sf=10
-滋p滓0

（3）

澳大利亚和英国计算的分散系数

Sf=10
-滋p滓0 １+ 1

n （4）

式中：p 为给定可靠度；酌为给定置信度；滋p和 滋酌分别

为可靠度与置信度标准正态偏量系数；滓0为已知标

准差；n为试验次数。
式（3）没有考虑试验件数对分散系数的影响，因

此不适宜处理疲劳试验结果。也没考虑置信度的问

题，即没有考虑用少数子样的试验结果代替母体真值

的影响。式（4）虽然考虑了试验件数对分散系数的影

响，但没有考虑置信度的问题，同样没有考虑用少数

子样的试验结果代替母体真值的影响。中国也对疲劳

寿命分散系数做了大量研究，高镇同院士和傅惠民教

授等假设“对数疲劳寿命遵循正态分布”，推导了基于

中值试验寿命的分散系数计算公式[1]，给出了材料疲

劳试验统计分析方法，并行成中国的行业标准；张福

泽院士[4]在此基础上对分散系数的分类和取值作了详

细论述，并对一些国家的分散系数取值差别和计算公

式进行评述。

Sf=10
( 滋酌

n姨 滋p)滓0

（5）

式（5）同时考虑可靠度、置信度和试验次数对分

散系数的影响，处理疲劳试验结果比较合理和完善。

近些年，贺小帆、刘文廷[9]等给出了服从威布尔分布和

基于中值试验寿命的分散系数计算公式，并与服从对

数正态分布条件下得到的分散系数进行了比较，为疲

劳寿命服从双参数威布尔分布的民机结构确定分散

系数提供技术依据；陆山、杨剑秋[11]推导出了服从对

数正态分布的基于小子样最差和最好试验结果的寿

命分散系数法；王卫国[3]研究了服从威布尔分布的小

子样疲劳寿命分散系数；卢小艳[8]研究了服从威布尔

分布和对数正态分布，基于任意第 k试验疲劳寿命分

散系数的计算公式，为试验评估构件概率寿命提供了

研究方法和理论依据。

3 疲劳寿命分散系数在航空发动机轮盘寿命

评估中的应用

轮盘（压气机盘或涡轮盘）是航空发动机关键件，

其寿命可靠性要求高，常常是制约整个发动机寿命的

瓶颈。目前，轮盘寿命可靠性评定采用数值模拟法和

试验评估法 2大类方法。试验评估法通过零部件在适

当的载荷谱下的低循环疲劳试验，再选择一定可靠度

和置信度下的分散系数来获得轮盘的概率寿命，即常

用的技术寿命。与飞机结构疲劳寿命相比，航空发动

机轮盘寿命评估常采用最差或最好试验寿命与可靠

寿命之比的寿命分散系数。

英国国防标准 00-971指出，航空发动机轮盘在

工程上采用的寿命分布形式主要有对数正态分布和

威布尔分布，并给出寿命符合对数正态分布，可靠度

p=99.87%、置信度 酌=95%时，基于小子样最差、最好

或中值试验寿命的分散系数，但仅限于寿命

Nmax/Nmin=6，即对数寿命方差 滓=0.13的特殊情形。美

国在 JSGC-87231A中给出服从双参数威布尔分布的

分散系数典型值。但 2条文献中均未给出详细的计算

公式。目前中国航空发动机零部件的实际寿命散度可

能与上述 2条文献条件有差别，因此，许多情况下不

能直接引用 2条文献中的寿命分散系数。下面列举了

一些中国专家研究的成果。

3.1 基于对数正态分布的分散系数

3.1.1 基于对数正态分布分散系数公式确定

文献[5]列出服从对数正态分布的基于中值寿命

的散度系数计算公式，并推导了基于最差和最好试验

寿命的分散系数计算公式。

（1）基于子样中位寿命N50的分散系数计算见式（5）。

（2）基于子样最差寿命 N(1)的分散系数

Sf=10
(滋(1- 1-酌n姨 )-滋p)滓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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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于子样最好寿命 N(n)的分散系数

Sf=10
(滋(1- 酌n姨 )-滋p)滓0

（7）

结果表明，中值寿命及最差试件的试验寿命的寿

命分散系数与英国国防标准 00-971相应结果吻合较

好，但最好试件试验寿命分散系数随子样数增加而增

大，见表 1。文献[3]基于最大试验寿命的分散系数应随

试件数的增加而单调增大，表 1给出的寿命分散系数

值更加合理。

文献[5]推导了寿命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假设可靠

度 p =99.87%、置信度 酌=95%，对数寿命标准差

滓0=0.13。基于 n个子样中任意第 k 次试验寿命的分
散系数。

（4）基于第 k 试验寿命 N(k)的分散系数

Sf=10
(渍-1(F(滋酌))-滋p)滓0

（8）

式中：F(滋)是母体的概率分布函数，子样第 k 次序统
计量的概率分布 F（k）（滋）可用该函数表示。具体推导
过程见文献[5]。

通过式（8）可得任意给定置信度、可靠度和子样

数 n的基于任意第 k 试验寿命的分散系数。当 k=1或

者 k=n时，式（8）分别为零故障和完全故障试验寿命

分散系数计算公式。

3.1.2 基于对数正态分布分散系数标准差的确定

对于对数正态分布最为重要的是确定母体对数

寿命标准差。可由以下几种方法确定：

（1）根据大量的真盘试验值确定。

（2）根据试样低循环疲劳性能数据统计确定[7]。

（3）数值模拟方法获得构件危险部位寿命 N0.13、

N99.87， 对 数 正 态 分 布 母 体 标 准 差 为 滓0=（log

（N0.13/N99.97））/6。

方法（1）最为直接，而且最接近母体真实方差。但

由于轮盘造价昂贵，试验成本高，只能采用极小子样

寿命试验，很难获得大量真盘寿命试验数据；方法（2）

成本不高，但随着样本数量的不同，标准差估计值相

差较大；方法（3）采用蒙特卡罗法或面响应面法拟合

出轮盘考核点寿命概率密度曲线，通过概率密度曲线

得到母体标准差[12-13]。数值模拟为理论计算，与实际试

验值有误差。该方法主要用于轮盘可靠性数值模拟分

析，在试验评估中一般不采用。

对于标准差的选择，各国有较大差别，见表 2。在

飞机方面，美国取 0.2，澳大利亚、英国和中国取

0.176，日本取 0.154。中国在飞机结构寿命的可靠性

估算中采用文献[7]中给出的计算公式及各类安全标准

差值。而在发动机轮盘方面，英国通过大量的真盘试验

和长期的经验取 0.13，中国目前也参照该值计算。

3.2 基于威布尔分布的分散系数

威布尔分布是疲劳强度研究中的 1种常用分布。

其最大优点是存在最小安全寿命，即 100%存活率的

安全寿命。而正态分布安全寿命为 0时，存活率才能

等于 100%。所以威布尔分布更符合工程实际，其分

布函数为

F（N）=1-exp - N-N0

茁-N0

琢

=1-P，N≥N0 （9）

式中：琢为形状参数，一般 琢>1；茁为特征寿命；N0为

最小寿命，也称位置参数。当 N0>0时，称为 3参数威

布尔分布；当 N0=0时，称为双参数威布尔分布。目前

研究较多的是基于双参数威布尔分布的分散系数，而

基于 3参数威布尔分布的分散系数，由于影响分散系

数的参数较多，而且影响程度不同，研究得较少。

3.2.1 基于双参数威布尔分布的分散系数

美国《航空涡喷涡扇涡轴涡桨发动机通用规范》

(JSGS-87231A) 假设疲劳寿命服从双参数威布尔分

试验件数

1

2

3

4

5

10

式（6）

4.003

3.074

2.707

2.500

2.361

2.019

00-971

4.000

3.070

2.710

2.505

2.365

2.020

式（5）

4.003

3.467

3.253

3.131

3.051

2.861

00-971

4.00

3.47

3.25

3.13

3.05

2.86

式（7）

4.003

4.392

4.613

4.775

4.897

5.277

00-971

4.0

4.0

4.0

4.0

4.0

4.0

用于最差寿命

分散系数

用于中值寿命

分散系数

用于最好寿命

分散系数

表 1 服从对数正态分布的发动机轮盘裂纹形成

寿命分散系数

酌=95%，p=99.87%，滓0=0.13

国别

中国

澳大利亚

美国

标准差

0.176

0.176

0.2

条件

p=99.87%，酌=90%

p=99.87%

p=99.87%

1

5.7

5.6

4

2

4.9

4.4

4

3

4.6

4.1

4

4

4.4

3.9

4

试验件数

表 2 各国服从对数正态分布裂纹形成寿命分散系数

（飞机结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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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给出了 1个确定涡轮盘试验时间的简单算例。文

献[9]假设疲劳寿命服从双参数威布尔分布，给出了利

用小子样基于中值、最差和最好寿命分散系数试验寿

命的分散系数计算公式，并应用该公式评估了某风扇

轮盘的安全寿命。

基于最差、中值和最好寿命的分散系数分别为

Sf=（
ln(1-酌)
n·ln（p））

1
琢

（10）

Sf=（
-ln0.5
ln（p））

1
琢

（11）

Sf=（
ln(1-酌

1
n

)
ln（p） ）

1
琢

（12）

从式(11)中可见，基于中值寿命的分散系数是理

论值，与试验次数无关。而考虑置信度后，基于中值寿

命的分散系数为

Sf=
Na(-ln 0.5)

1
琢

N酌(-ln p)
1
琢

=Y 酌(
-ln 0.5
-ln p )

1
琢
（13）

其中 Y 酌=Na /N酌 （14）

式中：Na为根据试件的疲劳试验值由极大似然法估计

得到的特征寿命的估计值；N酌为 Na的单侧置信下限。

基于第 k试验寿命 N(k)的分散系数公式为

Sf=( ln(y酌)
ln(p)

)
1
琢

（15）

式中：y酌为任意第 k 次序统计量的分布函数在子样数
n、故障数 k-1、以及在双参数威布尔分布和模型参数

已知的情况下在 0-1区间的根。

在已知置信度、破坏数、可靠度、试验截止时间及

部件数的情况下，该方法可确定可靠寿命，还可反推

产品试件数或者破坏数。

3.2.2 基于双参数威布尔分布形状参数的确定

根据表 3和文献[3]，对比不同形状参数的分散系

数可知：服从双参数威布尔分布的小子样疲劳寿命分

散系数对形状参数 琢的变化比较敏感。对服从威布
尔分布寿命分散系数的研究主要是对分布参数 琢进
行估计。琢与分散性有关，琢越小分散性越大，反之亦
然。目前国内使用的疲劳分布参数 琢主要是由《实用
飞机结构设计手册》给出的估计值：琢=4，适用于铝结

构（所有合金）；琢=3，适用于钛合金和热处理 滓b臆
1700 MPa的钢；琢=2.2，适用于热处理 滓b>1700 MPa
的钢。

周希沅在文献[8]中根据国产材料及小结构件的

疲劳试验数据，估计出威布尔分布的形状参数 琢，并
与美国材料 琢进行比较，认为国产材料的 琢和疲劳
寿命的分散性均与美国材料的相当。但仍然推荐使用

《实用飞机结构设计手册》中的 琢值。而对用于航空
发动机高温合金的 琢值，还没有相关的研究，通常
值介于 3～4之间[12]，在美国 JSGS-87231A中 琢取 3。

3.3 同应力多危险部位分散系数

航空发动机轮盘低循环疲劳危险部位一般是多

个，而且具有相同的结构、应力和温度。危险部位数目

对低循环疲劳寿命影响属于尺寸效应的研究范畴。文

献[3]将多危险部位按照最弱环理论将其等效为 1个

可靠性串连系统。即认为 n个危险部位中有任何 1个

部位出现疲劳失效，就认为轮盘发生失效。实际上有

些片面，没有考虑各危险部位的相关性，估计出的轮

盘寿命往往过于保守。而陆山教授[12]考虑了各危险

部位的相关性，认为由于轮盘具有同样应力水平的危

险部位通常有多个，并且各孔的寿命分散程度与母体

寿命分散程度有差异，直接采用 00－971提供的寿命

分散系数进行试验寿命评估偏保守，提出采用区间估

计分散系数法和均值分散系数法 2种方法进行轮盘

低循环疲劳寿命试验评估。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

究还很有限。

3.4 疲劳寿命分散系数随应力的变化规律

很多研究是针对材料质量、制造工艺、试件几何

尺寸、计算模型等方面对疲劳寿命分散系数的影响进

行的。而张福泽院士[10]对载荷大小与疲劳寿命分散系

数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通过 267个铝合金试件和

139个钢合金试件的疲劳试验数据，绘出疲劳寿命分

散系数 Sf与试验最大应力 滓max之间的关系曲线，并得

试件数

1

2

3

4

琢

3

4

3

4

3

4

3

4

最差寿命

分散系数

13.21

6.92

10.48

6.83

9.16

6.26

8.32

4.90

中值寿命

分散系数

13.21

6.92

—

—

—

—

—

—

最好寿命

分散系数

13.21

6.92

14.14

7.29

14.63

7.48

16.00

7.61

表 3 服从威布尔分布的裂纹形成寿命分散系数

（酌=95%，p=9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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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疲劳寿命分散系数随应力的提高而减小的规律。

对于轮盘来说，工作过程中某型局部区域已进入

塑性变形状态，轮盘的寿命由该处的应变幅值决定，

故而该处的应变幅值显得更为重要，研究应变幅值与

散度系数的关系对于轮盘的技术寿命研究意义很大。

文献[10]都是针对飞机材料，如铝合金、钢合金等

进行研究的，而航空发动机涡轮盘主要材料为高温合

金，目前对其疲劳寿命分散系数研究较少。除了文献[5]

给出的分散系数表，还可以通过盘材试件的低循环疲

劳性能数据统计后得到。文献[14]就做过这方面的研

究，通过不同温度、应变比或应力比的疲劳性能数据

统计值确定出相应的疲劳寿命分散系数，最后采用某

温度下缺口试样的子样标准差和真盘的标准差的均

值来得到最终的标准差，进而得到分散系数。由于航

空发动机轮盘在工作过程中所承受的温度、应力和应

变都是不同的，故而一定要在相应的载荷状态下确定

发动机轮盘的分散系数。

4 轮盘疲劳安全循环寿命的确定

4.1 第Ⅰ级高压涡轮盘低循环疲劳试验 [14]

对某型发动机第Ⅰ级高压涡轮盘进行低循环疲

劳试验，在轮盘多个销钉孔出现明显可见裂纹时结

束。分别对 3个试验盘进行疲劳寿命试验，其寿命循

环数分别为 1＃：4670；2＃：3820；3＃：4350；平均寿

命循环数为 4280。从表 1中得到寿命分散系数 Y=3.25

（可靠度 p=99.87%、置信度 酌=95%，对数寿命方差

滓=0.13），计算得出安全循环寿命为 1336 个标准循

环。第Ⅰ级高压涡轮盘试验件装配关系如图 1所示；

试验第 I级高压涡轮盘在试验器上的安装方案如图

2所示。

4.2 第Ⅱ级高压涡轮盘低循环疲劳试验 [18]

对某型发动机第Ⅱ级高压涡轮盘进行低循环疲

劳试验，由于涡轮盘的中心孔出现裂纹，扩展速率较

快，可能导致盘破裂发生危险性故障，而传动臂销钉

孔裂纹的影响可能不大（根据具体试验裂纹萌生寿

命、扩展速率、方向确定）。所以，如果中心孔未出现裂

纹时，传动臂销钉孔已出现裂纹，只要裂纹局限在传

动臂安装边，未通过传动臂向轮盘本体扩展，则继续

试验；若发现裂纹已通过传动臂向轮盘本体扩展，则

终止试验。传动臂试验寿命按此时的循环数确定，最

后得到该涡轮盘试验循环数为 5000循环。第Ⅱ级涡

轮盘试验装配关系如图 3所示；试验第Ⅱ级高压涡轮

盘在试验器上的安装方案如图 4所示。

根据表 1的处理方法，当只有 1个试验结果时，

寿命散度系数为 4。但考虑到销钉孔处应力较高，疲

劳寿命分散度小，寿命分散系数取 4不是很合理。传

动臂销钉孔共有 16个，按照销钉孔裂纹扩展到盘转

接 R 处作为发生故障，符合基于正态分布任意第 k
个试验寿命次序来确定散度系数[14]，根据试验结果，

有 3个销钉孔裂纹扩展到盘转接 R 处。故而得到 16

个样本的第 4 个寿命次序量的散度系数为 2.2972 [5]

图 1 第 I级高压涡轮盘试验件装配关系

图 2 试验第 I级高压涡轮盘在试验器上的安装方案

图 3 第Ⅱ级高压涡轮盘试验装配关系

椎A 椎E 椎B 椎C 椎F 椎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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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度 p=99.87%、置信度 酌=95%，对数寿命方差

滓=0.13），由该分散系数得到的预定安全循环数为第 砖
级高压涡轮盘 2531循环，第域级高压涡轮盘 2354循

环。其他相关研究还可参见文献[16-17]。

5 展望

综上所述，根据国内外对疲劳寿命分散系数研究
的进展，确定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1）对于航空发动机轮盘用高温合金，由于不同

温度下和应变状态下疲劳分散性差别很大，应开展对
其分散系数的研究。
（2）对于服从对数正态分布的分散系数研究，应

不断积累高温合金的疲劳试验结果和真盘试验结果，
经过统计得到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标准差 滓0。
（3）由于航空发动机轮盘通常有多个具有相同的

结构、应力和温度的部位，同应力多危险部位分散系
数有待进一步研究。
（4）寿命服从 3参数的威布尔分布的疲劳寿命分

散系数研究较少，可做进一步研究。
（5）进一步开展疲劳分散系数的工程化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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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样条曲线的压气机特性内插算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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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北京 100084；2.中航工业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研究所，江苏无锡 214063）

摘要：针对压气机特性曲线中未知转速数据难以精确计算问题，提出了基于样条曲线的内插算法。在分析压气机性能曲线特

点基础上，通过制作压比 /效率 -流量、流量 -转速 2组辅助线，并使用样条曲线对其进行拟合，基于拟合结果计算测试转速下的

特性数据，进而完成了对某型压气机压比 /效率特性的内插计算。结果表明：基于样条曲线的内插算法比 RBF神经网络算法准确性

更高，并具有良好的工程应用价值。

关键词：压气机；性能；样条曲线；内插算法；仿真计算；RBF网络；燃气轮机；热力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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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olation Algorithm of Compressor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S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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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unknown rotating speed data of compressor characteristics were not easy to calculate accurately, a interpol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spline was presented . The spline curves were used to fit the auxiliary lines of compression ratio/efficiency to mass flow and
mass flow to rotating speed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compressor characteristics. The characteristics data were calculated at test speed based on
the spline-fitting results. The interpolation algorithm of pressure ratio/ efficiency characteristics of a compressor were comple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lgorithm is more accurate, and has better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value than an algorithm based on RBF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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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作为燃气轮机的 3大部件之一，压气机的特性对

于仿真结果有显著影响。通过试验获取压气机特性费

用高昂，且难以获得全部转速下的数据。因此，根据有

限的试验数据获得压气机的未知特性数据具有重要

意义。压气机特性具有很强的非线性特征，采用传统

的线性插值方法难以获得理想的精度，因此许多学者

研究压气机特性计算的新算法，如神经网络方法[1-3]、

模糊辨识方法[4]、滑动最小二乘法[5]等。神经网络算法

对于已知转速线的拟合效果很好，理论上可以达到与

试验值无限逼近；但其拟合精度与泛化能力相矛盾，

难以在获得良好拟合精度的同时达到良好的插值效

果[6]。模糊辨识方法对于压气机特性的拟合精度比神

经网络的稍差，并且能否用于未知转速数据的插值计

算，以及精度如何等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而滑动最

小二乘法算法复杂，计算量较大。样条曲线作为 1种

非线性方法，其原理简单，计算速度快，且拟合结果能

够完全保留样本数据。

本文基于样条曲线的特点，构造了压气机特性

图的辅助线并对其拟合、插值，进而完成特性曲线

的计算。

1 压气机特性的内插计算

典型的压气机特性曲线如图 1所示。它包括压比特

性曲线和效率特性曲线 2部分，图中数据为相对值[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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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次多项式拟合结果

压气机的特性一般表示为

仔=f(m觶，n)

浊=g(m觶，n) (1)

式中：仔为压气机压比；浊为压气机效率；m觶为压气机
流量；n为压气机转速。

在一般情况下，在压气机出厂前会对其进行测

试，记录某些转速下的压比、流量和效率等数据。但是

这些数据不可能包含所有的转速，因此在工程中需要

根据已有的数据推算未知转速下压气机特性[8]。基于

试验数据的压气机特性内插计算是指通过已知等转

速的数据推算未知等转速线数据，该目标转速值在已

知数据转速值的范围内。

从式（1）中可见，特性参数压比和效率都是双变

量参数，因此需要进行 2次插值计算才能确定。在插

值变量的选择上，每个特性参数都有 3 种方案，即

仔/浊-m觶，m觶 -n,仔/浊-n的组合。通过分析各类方案的效

果，本文选用 仔/浊-m觶，m觶 -n的插值方式。

基于样条曲线的压气机特性进行计算（图 1），该

数据包含 25 条等转速线，相对转速范围为

0.3172~1.1623，分别对应转速 n1-n25。本文选取 n4,

n10，n18，作为目标内插等转速线的测试样本，其他转
速下的数据作为训练样本。

2 样条曲线

样条曲线是指通过样本节点来确定的光滑曲线，

曲线的形状由这些点确定，在节点两边样条曲线段光

滑。按照控制点处曲线的连续阶数，样条曲线具有不

同的阶次。比如最常用的 3次样条曲线，在控制点处

第 2阶导数连续，即其曲率连续变化。类似的还有斜

率连续的 2次样条曲线以及更高次的样条曲线。

下面给出 3次样条曲线的严格数学定义[9]。

设 1组数据点 Pi(xi,yi)，i=1,2,3,…,n且 hi=xi+1-xi＞
0,i=2,3,4,…,n。若有 y=S(x)满足以下条件：

（1）在 Pi(xi,yi)点上有 y=S(xi)；

（2）S(x)在区间[x1,xn]上 2阶连续可导；

（3）在每个区间[xi,xi+1]上，S(x)是 x不高于 3次的多项

式。

则 S(x)称为过点 Pi(xi,yi),i=1,2,3…,n 的 3 次样条

函数，由该函数构成的曲线称为 3次样条曲线。3次

样条曲线的求解方法已非常成熟[10]，本文不再赘述。

从定义可知，3 次样条曲线拟合数据的本质是通过

“分段低次”代替单纯地增加拟合多项式的次数，从而

更加适合对非线性曲线进行拟合计算。

分别利用 5次多项式和 3次样条曲线对同 1组

数据进行拟合的结果如图 2所示。从图中可见，3次

样条曲线的拟合效果远好于多项式的。图中“spline”

特指 3次样条曲线。

3 压气机特性内插算法

为了对压气机特性进行内插计算，本文使用了 2

（a）压比特性

（b）效率特性
图 1 压气机特性曲线

（b）样条曲线拟合结果

图 2 多项式与样条曲线拟合效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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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BF压比特性结果

（b）RBF效率特性结果

图 4 RBF神经网络内插结果

（b）m觶 -n辅助线

组辅助线，具体以压比特性计算为例进行说明。

（1）构造辅助线

特性曲线有 25条等转速线，每条等转速线上有

8个点，形成 1个 25×8的点阵 A。在压比特性图上，

依次连接点阵 A的每 1列就形成 8条辅助线，如图 3
（a）所示。从图中可见，每条辅助线都是 1条参数为

仔,m觶的曲线，这就是进行 仔-m觶参数拟合的对象。

对于m觶 -n插值，需要提取各条辅助线上点的流量
和转速数据，重新绘制出需要插值的 8条曲线，其结

果如图 3（b）所示。

（2）m觶 -n插值
分别使用 RBF网络和样条曲线对 8条m觶 -n辅助

线进行拟合，得到 8个 RBF网络和 8条样条曲线；将

目标转速 n4，n10，n18分别代入训练好的网络或样条

曲线，得到该目标等转速线与辅助线相交 8个点的流

量值。

（3）仔-m觶插值

分别使用 RBF网络和样条曲线对 8条 仔-m觶辅助

线进行拟合，然后将（2）中m觶 -n插值所得流量值代入
该网络或样条曲线中就得到辅助线与该等转速线相

交 8个点的压比值。

（4）做出压比曲线

根据（2）和（3）获得的流量与压比值，在压比特性

曲线图上可以获得 8个点，这就是内插得到的目标转

速压比特性曲线。其上、下边界分别由第 1和第 8条

辅助线界定。

压气机效率特性的内插与此类似，只需将（3）中

的拟合对象替换成 浊-m觶辅助线即可。

4 结果和分析

按照第 3章所述方法，针对图 1数据中 n4,n10,

n18 3条等转速线进行内插计算。RBF网络和 3次样

条曲线的结果分别如图 4、5所示。

3条测试等转速线内插计算的压比结果和效率

结果分别如图 6、7 所示。图中 RBF指 RBF神经网

络，spline指 3次样条曲线。图 6中 RBF网络的 n18

插值结果看似 n17的插值结果，这只是由误差引起的

巧合。

内插结果均方根误差和平均相对误差见表 1、2。

（a）仔-m觶辅助线

图 3 辅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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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 RMSE为均方根误差，MRE为平均相对误差。

从表中结果可知，3次样条曲线的内插精度要优

于 RBF神经网络的。这是因为 RBF网络要求大量的

训练样本，且其准确性和泛化性是 1对矛盾。对于本

例来说，m觶 -n辅助线的训练样本较少，且曲线形态变
化大，因此 RBF网络难以在准确性和泛化性上都获

得满意的结果，插值误差较大，传递到第 2次 仔/浊-m觶

插值上使整体插值精度下降。而样条曲线对于形态变

化较大的曲线拟合效果较好，且受样本数量限制较

小，因此具有更好的内插精度。

为了验证这一结论，使用 3次样条曲线代替 RBF

网络对m觶 -n插值，仔/浊-m觶插值仍使用 RBF网络，插值

结果的平均相对误差见表 3。表 3显示 RBF与样条

曲线结合的插值方式相对单一 RBF插值，压比结果

均更好，且转速越高差别越明显；效率结果低转速 n4

（a）spline压比特性结果

（b）spline效率特性结果

图 5 3次样条曲线内插结果

图 6 等转速线的压比插值结果

图 7 等转速线的效率插值结果

表 1 等转速线压比特性内插误差

n4

n10

n18

RBF

8.40E-03

6.60E-03

6.15E-02

spline

1.10E-03

7.69E-05

1.96E-04

RBF/%

7.83

4.50

5.05

spline/%

3.38

0.45

0.37

RMSE MRE

表 2 等转速线效率特性内插误差

n4

n10

n18

RBF

2.50E-04

1.24E-04

8.56E-05

spline

7.71E-05

1.82E-05

4.22E-05

RBF/%

2.12

1.30

0.98

spline/%

1.11

0.53

0.66

RMSE M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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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RBF-样条曲线结合方法的平均相对误差

压比 /%

效率 /%

算法

RBF

RBF-spline

RBF

RBF-spline

n4

7.83

5.63

2.12

2.47

n10

4.50

1.42

1.30

0.96

n18

5.05

0.23

0.98

0.46

插值精度稍低，中高转速 n10精度相当，n18精度提高。

结合图 3可知，因为中低转速区m觶 -n基本呈线性变
化，样条曲线的拟合优势并未显现。

5 结论

（1）基于某型发动机特性数据，构造了 仔/浊-m觶，m觶
-n辅助线，并分别使用 RBF神经网络和 3次样条曲

线插值计算，获得了测试等转速线下的特性曲线。

（2）3次样条曲线内插效果优于 RBF神经网络的，

其优势在于对m觶 -n辅助线的计算。
（3）基于 3次样条曲线内插计算压气机特性可以

获得较高的精度，对提高燃气轮机仿真精度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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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功率谱熵在转子振动定量诊断中的应用

白 斌，白广忱，李 超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针对旋转机械振动过程的复杂性和振动故障产生的随机性，提出了 1种以信息熵理论为基础，通过多测点、多转速下的

功率谱信息熵（功率谱熵）差矩阵来描述旋转机械振动过程变化规律的故障定量诊断方法。采用在转子试验台模拟转子振动的 4种

典型故障，得到 4个测点多转速下的振动故障数据；对这些故障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求其功率谱熵矩阵。结果表明：通过对转子振

动故障信号进行实例计算和分析，该方法在转子振动故障分类和故障严重程度判断方面效果良好。

关键词：转子振动；故障诊断；信息熵；信息融合；功率谱熵；差矩阵；旋转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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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rocess Power Spectrum Entropy in Rotor Vibration Quantitative Diagnosis
BAI Bin袁BAI Guang-chen袁LI 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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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complexity of rotating machinery vibration process and the randomcity of vibration fault, a fault quantitative

diagnosis method which described the change disciplinarian of rotor vibration by power spectrum information entropy渊power spectrum entropy冤
difference matrix under more measurement points and multi-speed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entropy theory was presented. Four typical
failures of rotor vibration were simulated based on rotor experiment and vibration fault data under more points and multi -speed were
collected, and then the power spectrum entropy matrix was calculated through analyzing and processing the data. The result show that the
validity of the method between distinguishing the rotor fault types and determining the fault severity is proved to be effective by example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of rotor vibration fault sig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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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转子不但是旋转机械的核心部件，还是其振动源

和主要故障源。有时故障诊断要从定量角度根据故障

的危害程度以及发展趋势而定。自 20世纪 80年代以

来，基于振动的现代故障诊断方法得到了很大发展，

但是，对于旋转机械，特别是大型复杂的旋转机械，其

几何结构庞大且复杂，需要利用信息融合技术对多传

感器的信息进行融合分析，以避免单个传感器采集信

息分析出现的高几率虚警、漏报和混淆现象[1]。信息熵

是对系统不确定程度的描述[2-5]，是定量指标，可用于

转子振动状态变化情况的定量分析。近几年，信息熵

方法作为信息处理手段在国内外得到了长足发展，在

医学、信息、航空航天、石油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澳

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 Endo等[5]应用最小熵解卷

积技术来增强现有的基于滤波技术自回归模型，用于

识别传动装置，特别是齿轮的局部故障；中国的徐可

君等[6-8]提出基于 Kolmogorov熵和 Lyapunov指数能谱

熵的航空发动机转子—机匣系统状态识别和故障诊

断新方法；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 Yang等[9]提出采用

结构熵检测信号中的故障特征；格拉斯哥大学的 Li

等[10]用 Hubert光谱和信息熵进行内燃机故障诊断；西

安交通大学的屈梁生等[11]将信息熵作为衡量设备可

诊断性和可维护性的定量方法，用熵距来区分机械潜

mailto:baibi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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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障类别；空军工程大学的李俊涛等[12]利用多元联

合熵对航空发动机性能进行深入分析，为航空发动机

及其他复杂旋转机械系统监控提供了 1种新的方法。

但上述均为基于状态的故障诊断方法，缺少对振动过

程规律的描述。华中科技大学的陈非等[13]提出了基于

过程的定量诊断方法，通过多测点多转速下的信息熵

矩阵很好地描述了振动过程的变化规律；霍天龙等[14-15]

将熵与 SVM相结合对转子进行故障诊断；白斌等[16]

将 SVM进行改进对发动机转子故障识别，准确度得

到提高。

本文基于信息融合思想，通过转子试验台模拟 4

种典型故障特征信号，以信息熵方法为基础，利用融

合过程功率谱熵差矩阵对转子振动的故障类型以及

故障严重程度进行定量诊断研究。

2 功率谱熵的过程定量诊断方法
2.1 振动信号的信息熵特征

信息熵最早是香农为解决信息的量化度量问题

而提出来的，其基本概念为：假设 M是可测集合类 H
生成的 啄代数和具有 滋（滋(M)=1）测度的勒贝格空间，

且可表示为其有限划分 A=（A i）中互不相容集合的形

式，即：M=
n

i=1
A i，且 A i∩A j=0，坌i≠j，则对于该划分 A

的信息熵为 S（A）=-
n

i=1
滋（A i）log滋（A i） （1）

式中：滋（A i）为集合 A i的测度，i=1,2,…，n。
对于转子振动频域信号，需要进行信息熵特征提

取，进而求出功率谱熵。

设单通道信号 x(t)的离散傅里叶变换为 X (棕)，则

其功率谱为 S（棕）= 1
2仔N |X（棕）|2。由于信号从时域变

换到频域的过程中能量是守恒的[13]。即

撞x2（t）驻t=撞|X（棕）|2驻棕 （2）

因此，S={S1，S2，…，SN}可以看作是对原始信号

的 1种划分。由此可以定义相应的信息熵，即功率谱

熵（记作 H f，下标 f表示频域）

Hf=-
n

i=1
q i log q i （3）

式中：q i为第 i个功率谱在整个谱中所占百分比。
功率谱熵表征了单个通道振动信号的谱型结构

情况。振动能量在整个频率成分上分布得越均匀，则

信号越复杂，不确定性程度也就越大。对于转子振动

故障诊断来说，由于缺少定量指标，单利用信息熵对

转子故障进行诊断效果不太理想。在转子振动典型故

障状态下，可以根据表征转子各系统状态的信息熵大

小及其工作状态来判断是否有故障。然而，对于任意

1种故障，由于采集振动波形的时刻和测点不同，计

算得到的功率谱熵值有一定的分布区间。4种典型故

障的重叠功率谱熵区域见表 1，如果某一未知故障类

型的功率谱熵值为 1.0，就很难判断此类故障属于这

4种故障中的哪 1种。

2.2 基于过程功率谱熵的定量诊断方法

假设功率谱熵矩阵 A(M×N)是转子振动任意 1

种典型故障的诊断样本，其中 M表示升速或降速过
程中振动信号采样点数，N表示振动信号的测点数。
矩阵 A中的任意 1个元素 A ij就表示在第 i个采样转
速下第 j 个通道的功率谱熵值。对于未知故障类型的
振动信号(即目标振动信号)进行同样的升速或降速数

据采集，就可以得到 M×N的功率谱熵矩阵 B。为了
比较功率谱熵矩阵 B和 A的过程规律，首先将 2个

矩阵相减求得功率谱熵差矩阵 H
H=B-A （4）

分别求功率谱熵差矩阵 H的均值和方差矩阵

E（H）= 1
M×N

M

i=1

N

j=1
H ij （5）

D（H）= 1
M×N

M

i=1

N

j=1
[H ij-E（H）]2 （6）

同理，可以求出目标振动信号与转子典型振动故

障之间的功率谱熵差矩阵的均值和方差。通过求取其

中均值绝对值和方差的最小值，就可进行故障判别。

功率谱熵差矩阵的均值绝对值越小，表示目标振动信

号的功率谱熵值分布区间与故障样本振动信号的功

率谱熵值分布区间越接近，即目标振动信号属于这种

故障类型

转子不平衡

轴系不对中

支座松动

转子碰摩

功率谱熵的分布区域

0.9600～2.7500

0.8950～1.6778

1.1600～2.6406

0.8600～1.7236

表 1 转子振动故障的功率谱熵分布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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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的可能性越大，反之亦然。若目标振动信号的功

率谱熵值分布区间与各故障样本振动信号的功率谱

熵值分布区间都很接近，则就要通过信号功率谱差矩

阵的方差值进行比较。功率谱熵差矩阵的方差反映了

2种故障的相似程度，方差越小，表示目标振动信号

的功率谱熵值的过程分布规律与振动故障样本功率

谱熵值的过程分布规律越接近，即目标振动信号属于

该故障的可能性越大，反之亦然。

3 转子振动故障模拟试验
转子升速过程是由很多状态构成的过程，在不同

转速下，振动形态不同，按照转速间隔或时间间隔采

集的振动波形记录了丰富的信息。1种故障在某一时

刻或某一状态下引起的振动表现具有一定的分散性

和随机性，但在 1个过程中却有其规律性。多测点、多

转速下的信息熵值组成的信息熵矩阵是多种状态的

综合，这个信息熵矩阵反映了振动信号的过程规律。

因此，可以通过信息熵矩阵来描述转子振动信号的过

程规律。

转子试验台和试验测量系统如图 1所示。为了研

究转子振动的过程特征，在转子试验台上进行了 4种

典型故障（转子不平衡、轴系不对中、支座松动和转子

碰摩）的模拟试验；每种故障都在 1000～3000 r/min

转速范围内来模拟，每种情况都分别进行多次升降速

试验，振动信号采样的转速间隔设为 100 r/min；试验

系统布置了 4个振动测点（测加速度），即 4点振动信

号，因此每次升降速试验能采集到每种故障模式的

84组振动信号（1组振动信号对应某一振动测点的 1

个采样转速下的振动波形）来反映升速或降速的过程

特征，进而对每种故障都可得到多个能反映其过程特

征的原始数据集合。

每组振动波形信号都可以求出上述的功率谱熵

值，对任意 1种故障，计算出最能反映其过程特征的

那次试验的多测点、多转速下的功率谱熵值，得到 1

个以功率谱熵矩阵作为该种故障的故障诊断样本。

4 计算实例

4.1 转子振动故障功率谱熵矩阵计算

通过 MATLAB编程对采样得到的各故障模式的

振动信号进行计算，得到其功率谱熵矩阵。各种故障

的功率谱熵值的分布区间见表 1。对于任意 1 种故

障，由于采集振动波形信号的时刻和测点不同，计算

得到的功率谱熵值会在一定的数值范围内波动，有一

定的分布区间。因此，仅仅依靠信功率谱值来进行故

障诊断是行不通的。

4.2 目标信号选取和故障功率谱熵差矩阵计算

在相同试验条件下模拟的另外 1次支座松动故

障的 3维图作为目标振动信号，如图 2所示。

把目标振动信号（图 2）的功率谱熵矩阵分别与

每种故障的功率谱熵矩阵样本相减，得到 4个信号功

率谱熵差矩阵，如图 3～6所示。分别求得 4个信号功

率谱差矩阵的均值绝对值和方差，其结果见表 2。

图 1 转子试验台及其测量系统

图 2 目标振动信号的功率谱熵矩阵

转速 /×100 r/min 测点

图 3 与不对中故障的功率谱熵差矩阵
转速 /×100 r/min 测点

图 4 与不平衡故障的功率谱熵差

转速 /×100 r/min 测点

图 5 与碰摩故障的功率谱熵差矩阵
转速 /×100 r/min 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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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中可见，从相对应的 4种故障功率谱熵差

矩阵的均值绝对值来看，虽然可以诊断出目标信号的

故障模式为支座松动，但由于均值绝对值的区别不太

明显，故诊断效果不太准确。就其方差来看，目标故障

振动信号与支座松动故障功率谱熵差矩阵的方差值

最小，并与其他最小值相差 10倍以上，即目标故障振

动信号的信息值过程分布规律与支座松动故障的功

率谱熵值的过程分布规律有较好吻合，故可以诊断为

支座松动故障，与事实相符。

4.3 故障严重程度的诊断

为了用功率谱熵矩阵来诊断某种故障的严重程

度，选取支座松动故障进行诊断，以转子正常工作状

态（无故障模式）的振动信号为基准振动信号,功率谱

熵矩阵用 A表示。分别以 1个和 2个支座松动来模

拟其松动故障模式，用其振动信号功率谱熵矩阵作为

目标功率谱熵矩阵，分别用 B1和 B2表示相应 2种故

障矩阵。分别求 H1=B1-A和 H2=B2-A，并求 B1和 B2

的均值绝对值和方差，其值的大小决定了故障严重程

度，越大故障越严重；反之亦然。诊断结果见表 3。

从表 3中可见，1个支座松动的故障模式的功率

谱熵差矩阵的均值绝对值和方差明显比 2个支座松

动故障的小，说明 1个支座松动故障模式的故障严重

程度较小，这与假设相符。因此，利用功率谱熵差矩阵

可以对故障严重程度进行有效判别。

5 结论

（1）本文以信息融合理论为基础，指出了基于状

态诊断方法在大型复杂旋转机械诊断中的不足，提出

了功率谱熵转子振动过程故障诊断方法。

（2）通过转子试验获取振动故障数据，从中得到

转子振动过程信号变化规律的指标 -功率谱熵矩阵，

然后通过计算功率谱熵差矩阵的均值绝对值和方差，

能定量地比较 2次振动过程变化吻合程度，得到比较

准确的过程规律的判别结果。

（3）基于过程融合功率谱熵的转子振动故障诊断

方法能够很好地区分故障类别和判断故障的严重程度。

（4）由于大型复杂的旋转机械振动故障本身的复

杂性，因而本文方法能否有效区分故障的发生部位，

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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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D技术在航空发动机设计中的应用

李 健，邱明星，苏媛媛，田 静，吕春光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解决 MBD技术在航空发动机设计应用中的标准规范不统一和标注信息管理等问题，结合行业特点，制订了独特的通

用 +典型零部件 MBD行业标准，同时，考虑到知识信息表达和多领域应用，提出了基于视图的标注信息（Definition Based Model

Views－DBMV）管理方法，使得 3维 MBD模型成为惟一有效的知识信息数据源贯穿应用于产品的全生命周期，成功将 MBD技术工程

化应用于航空发动机结构设计中。

关键词：模型定义技术；结构设计；知识表达；视图；信息管理；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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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pplication of MBD Technology in Aeroengin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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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were some problems of MB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 aeroengine design , such as lack of unified standard and

labeling management.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 common parts and typical parts MBD standard was formulat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industrial features. Considering the knowledge expression and multi-domain application, Definition Based Model Views (DBMV) management
method was proposed. It made 3D MBD model the only effective knowledge information data sources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whole life
cycle of products, applied MBD to aeroengine design success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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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0 引言

目前航空发动机行业的产品知识信息，还是依靠

传统的 2D图方式表达和传递。随着数字化技术手段

的日新月异，产品已经进入全 3D 设计环境，同时工

厂采用先进的制造方法，大量高效自动化的加工设

备，使得产品 2D信息表示与上游全 3D数字化设计

和下游先进的制造装配已不相适应。基于模型的定义

（Model Based Definition-MBD）技术正是在该环境下

发展和应用起来，围绕 3D模型为核心进行产品设

计、制造等知识信息的表达，使得数字化技术高效地

贯穿于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国内外对 MBD技术进行

了大量相关研究，如文献[1]研究了虚拟装配环境中

3D标注的应用技术和实现方法；文献[2]结合飞机行

业 MBD技术的应用介绍了 MBD技术的内涵及应用

体系；文献[3]介绍了 MBD技术在设计制造协同过程

中的应用及其优势；文献[4]通过借鉴数字标工协调方

法，探讨了 MBD装配模型的建模过程。

本文重点分析了 MBD技术在航空发动机设计中

的应用。

1 MBD技术概述

MBD 技术最早由波音（Boeing）公司提出，并在

B737客机到最新的 B787客机项目中逐步实施并发

展成熟。波音公司在 B737客机的研制过程中提出了

MBD思想，以 3D模型为核心，辅助 2D 图纸进行产

品知识信息的表达，而在 B787 客机的研制中，将

MBD技术完全贯穿应用于产品生命周期的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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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MBD技术应用的日益广泛，美国机械工程师协

会（ASME）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制订了由相关技

术公司，以及 UG、CATIA 等 CAD 软件公司参与的

ASME Y14.41-2003 3D Digital Product Definition 和

ISO 16792-2006 Digital Product Definition Data Prac-

tices 标准，用于指导 MBD技术的应用。

MBD技术是在传统 2D信息表达方式的基础上

发展而来的，其发展过程如图 1所示。共分为 4个过

程，即 2D工程图→2D工程图（主）＋3D模型（辅）→

3D模型（主）＋2D工程图（辅）＋3D MDB模型。MDB

的核心思想是：基于 3D数字化模型进行产品数字化

信息的完整描述，即将设计和制造等知识信息共同定

义表示在 3D模型中，取消传统的 2D工程图。MBD不

是简单的 3D模型加 3D标注，其需要将产品的各种知

识合理地表示融入到 3D模型，使 3DMBD模型成为

惟一数据源贯穿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各阶段。

2 MBD技术应用基本要求

2.1 MBD行业标准

MBD技术的应用涉及到产品生命周期内的不同

角色单位，从设计源头需要结合后续应用进行技术实

施，同时也要合理地表示出制造单位的加工、装配等

信息，这就要求在 MBD的应用过程中相关单位间需

进行密切协同，设计单位在产品的 MBD设计过程中

需将工厂的工艺方案融入其中，设计人员参与工艺，

工艺人员参与设计，厂所协同应用 MBD技术。

由于 MBD的应用涉及到不同厂所单位，需要制

订统一规范的标准用于指导 MBD技术的应用，同时

发动机产品具有其独特性，多是回转体结构，零部件

结构形式比较独特规范，现有的通用标准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因此，参考国际相关标准，结合 GB/T

24734，针对发动机行业的特点，制订了独特的通用 +

典型零部件 MBD行业标准，如图 2所示。

此系列标准首先制订了 MBD通用标准，再针对

发动机典型零部件的特点，分门别类的规划制订零部

件 MBD标准，如叶片、盘、机匣等零部件标准。通过此

种行业统一、独特规范的标准形式，有效解决了 MBD

技术应用过程中的共性和个性问题。

2.2 MBD技术 3D模型内容

MBD技术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其模型包含的信息

面广、知识信息量大，3D MBD模型不仅需要表示传统

2D模型所要表示的知识信息，还需针对其 PLM特点

通过 PMI手段将设计、工艺等知识信息一体化融合。

3D MBD模型其数据集是以 3D模型为核心，从知

识信息和属性信息 2个方面进行知识表示，如图 3所示。

图中 3D模型是指包含知识信息的 3D设计模型，

由实体几何特征和辅助几何特征构成；知识信息是通

过 MBD技术以 PMI手段进行尺寸、公差、技术要求

等知识信息的表示；属性信息表达产品特征所需的不

图 1 产品知识信息的发展过程

2D工程图
2D方式进行产品数据表达

2D工程图(主) + 3D模型(辅)
2D工程图为主的完整标注
3D模型为辅的 3D设计

3D模型(主) + 2D工程图(辅)
3D模型为主的详细设计
2D工程图为辅的部分标注

3D MBD模型
3D MBD模型为核心
进行产品知识信息表达

2D

3D

图 2 航空发动机行业（通用 +典型零部件）MBD标准

航空发动机
MBD通用标准

压气机叶片

涡轮叶片

盘体

整体叶盘

机匣

管路

复杂壳体

图 3 3DMBD模型数据集内容

3D
MBD模型

知识信息 3D模型 属性信息

辅助特征几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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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尺寸和注释等信息。这些信息通过 MBD技术以

3D模型、模型属性、PMI标注方法共同融入惟一的 3D

MBD模型中。

3 MBD技术在设计过程中的应用

3.1 基于视图的标注信息管理

3D数字化模型通常使用图层（Layer）、引用集

（Component）以及组（Group）等方法进行产品信息管

理，如模型特征可以使用图层进行分类，而同类模型

则可以使用引用集或组进行管理，模型信息的管理归

根到底是为了信息表达明确和使用查看方便。

3D MBD模型其 3D标注信息作为产品知识的 1

种表达，已不仅仅是 1种特征信息，其涵盖到设计和

制造等多个领域。在 3D标注信息的管理方面，需重点

从知识信息表达和多领域使用 2方面着手，因为 3D

MBD模型作为产品全生命周期内惟一的知识信息载

体，取代了原有的 2D图纸，需要传递 2D图纸的设计

信息，同时又要便于设计与工艺人员的查看使用。本

文提出了 1 种于基于视图的标注信息（Definition

Based Model Views－DBMV）的管理方法。

基于视图的标注信息（DBMV）管理通过视图工

具将 3D标注信息与 3D实

体模型相结合，在 3D环境

中直接表达产品知识信

息，同时为了便于查看使

用和理解设计意图，充分

结合了原有 2D图纸的视

图使用习惯，使得产品知

识信息和 3D模型融为一

体，DBMV 的管理模型如

图 4所示。

DBMVs={v i : v i = V i（I）, I∈ K, i=1、2、3…}（1）

式中：v i为 DBMV视图；V i（）为某种视图的表示方式；

I为知识信息；K 为 3D MBD模型知识信息。

3D标注信息的 DBMV管理方法创建的是产品知

识信息的视图集 DBMVs（DBMVs－DBMV set），该视

图集 DBMVs由包含不同知识信息的子视图 v i组成，

而每个子视图 v i是某类或者某种知识信息的 1种视

图表示 V i（）。

3D MBD模型根据信息内容的多少，考虑到理解

使用等因素，在 3D环境中依据统一空间基准被投影

为多个视图，在不同的 3D视图中进行 3D信息的标注

和管理，而对于产品内部信息可以直接剖切 3D模型，

在 3D剖视图中进行知识信息表达，使用 UG NX软件

应用 DBMV方法的实例如图 5所示。

DBMV方法将 MBD技术融入设计过程中，建立

了标注信息的 1种管理方法。设计人员通过 DBMV

以视图集这一全新的方法构思 3D模型，表达设计意

图，同时工艺人员通过理解查看 DBMV视图，理解模

型知识信息。

3.2 标注信息与特征的互联性

基于 MBD技术的全 3D数字化设计，将知识信息

与 3D模型融为一体，使得标注信息可以直观反映在

3D环境中，与此同时 MBD技术提供了 1种互联机

制，即将 3D模型特征信息与标注信息相互关联，在设

计和查看模型特征的同时可以明确其 3D标注所表达

的知识信息，而在查看标注信息时其关联的 3D特征

可以直观反映在 3D模型中，如图 6所示。

MBD技术以 3D MBD模型为桥梁建立了标注信

息和知识特征信息的关联机制，在查看 3D标注信息

基准 A（Datum Feature Symbol A）时，其关联的 3D模

型平面特征即会高亮显示，同时在查看此平面特征

时，其关联的标注信息也会突出显示。

3.3 标注信息的简化

图 4 基于视图的标注信息

（DBMV）管理方法

图 5 DBMV应用实例

DATUMS视图 视图集
SURFACE&WELD

视图

NOTES视图

盘体表
面喷丸

V1视图
盘体表
面喷丸

V2视图

A1视图

"DATUMS"

"SURFACE&WELD"

"NOTES"

"A1"

"V1（SECTION）"

"V2 SECTION"

图 6 3D MBD模型标注信息与特征信息的互联性

"A1"

"DATUMS"（工作）

Datum Feature Symbol A（23）

"NOTES"

"SURFACE&WELD"

"V1（SECTION）"

"V2 SECTION"

PMI标注信息

基准 A 平面特征

MBD 3D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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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D技术提供了 1种全新的产品知识表达传递

方式，3D模型为惟一准确的数据源，对加工制造来

说，使用 MBD 3D模型可以直接读取模型尺寸，自动

生成刀位轨迹建立数控加工程序，基于此种知识信息

传递方式，在设计过程中，对于按照航标要求的一般

公差尺寸信息可以进行简化，即不进行标注，依据统

一的航标公差要求和 3D模型进行约束，而对于精确

控制的尺寸则需要进行详细的 3D标注，以明确相关

信息。

这种标注信息简化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标注效

率，明确关键重要尺寸，同时给后续的加工制造带来

方便。

4 结束语

本文在深入理解 MBD技术内涵的基础上，结合

航空发动机行业的独特应用特点，着重从设计角度研

究了 MBD的具体应用技术，制订了独特的通用 +典

型零部件 MBD行业标准，使得 MBD技术在统一规

范的要求下进行实施应用。提出了基于视图的标注信

息（DBMV）管理方法，并结合 UG NX 软件将 DBMV

方法应用于实践，此方法将 MBD技术与 3D模型紧密

结合，有效地解决了知识信息的管理、查看使用和传

递等问题。目前 MBD技术已全面推广应用于某型发

动机结构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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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软管在航空发动机上的应用

贾 铎，罗 鹏，邱明星，高 雷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航空发动机
Aeroengine

摘要：针对发动机管路制造偏差和运动位移的补偿要求，对金属软管在航空发动机上的应用进行研究。根据金属软管的系统、

结构尺寸、接口参数和位移补偿，采用样条曲线对软管路径进行拟合，并运用有限元求解变形后的路径形状的计算方法对金属软管

的长度和补偿工作条件下的曲率半径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金属软管的管形变化可满足发动机位移补偿要求，并为金属软管在某

型发动机上的应用提供依据。

关键词：金属软管；航空发动机；位移补偿；曲率半径

中图分类号：V23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5.01.007

Application of Metal Hose for Aeroengine
JIA Duo袁 LUO Peng袁 QIU Ming-xing, GAO Lei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 China冤
Abstract: To meet the compensation requirements for pipe manufacturing deviations and movement displacement of the engin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etal hose for aeroengine was investigated. According to metal hose of system, structure size, interface parameter and
displacement compensation requirements, the hose path was fitted by spline curve. The length of metal hose and curvature radius at
compensation work conditions were analyzed by the path shape calculation method of ANSYS finite element solving deform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ube style changes of the metal hose can meet displacement compensation requirements of engine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application of metal hose for an aeroengine.

Key words: metal hose曰aeroengine曰displacement compensation曰curvature rad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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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金属软管具有质量轻、体积小、承压高、耐腐蚀、

耐高低温、抗疲劳、柔性好等优点，能够吸收振动，补

偿安装偏移和管线位移，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船舶

和兵器等领域[1-4]。目前在航空发动机上的金属软管多

用于补偿制造偏差和热偏差，而补偿较大运动位移在

国内的大中型涡喷、涡扇发动机研制中尚未应用[5]。

本文对金属软管在工作时管形变化对位移的补

偿能力进行分析和研究。

1 金属软管设计要求

金属软管由网体部分和两端连接接头焊接而成，

其中网体又由金属波纹管、接管、环、钢丝网套焊接而

成。受金属波纹管的结构限制，金属软管不能过度弯

曲和承受轴向载荷，在承受扭曲应力或交变应力时，

寿命会大大缩短[6-9]。因此，金属软管需要在发动机上

的有限空间内合理安装和固定，同时还要满足运动位

移补偿要求，难度较大。

1.1 系统要求

（1）实现发动机和配装飞机附件机匣之间的管路

接口连接。

（2）发动机和配装飞机附件机匣共用滑油系统，

金属软管实现输送滑油系统工作介质，如图 1所示。

1.2 结构尺寸要求

（1）根据某型发动机、飞机附件机匣的空间位置

和接口要求，金属软管采用硬管和软管组合结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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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软管接口位置过两端硬管部分将发动机和飞机附件机匣接口之间

的空间角度转换为平面角度，使软管柔性部分成为 1

个平面内 1个圆弧结构形式。金属软管的结构尺寸如

图 2所示。

（2）根据发动机的系统要求，确定金属软管的规

格，见表 1。

1.3 接口位置要求

根据发动机数字样机模型，确定金属软管接口位置

（对应的接头端面圆心坐标和外法矢量），数据见表 2。

表 2中坐标及矢量信息对应的基准坐标系如图

3所示。取主安装节截面为 YZ平面，其与发动机轴线
交点为主坐标系原点（0，0），X 轴由发动机出口指向
进口，且与发动机旋转轴线重合；Z轴为从原点出发
的径向线，其正向为指向发动机正上方；Y 轴按右手
法则确定。

1.4 位移补偿要求

补偿飞机附件机匣与发动机之间相对位移公差。

其中相对位移补偿要求为 驻x=0 mm；驻y =依6 mm；

驻z=依6 mm。

2 计算方法及步骤

2.1 长度计算

软管的长度计算主要包括 2个步骤：软管路径确

定和路径长度计算，基于材料力学原理，均匀软管在

两端受约束后，其中心线形状应至少满足 2阶光滑连

续；基于高等数学原理，已知曲线起点、终点的坐标和

外切向矢量，可以惟一确定 1条 3次样条曲线[10-13]。

以表 2提供的接头端面圆心坐标为软管的起、终

端面圆心坐标，以接头端面外矢量为软管端面内矢

量，采用样条曲线对软管路径进行拟合。具体拟合方

法为：

（1）以起点为坐标原点 O，以起点－终点连线为

图 1 金属软管系统

图 2 金属软管结构

图 3 发动机主坐标系

飞附机匣

离心通风器
通大气

滑油回
油泵组

飞附放油口

飞附供油管
飞附至油箱通气管
油箱至离心通风器管

中腔回油管
后腔回油管

回油泵至油箱管

通气路
回油路
供油路

表 1 金属软管规格

名称

飞附至油管供油管

飞附至油箱通风管

中腔回油管

后腔回油管

附件机匣回油管

附件机匣回油管

至滑油箱总回油管

离心通风器至油箱通气管

软管通径

d/mm

10

10

14

14

14

14

24

24

软管外径

D/mm

17.1

17.1

22.1

22.1

22.1

22.1

34.1

34.1

代号

软管01

软管 02

软管 03

软管 04

软管 05

软管 06

软管 07

软管 08

接口位置

发动机端

飞附机匣端

发动机端

飞附机匣端

发动机端

飞附机匣端

发动机端

飞附机匣端

发动机端

飞附机匣端

发动机端

飞附机匣端

发动机端

飞附机匣端

发动机端

飞附机匣端

代号

软管 01

软管 03

软管 05

软管 07

软管 01

软管 03

软管 07

软管 08

XC

209

401

169

356

217

327

115

339

88

296

152

305

217

414

442

493

YC

218

88

218

65

-82

-144

229

-50

38

-66

-134

-171

54

-31

-253

-108

ZC

-724

-731.5

-724

-733

-727

-853

-738

-893

-717

-894

-702

-824

-701

-672

-446

-652

I

0.4226

-0.894

0.4226

-0.8941

0.3187

-0.8774

0.2604

-0.6947

0.5000

-0.9239

0.5000

-0.8774

0.9659

-0.7660

0.0000

-0.3528

J

-0.8085

0.2063

-0.8085

0.2063

-0.5595

0.0014

-0.5108

0.7193

-0.2946

0.3827

-0.4313

0.0014

-2097

0.6330

0.6428

-0.4812

K

-0.4096

-0.3975

-0.4096

-0.3975

-0.7651

0.4797

-0.8193

0.0000

-0.8144

0.0000

-0.7510

0.4797

0.1517

-0.1116

-0.7660

0.8025

坐标 外法矢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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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典型极限相对位移变化工况

OX 轴建立新的直角坐标参考系，换算出起点、终点
在新坐标系下的坐标值（x1,y1,z1）、（x2,y2,z2）以及端面矢

量在新坐标系下的值（i1,j1,k1）、（i2,j2,k2）。这一步可在

UG等 CAD软件中方便实现。

（2）样条曲线方程可写为

y=a1x3+b1x2+c1x+d1

z=a2x3+b2x2+c2x+d2

（1）

通过求式(1)的导数可得曲线的斜率为

dydx =3a1x2+2b1x+c1

dzdx =3a2x2+2b2x+c2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

（2）

（3）将起点、终点的信息代入式（1）和（2），可得到

以 a1,b1,c1,d2,a2,b2,c2,d2为未知量的方程组

y1=a1x
3

1 +b1x1

2
+c1x1+d1

z1=a2x
3

1 +b2x1

2
+c2x1+d2

y2=a1x
3

2 +b1x2

2
+c1x2+d1

z2=a2x
3

2 +b2x2

2
+c2x2+d2

j1=（3a1x
3

1 +2b1x1+c1）i1

k1=（3a2x
3

1 +2b2x1+c2）i1

j2=（3a1x
3

2 +2b1x2+c1）i2

k2=（3a2x
3

2 +2b2x2+c2）i2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3）

求解式（3）并将结果代入式（1），即得到样条曲线

的描述方程。

（4）进行曲线积分计算样条曲线长度 l

l=
x2

x1
1+ dy dx蓸 蔀 2+ dz dx蓸 蔀 2dx姨 （4）

（5）假定位移补偿，即起点与终点相对位移发生

变化时，硬管部分只有平动，而无转动，即起点与终点

的端面法矢量不变。计算发生典型极限相对位移变化

（即表 3所示的 9种工况）时，拟合得到的样条曲线的

长度，取所有工况中的样条曲线的最大长度为软管设

计的基准长度。

计算一端固定，另一端法向矢量不变、而位置在

驻y，驻z 构成矩形区域内变化时的极限情况下样条曲
线的长度，如图 4所示。

2.2 曲率半径计算

对于式（5）描述的曲线，可看作某一动点的运动

轨迹，则该动点

x=x(t)
y=y(t)
z=z(t)

扇

墒

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

（5）

运动速度和加速度矢量为

v軆=dx/dt i軆+dy/dt j軆+dz/dtk軋 （6）

w軑=d2x/dt2 i軆+d2y/dt2 j軆+d2z/dt2k軋 （7）

式中：i軆, j軆,k軋为沿坐标轴方向的单位矢量。
对于有显式表达式的曲线，可直接求其导数进而

获得速度与加速度信息，在只有曲线坐标信息时，可

采用有限差分的方法进行求解[14-15]。

由运动学中的惠更斯定理，加速度与速度满足

w軑=w軑子+w軑n，w軑n=|v軆|2/籽n （8）

式中：籽为曲率半径；w軑子，w軑n分别为加速度沿轨迹切向

（速度方向）和法向的分量。

所以有

|w軑|2=|w軑子|2+|w軑n|2 （9）

|w軑子|=|w軑|·cos（w軑，v）=|w|· w軑·v軆
|w軑|·|v軆| （10）

|wn|=|v|2/籽 （11）

图 4 极限相对位移变化工况

工况

1

2

3

4

5

6

7

8

9

驻x/mm

0

0

0

0

0

0

0

0

0

驻y/mm

-6

-6

-6

0

0

0

0

0

0

驻z/mm

-6

0

6

-6

0

6

-6

0

6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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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号

软管 01

软管 02

软管 03

软管 04

软管 05

软管 06

软管 07

软管 08

R/mm

205.525

222.160

538.798

579.086

857.436

574.688

559.649

3526.417

R_D_ratio

12.019

12.992

24.380

26.203

38.793

26.004

16.412

103.414

R/mm

202.960

219.393

438.840

227.807

471.039

333.135

452.643

688.922

R_D_ratio

11.869

12.830

19.857

10.308

21.314

15.074

13.274

20.203

驻x/mm

0

0

0

0

0

0

0

0

驻y/mm

0

0

-6

6

6

-6

-6

6

驻z/mm

-6

6

-6

-6

6

-6

-6

-6

安装状态 最小 R状态

通过式（9）、（10）和（11）即可求解出曲率半径 籽。
对于按某一工况进行样条曲线拟合得到路径的

软管，在其它位移补偿工况时，软管形状必然发生改

变，曲率半径也发生改变。本文采用有限元法对其他

工况下的变形进行计算（如图 5所示）。软管分析建模

采用了以下假设：

（1）相对于软管管体，管接头及相关组件刚性较

大，假定在位移补偿中，接头端面只有平动，而无转动。

（2）软管内波纹管的波长相对其长度为小值，壁

厚较薄，而网套沿长度方向较为均一，假定软管管体

截面惯性距沿其长度方向均匀分布。

具体实施步骤为：

（1）建立软管在样条曲线工况下的路径曲线模型；

（2）采用管单元对路径曲线进行单元划分；

（3）输入管截面尺寸参数和材料信息；

（4）一端进行完全零位移约束，另一端按补偿工

况要求的位移值施加平动位移，并约束转动位移；

（5）进行几何非线性求解。

从有限元计算结果中提取位移变形信息，并计算

变形后的路径坐标，然后基于前述方法进行曲率半径

的计算。

3 计算结果及分析

3.1 长度计算结果

软管长度计算结果

见表 4。其中 l_hose为按样

条曲线拟合计算的软管

长度，dis_max 为所有极限

位移补偿工况下软管起

点与终点之间最大直线

距离。

软管实际长度的取值，无疑不能小于表 4中的

dis_max（起点、终点最大间距），过长则会出现长度“冗

余”而导致曲率半径偏小，也容易引起振幅偏大相互

碰摩。

3.2 曲率半径计算结果

软管曲率半径的计算结果见表 5。其中“安装状

态”是指无位移补偿即 驻x=驻y=驻z=0的情形；“最小 R
状态”是指在所有极限位移补偿工况中，平均曲率半径

最小的情形；R 表示软管路径上的平均曲率半径；R、
D_ratio分别为软管路径曲率半径与软管外径的比值。

4 结束语

（1）在某型发动机金属软管设计时，从结构、工艺

等方面继承现役金属软管的成熟技术，降低研制风险。

（2）金属软管长度和静态弯曲半径满足在发动机

上的安装和固定要求；工作时的最小曲率半径符合动

态弯曲半径要求。

（3）金属软管能够满足发动机的位移补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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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动斜坡 /燃气发生器方案燃料掺混性能研究

谭大刚 1，唐功建 1，宋冈霖 1,2，陈 飞 1，位立军 3

（1.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四川西昌 615606；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北京 100191；3. 93469部队，石家庄 050071）

摘要：为了研究气动斜坡喷注器在提高掺混、点火及稳定火焰方面的作用，通过数值仿真方法，对气动斜坡及单孔直喷 /燃气

发生器 2种方案冷流掺混流场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气动斜坡方案在燃烧室中能形成更强、更复杂的流向涡结构，对增进燃

料掺混作用明显；在燃烧室后半段 2种方案羽流面积相差不大，但是气动斜坡方案燃料质量中心在燃烧室中心区域附近，直喷方案

燃料质量中心更靠近燃烧室上壁面，气动斜坡方案燃料分布更加均匀，到燃烧室出口处，掺混效率比直喷方案的高约 1 0%；与直喷

方案相比，气动斜坡方案对主流的影响更小，总压恢复性能优于直喷方案的，在燃烧室出口处，总压恢复系数比直喷方案的高约

1 0%。

关键词：气动斜坡喷注器；单孔直喷喷注器；掺混性能；超燃冲压发动机；数值仿真

中图分类号：V235.2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5.01.008

Research of Fuel Mixing Performance for Aerodynamic Ramp Injector
TAN Da-gang1, TANG Gong-jian1, SONG Gang-lin1,2, CHEN Fei1, WEI Li-jun3

渊1. China Xichang Satellite Launch Center, Xichang Sichuan 615606, China;
2. School of Astronautics,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3. 93469 Troop, Shijiazhuang 050071,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aerodynamic ramp injectors on the mixing enhancement, fuel ignition and flameholding, the
non-reacting flow field of the aerodynamic ramp configuration was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transverse injector configu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erodynamic ramp induces a more intense streamwise vortex structure, which obviously enhances the fuel mixing efficiency. These two
configurations have little difference on the flume area in the bottom half of the combustor. In the aerodynamic ramp configuration, the fuel is
concentrated around the combustor central region, resulting in a more uniform fuel distribution. In the transverse injector configuration, the
fuel is concentrated near the combustor top wall. At the combustor exit, the mixing efficiency of the aerodynamic ramp configuration is
approximately higher by 10% than that of the transverse injector configuration. Furthermore, due to fewer disturbances on the main flow, the
aerodynamic ramp configuration provides a higher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by 10% than that of the second. at the combustor exit.

Key words: aerodynamic ramp injector; transverse injector; mixing performance; scramjet engine曰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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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超燃冲压发动机具有结构简单、质量轻、成本低、

比冲高（高马赫数飞行时）和速度快的优点，并且无需

携带氧化剂，因此具有更大的有效载荷，这些优点为

高超声速巡航导弹和高超声速航空器提供了理想的

动力装置。但是，由于在超燃冲压发动机燃烧室内来

流速度快，燃料在燃烧室中的停留时间是毫秒级的，

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燃料与来流的混合、点火并

实现稳定、高效的燃烧，难度很大。尤其是液体碳氢燃

料，还要考虑液滴破碎、雾化和蒸发过程，更增加了流

动燃烧的复杂性和研究的困难性。因此，如何实现超

声速来流与燃料喷流的高效、快速混合是超燃冲压发

动机研制过程中关键且复杂的问题。

近年来，气动斜坡作为 1种有效的增进掺混的喷

注方式，受到了广泛关注。S.K.Cox等[1-3]于 20世纪 90

年代初首先提出了气动斜坡喷注方式的概念，并设计

了 9孔气动斜坡喷注器，通过试验研究了气动斜坡喷

mailto:E-mail:songgangli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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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不同展向间距、侧偏角、横向喷射角度、动压比等对

燃料掺混性能的影响；Jacobsen等[4-7]提出了更为简便

的 4孔代替 9孔气动斜坡方案，4孔气动斜坡去除了

中间喷孔，同时加大了剩余喷孔的内偏角，有利于流

向涡的形成，并且对于提高燃料射流和降低壁面热负

荷有益；A. M. Bonanos等[8-12]对气动斜坡结合等离子

点火器方案进行了深入研究，表明气动斜坡结合等离

子体点火器是 1 个可行方案（燃烧效率最高可达

75%）；国内学者对气动斜坡喷注器也进行了相关研

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史新兴 [13]在 2010 年设计了

气动斜坡结合高焓燃气发生器的方案，并试验证实了

该种火焰稳定方案燃烧效率高（可达到 90%）、工作

性能稳定。但是，在该方案中燃气发生器的功率较大，

不排除所得出的结论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燃气发生器。

本文针对上述问题开展了气动斜坡 /燃气发生

器方案与单孔直喷 /燃气发生器方案对比研究，以验

证气动斜坡在各方案中所起的作用。

1 物理模型和计算方法

1.1 燃烧室及喷注器模型

燃烧室结构简图如图 1所示。燃烧室为双侧扩

张，共分为 6段，全长 1310 mm，高度方向尺寸保持不

变，为 32 mm。燃气发生器喷孔中心距燃烧室入口

328 mm，喷孔直径为 5 mm。气动斜坡及单孔直喷 /燃

气发生器组合方案如图 2（a）所示，气动斜坡由 4 个

直径为 1.4 mm的喷孔组成，分成 2排，第 1排喷孔中

心与燃烧室入口的距离为 300 mm，第 2排喷孔流向

间距为 8倍喷孔直径（11.2 mm），展向距离为 4倍喷

孔直径（5.6 mm）；单孔直喷结合燃气发生器方案如图

2（b）所示，燃料喷孔面积与 4个气动斜坡燃料喷孔总

面积相同，喷孔直径为 2.8 mm，喷孔中心位置与气

动斜坡中心位置相同，距燃气发生器中心位置为

22.4 mm。

1.2 计算域划分及计算条件

本文计算采用商业软件 Fluent进行模拟，网格划

分采用 Gambit软件进行处理。由于燃烧室为对称结

构，因此为了节约计算资源沿对称面取燃烧室一半区

域为计算域。对计算域采用分块处理，除气动斜坡喷

孔外均采用结构化网格。对不同区域网格采用不同疏

密处理，对流动梯度大的地方，如喷注器及燃气发生

器附近区域采用更密的网格以提高计算精度；对壁面

附近网格采用等比加密处理，附面层共 18层，其中第

1层尺寸为 0.005 mm，增长率为 1.3。气动斜坡与单孔

直喷模型仅在燃料喷孔附近区域的网格有差异，在其

他区域的网格完全相同，网格总数均为 600万。喷注

模块附近网格分布局部如图 3所示。

计算中采用文献[14]推荐的 DES方法，选择分离

求解器求解；连续、动量、能量方程采用 2阶迎风格式

图 1 燃烧室

（a）气动斜坡/燃气发生器方案

（b）单孔直喷/燃气发生器方案
图 2 气动斜坡及单孔直喷 /燃气发生器组合方案

（a）气动斜坡网格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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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单孔直喷网格局部
图 3 网格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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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乙烯质量分数分布

（d）单孔直喷模型 X=0.5 m截面

0

0.01

0.02

0.03

Y /m
0.04 0.02 0 -0.02 -0.04

（e）气动斜坡模型 X=0.6 m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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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单孔直喷模型 X=0.6 m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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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湍流模型为 SST k-棕湍流模型，并且经过统计
燃烧室壁面 y+均小于 4，满足选用 SST k-棕湍流模型
时对壁面 y+的要求，说明网格划分和计算是有效的。

边界条件设置如下：

（1）燃烧室入口条件：质量入口，流量为 483.75

g/s（总流量的一半），质量分数分布，氧气为 0.232，氮

气为 0.688，水蒸气为 0.08，模拟来流马赫数为 2.0，总

温为 1200 K，静压为 0.108 MPa；

（2）气动斜坡及单孔直喷方案喷嘴入口条件：质

量入口，燃料为乙烯，流量为 12.9 g/s(总流量的一半，

当量比 0.4)，总温为 300 K；

（3）燃气发生器入口条件：质量入口，流量为

8.5g/s，质量分数分布，氧气为 0.02，一氧化碳为 0.46，

二氧化碳为 0.26，水蒸气为 0.26，总温为 3000 K；

（4）燃烧室出口条件：外推压力出口；

（5）壁面条件：采用无滑移壁面条件，并且满足绝

热和零压力梯度条件。

1.3 网格无关性验证

为了保证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并且由于气动斜

坡方案与单孔直喷方案仅在燃料喷孔附近区域网

格有差异，因此对气动斜坡模型进行了网格无关性

验证。分别对 200万、600万、1200万 3套网格进行

计算，对比无量纲燃料羽流面积（定义如下文）计算

结果如图 4所示。结果表明：3条曲线沿流向变化趋

势相差不大，200 万网格曲线值略高于其他 2 条曲

线的，600万与 1200万网格曲线重合度较高，综合

考虑计算精度和经济性认为网格总数为 600万是合

理的。

2 计算结果与分析

2.1 冷流掺混流场分析

气动斜坡方案和单孔直喷方案喷嘴下游 X=0.4，

0.5，0.6 m截面的乙烯质量分数分布如图 5所示。通

图 4 网格无关性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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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气动斜坡模型 X=0.4 m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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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单孔直喷模型 X=0.4 m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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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气动斜坡模型 X=0.5 m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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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单孔直喷模型

图 7 壁面摩擦力线

（a）气动斜坡模型
0.3 0.4

0.3 0.4

过对比可了 2种方案乙烯分布差别明显，在 X=0.4 m

截面内气动斜坡方案乙烯分布主要集中在几个单独

的区域内，而单孔直喷方案乙烯分布集中在 1个圆形

区域内；随着沿流向方向发展 2种方案乙烯逐渐沿展

向扩散，气动斜坡方案乙烯扩散到多个区域，而单孔

直喷方案乙烯分布仍然比较集中。结合如图 6所示的

相应截面的涡量分布可见，各截面的涡结构分布与图

5中乙烯质量分数分布是相对应的，在燃料喷流进入

超声速燃烧室后，影响燃料掺混的最主要因素是主流

中的流向涡结构。相比于直喷方案，气动斜坡方案在

流场中形成了更复杂的流向涡结构，并且各截面涡强

度均明显大于直喷方案的，在 X=0.5 m截面处，气动

斜坡方案中心涡强度最大值约为 400000 s-1，而单孔

直喷方案流场中心涡强度最大值约为 150000 s-1，并

且沿流向方向发展涡结构逐渐从截面中心靠近壁面，

同时涡强度逐渐减弱。

喷嘴出口所在壁面（燃烧室底面）的表面摩擦力

线如图 7所示。图中反映了 2种组合方案所产生的主

要流场结构，其中包括乙烯喷流羽流沿壁面的流动轨

迹、羽流区域展向宽度、燃气发生器喷孔前后的分离

区等。从图中可见，气动斜坡方案在壁面形成了葫芦

状流线，在不对超声速主流构成大的阻碍的情况下，

为下游的燃气发生器喷流起到过渡和保护的作用，因

此，气动斜坡没有在流场中形成强的弓形激波，弓形

激波集中在燃气发生器附近；相比之下，直喷方案对

主流的影响较大，上游来流在燃料喷嘴附近受到了阻

碍，在喷嘴前形成了较大的弓形激波，此时，燃气发生

器对主流的影响减弱，在燃气发生器附近没有明显弓

形激波存在，预计气动斜坡方案给燃烧室带来的总压

（f）单孔直喷模型 X=0.6 m截面

图 6 涡量分布

（a）气动斜坡模型 X=0.4 m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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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单孔直喷模型 X=0.4 m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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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气动斜坡模型 X=0.5 m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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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单孔直喷模型 X=0.5 m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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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气动斜坡模型 X=0.6 m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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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会小于直喷方案的。此外，由于气动斜坡方案的

燃气发生器使其上游的来流在此受到阻碍，从而分成

2股绕过燃气发生器的喷流，使羽流区在下游迅速变

宽，因此，气动斜坡方案羽流展向宽度明显宽于单孔

直喷方案的，有利于燃料在展向区域扩散。由迹线的

分布可知，在气动斜坡喷嘴附近及燃气发生器后部区

域均产生了流动分离区，单孔直喷方案分离区主要集

中在燃气发生器喷孔后部区域，分离区的存在能够进

一步促进燃料的掺混。

3维流场结构分布如图 8所示。从图中可见，沿

流向气动斜坡方案涡结构更为复杂，能量更强，涡衰

减速度更慢，相对于单孔直喷方案涡能够传播更远的

距离，对于燃烧室全长 1.31 m的结构，整个传播过程

对燃料掺混的影响能够持续更远。并且随着单孔直喷

方案涡结构的迅速削弱，可以预见在燃烧室后半段气

动斜坡方案掺混效率将会更高。

2.2 定量结果分析

为了定量分析流场中燃料与空气的掺混效果，本

文引入 4个判断流场掺混性能的定量参数：无量纲燃

料羽流面积 A /A u（A）为横截面上燃料质量分数大于
0.5%的区域面积，A u 为当地燃烧室内通道横截面

积），总压恢复系数 滓[15]，燃料羽流穿透深度 z+及掺混

效率 浊m。

掺混效率反映截面上燃料和空气来流的掺混程

度，将计算区域内的富燃和富氧区域分别进行统计，

富燃区域内有效掺混的燃料质量为完全反应时该区

域内消耗的燃料质量，而富氧区域内有效掺混的燃料

质量为该区域内所有燃料的质量。定义为

浊m= m觶 f,mix
m觶 f,tot

= ∫琢r 籽udA '
∫琢mix 籽udA '

（1）

琢r=
琢mix ，琢mix≤琢s
１-琢mix
１-琢s

琢s，琢mix＞琢s

扇

墒

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
（2）

式中：m觶 f,mix为有效掺混的燃料质量流量；m觶 f,tot为
总的燃料质量；琢r为有效掺混的燃料质量分数；琢s为
乙烯和空气的化学当量质量分数，取值为 0.068；琢mix
为乙烯的质量分数。

燃料羽流穿透深度

z+=∫籽u琢zdA '
∫籽u琢dA '

（3）

式中：籽、u、琢 分别为当地网格单元内流体的密
度、沿燃烧室流向的速度和乙烯的质量分数；z 为网
格单元中心的 z坐标（喷孔所在壁面 z坐标为 0）。

总压恢复系数

σ ∫籽uPtdA '
∫籽肄u肄Pt,肄dA '

（4）

通过这些参数可以对 2种方案获得的流场掺混

情况做定量比较，其定量计算结果如图 9～12所示。

（a）气动斜坡模型

（b）气动斜坡模型

图 8 ３维流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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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无量纲燃料羽流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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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9 中可见，在 0.3~0.6 m 范围内，直喷方案

羽流面积要大于气动斜坡方案的，在 0.6 m至出口范

围内 2种方案羽流面积相差不大；从图 10中可见，在

燃烧室的前半段，直喷方案的燃料掺混效率高于气动

斜坡方案的，但是在燃烧室后半段，气动斜坡方案掺

混效率明显超过了单孔直喷方案的，到计算域出口处

比直喷方案高约 10%；穿透深度反映了各截面大部

分燃料在高度方向的分布，如图 11所示。在燃烧室后

半段气动斜坡方案及单孔直喷方案燃料穿透深度分

别为 0.017 m 及 0.023 m 左右，而燃烧室高度为

0.032 m，因此，气动斜坡方案各截面燃料质量中心集

中在燃烧室中心区域附近，而直喷方案更靠近燃烧室

上壁面。

结合图 5、6分析可知，由于气动斜坡方案涡的结

构更复杂、强度更强，在燃烧室前半段乙烯分布主要

集中在几个强涡结构中，而单孔直喷方案涡强度更

弱，乙烯分布更分散，并且分布更均匀，因此在燃烧室

前半段直喷方案乙烯羽流面积更宽，掺混效率更高。

但是随着沿流向方向发展，尽管 2种方案羽流面积相

差不大，但是气动斜坡方案的强涡结构对流场的影响

能够持续更远，并且气动斜坡方案形成的复杂的流向

涡结构始终驻留在超声速主流中，燃料在强涡结构的

卷吸下能够保证在主流中心区域掺混扩散，其穿透深

度在燃烧室中心附近；而直喷方案涡强度更弱，并且

燃料羽流更加集中，因此穿透深度大，分布更不均匀，

并且在 X=0.5 m下游燃料分布靠近燃烧室上壁面，部

分燃料处于上壁面附面层内无法实现与主流高效掺

混，因此其掺混效率低于气动斜坡方案的。

总压恢复系数是评价燃烧室性能的 1个重要参

数。从图 12可见，气动斜坡方案较直喷方案在燃烧室

全场均具有更高的总压恢复系数，这与前文分析气动

斜坡对主流的干扰作用更小是相符的。在燃气发生器

下游主导总压损失的因素为壁面摩擦，沿流向方向 2

种方案总压恢复系数均逐渐减小，由于流向涡结构有

利于实现低损失的高效掺混，因此在燃气发生器形成

的激波结构下游，涡强度更大的气动斜坡方案的总压

恢复性能优于单孔直喷方案的，在燃烧室出口处气动

斜坡方案总压恢复系数比直喷方案的高约 10%。

4 结论

本文通过对气动斜坡 /燃气发生器及单孔直喷 /

燃气发生器 2种方案的冷流流场进行计算，对比研究

了 2种方案对燃料乙烯的掺混性能的影响，得到以下

结论：

（1）在展向方向，气动斜坡方案燃料分布在几个

相对独立的区域内，而单孔直喷方案的燃料分布更集

中。在 0.3～0.6 m范围内，直喷方案羽流面积要大于

气动斜坡方案的，在 0.6 m至出口范围内 2种方案的

图 10 掺混效率

图 11 燃料羽流穿透深度

图 12 总压恢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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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流面积相差不大，但是在燃烧室后半段，气动斜坡

方案燃料分布更加均匀；

（2）气动斜坡方案在流场中能够形成更加复杂的

涡结构，涡强度更强，这些流向涡对增进燃料掺混作

用明显；

（3）气动斜坡及单孔直喷方案燃料穿透深度分别

为 0.017 m和 0.023 m，气动斜坡方案燃料分布更靠

近燃烧室中心，单孔直喷方案燃料分布更靠近燃烧室

上壁面，由于上壁面附面层作用，影响了单孔直喷方

案燃料与主流的掺混效果。

（4）在燃烧室的前半段，直喷方案的燃料掺混效

率高于气动斜坡方案的，但是在燃烧室后半段气动斜

坡方案掺混效率明显超过了单孔直喷方案的，到计算

域出口处掺混效率比直喷方案的高约 10%。

（5）与直喷方案相比，气动斜坡方案对主流的影

响更小，总压恢复性能更优，在燃烧室出口处，总压恢

复系数比直喷方案的高约 10%。

综上所述，气动斜坡方案能在燃烧室中形成更强

的流向涡结构，其掺混效率及总压恢复性能均高于直

喷方案的，数值模拟的开展为后期试验研究打下了一

定的基础，初步验证了气动斜坡和燃气发生器组合方

案在超燃燃烧室中应用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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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型涡扇发动机尾喷管流动特性研究

齐海帆，高 扬，郝晓乐，朱彦伟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西安 710089）

摘要：针对某型双涵道分开排气涡扇发动机尾喷管模型的流动特性进行了数值计算研究和试验验证。利用 NASA典型尾喷管

模型的推力系数对比研究结果验证了数值方法的可行性，采用验证后的数值方法获得了不同飞行条件下和发动机工作状态下某型

发动机尾喷管模型内、外涵道的流量系数和推力系数数据及其变化规律，并将数值计算结果与该型发动机在相同工况下的地面台

架试验数据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在试验工况全范围内，发动机进口空气流量的计算值与试验值的最大偏差为 1.8%，总推力的计算

值与试验值的最大偏差不超过±0.5%。

关键词：尾喷管；流动特性；涡扇发动机；数值计算；地面台架试验；总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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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Exhaust System Flow Characteristics for a Turbofan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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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parate-flow exhaust system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 of a turbofan engine was analyzed through numerical method
and experiment. Compared with typical exhaust system model test data from NASA, the numerical method was verified. The exhaust flow
coefficient and the thrust coefficient of the turbofan engine under different flight conditions were obtained by the numerical method.
Comparing the calculate data with the data obtained from the engine ground bench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in the scope of all test
conditions, the maximum deviation of the engine inlet air flow rate between the calculated value and the test data was 1.8%, and the
maximum deviation of the engine total thrust between the calculated value and the test data was no more than 依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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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获取发动机尾喷管特性曲线是利用燃气发生器

法确定发动机飞行推力的关键环节之一[1-2]。在国内外

对尾喷管流动特性的大量研究中，尾喷管流量系数和

推力系数特性曲线一般通过比例模型吹风试验、实体

台架试验以及 CFD模拟试验等方法获得[3-10]。随着计

算机技术和数值计算方法的快速发展，数值计算已经

成为现代发动机设计时所采用的 1种非常重要的方

法。美国 GE 公司的 CF34-10A 和 CFM 公司的

LEAP-X1C等涡扇发动机在进行尾喷管特性研究时

均采用数值模拟与模型试验相结合的方法。

本文针对某型分开排气涡扇发动机尾喷管流动特

性进行数值研究，得到了不同飞行条件和不同发动机

工作状态下的尾喷管流量系数和推力系数数据，并与

该型发动机地面台架稳态试验数据对比，验证了计算

结果的可靠性，为后续型号试飞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撑。

1 尾喷管物理模型和数值计算方法

1.1 物理模型与边界条件

计算物理模型为某型分开排气涡扇发动机尾喷

管结构，如图 1所示。

建模时对原尾喷管模型进行了以下简化：

（1）在 3维模型向 2维模型转化过程中，忽略吊

架结构和尾喷管左右 2部分结构合并时连接件等结

mailto:qihaifan02052013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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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影响；

（2）简化了内 /外涵中间壁面附近结构，去掉了

位于内 /外涵中间壁面处的狭小冷却气流缝隙；

（3）尾喷管 2维模型具有轴对称结构，为减少计

算网格量，只取其上半部分结构；

（4）忽略壁面粗糙度和局部结构缺陷等因素的影响。

为了保证发动机进、排气不会对计算结果造成影

响，使喷管外流场更接近实际情况，计算区域选择如

图 2所示。计算区域设置如下：长为 51×L，宽为 31×

R，喷管出口到压力远场边界为 35×L（L 和 R 分别为
尾喷管的特征长度和特征半径)。尾喷管外流边界采

用压力远场边界条件；内、外涵尾喷管进口均采用压

力进口边界条件；尾喷管出口后下边界设置为对称边

界条件；内、外涵出口截面用来监控内、外涵出口截面

的流速、压力、质量流量等参数；内、外涵道的内外壁

面用来监控壁面受力情况。

1.2 网格划分与计算方法

计算区域整体采用结构化网格，在尾喷管模型计

算域内采用带有边界层的局部加密结构化网格。整个

计算区域共 17.9万网格，其中尾喷管模型计算域网

格为 4.2万，尾喷管附近加密区域网格为 11.5万。

采用商用软件 Fluent的耦合隐式稳态求解器求

解 2维 N-S方程，选择能量方程，湍流模型选用标准

k-着模型，近壁区域采用标准壁面函数法，离散格式
采用 2阶迎风格式。

2 数值计算方法验证

为了验证上述计算区域选择、网格划分、边界条

件设定和数值计算方法设置的合理性，针对 NASA典

型双涵道分开排气尾喷管模型[6]采用上述数值计算方

法获得其试验工况下的推力系数，计算数据与试验数

据的对比结果如图 3所示。

结果表明：当尾喷管外涵落压比 FNPR较小时，误

差略大，最大误差为 1.67%；FNPR>1.9(临界压比)时，误

差趋于稳定，约为 0.23%。在所研究工况范围内，数值

计算值与 NASA试验值均很好地吻合，说明计算区域

选择合理，网格划分可行，边界条件设置恰当，数值计

算方法可靠。

3 尾喷管流动特性计算结果

3.1 内、外涵流量系数计算结果

为了更加清晰地表明气动参数对尾喷管内、外涵

流量系数的影响情况，将尾喷管外涵流量系数的计算

结果整理为不同 Ma条件下，外涵流量系数 Cd，Fan随外

涵落压比 FNPR变化的曲线；内涵流量系数的计算结果

整理为不同外 /内涵进口总压比 Pt,Fan,in/Pt,Core,in条件下，

内涵流量系数 Cd,Core随内涵落压比 CNPR变化的曲线。

内、外涵流量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Cd,Core=
W act,Core

W id,Core
（1）

Cd,Core=
W act,Fan

W id,Fan
（2）

式中：W id,Core和W id,Fan分别为内、外涵的理想质量流量；

W act,Core和W act,Fan分别为内、外涵的数值计算质量流量。

外涵流量系数 Cd,Core的计算结果如图 4所示。图

中各工况下的 Cd,Core具体值为该工况下数据与基准点

（Ma=0，FNPR=3.0）数据的相对比值，可见：

（1）当临界压比时，Cd，Fan均随 FNPR增大而快速减

小；FNPR≥临界压比时，Cd，Fan保持为常数；

（2）FNPR<1.65时，Cd，Fan随 Ma增大而大，FNPR≥1.65

时；Cd，Fan不再随 Ma改变而变化。
内涵流量系数 Cd,Core的计算结果如图 5所示。图

中各工况下的 Cd,Core具体值为该工况下数据与基准点

（Pt,Fan,in/Pt,Core,in=1.1，CNPR=2.8）数据的相对比值，结果表明：

图 2 发动机尾喷管模型计算区域

图 3 NASA典型尾喷管模型推力系数对比结果

图 1 发动机尾喷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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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NPR<临界压比时，Cd,Core随的增大先增大后减

小；CNPR≥临界压比时，Cd,Core保持为常数；

（2）CNPR<1.55时，Cd,Core随 Pt,Fan,in/Pt,Core,in增大而减小；

CNPR≥1.55时，Cd,Core不再随 Pt,Fan,in/Pt,Core,in的改变而变化。

3.2 内、外涵推力系数计算结果

尾喷管内、外涵推力系数的计算结果整理成：不

同 Ma条件下，内、外涵推力系数 Cf,Core、Cf,Fan和扣除尾

喷管后壁面力的外涵实际推力系数 Cf,Fan,act随内、外涵

落压比 CNPR、FNPR变化的曲线。3种推力系数的计算公

式如下

Cf,Core=
Fact,Core

Fid,Core
（3）

Cf,Fan=
Fact,Fan

Fid,Fan
（4）

Cf,Fan,act=
（Fact-Fact,Core）

Fid,Fan
（5）

式中：Fid,Core、Fid,Fan分别为内、外涵的出口理想推力；

Fact,Core、Fact,Fan分别为内、外涵的数值计算的出口推力；

Fact为扣除壁面力的数值计算的尾喷管出口总推力。

内涵推力系数 Cf,Core 的数值计算结果如图 6 所

示。图中各工况下的 Cf,Core具体值为该工况下数据与

基准点（Ma=0，CNPR=2.8）数据的相对比值，结果表明：

（1）当 CNPR<1.7时，内涵推力系数 Cf,Core随 CNPR的增大

而减小，Cf,Core随 Ma的增大而增大；（2）当 CNPR≥1.7

时，Cf,Core随 CNPR的增大而增大；（3）当 CNPR≥2.1 时，

的变化不受马赫数的影响。

外涵推力系数 Cf,Fan 的数值计算结果如图 7 所

示。图中各工况下的 Cf,Fan具体值为该工况下数据与

基准点（Ma=0，FNPR=3.0）数据的相对比值，结果表明：

（1）Cf,Fan 随 FNPR 的变化存在 1 个拐点 FNPR1，当

FNPR>时 FNPR1，Cf,Fan不再随 Ma的改变而变化，只随 FNPR

的增大而增大；

（2）不同 Ma条件下，Cf,Fan的拐点值 FNPR1不同，Ma
越大，FNPR1越小；

（3）当 FNPR<FNPR1时，Cf,Fan随 Ma的增大而减小；Cf,Fan

随 FNPR的增大先缓慢增大后快速减小。

扣除尾喷管出口后壁面力的外涵实际推力系数

Cf,Fan,act曲线如图 8所示。图中各工况下的 Cf,Fan,act具体

值为该工况下 Cf,Fan,act数据与基准点（Ma=0，FNPR=3.0）

数据的相对比值。从图中可知：

图 4 发动机尾喷管外涵流量系数相对值计算结果

图 5 发动机尾喷管内涵流量系数相对值计算结果

图 6 发动机尾喷管内涵推力系数相对值计算结果

图 7 发动机尾喷管外涵推力系数相对值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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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f,Fan,act随 FNPR的增大整体上呈递减趋势；

（2）在同一 FNPR条件下，Cf,Fan,act随 Ma的增大而增
大，且该增大量随着 FNPR的增大而减小。

4 发动机地面台架试验结果对比验证

为了验证计算结果的可靠性，采用该型发动机地

面台架试验结果与上述数值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某型发动机进口空气流量计算值与地面台架试

验值的对比结果如图 9所示。图中的具体值为各状态

下与最大状态下空气流量的相对比值，相对误差为各

状态下的计算值与试验值的相对误差。对比结果表

明，在试验工况全范围内，发动机进口空气流量的计

算值与地面台架试验值吻合程度较好，在各发动机工

作状态下，计算值略大于地面台架试验值，二者之间

的最大偏差为 1.8%，在工程试验允许误差范围内。

发动机尾喷管出口总推力的计算值与试验值对

比结果如图 10所示。图中的具体值为各状态与最大

状态下推力的相对比值，相对误差为各状态下的计算

值与试验值的百分比相对误差。结果表明，在全工况

范围内，计算值与地面台架试验值吻合很好，二者之

间最大偏差不超过±0.5%，在工程试验允许误差范

围内。

分析认为，计算值与地面台架试验数据之间的误

差可能来源于：

（1）建立尾喷管物理模型进行的相关简化处理；

（2）在性能计算程序中，各种工况下尾喷管的内、

外涵进、出口总压损失系数采用典型经验值代替带来

的误差；

（3）数值计算所带来的微小误差，如计算模型的

本身不确定度、计算舍入误差等；

（4）发动机地面台架各试验测量参数的微小测量

偏差所引起的试验值偏差。

通过上述对比结果可知，计算值与试验值均吻合

很好，说明数值计算方法合理，计算结果可靠，在引入

适当的压力修正后可以用于某型发动机性能计算。

5 结论

（1）针对 NASA典型尾喷管模型，将数值方法的

计算值与 NASA试验数据进行对比，验证了数值计算

方法的可靠性。结果表明：当尾喷管外涵落压比 FNPR

较小时误差略大，最大误差为 1.67%，FNPR>1.9(临界压

比)后，误差趋于稳定，约为 0.23%。

（2）获得了不同工况下发动机尾喷管内、外涵流

量系数和推力系数数据及其变化规律：在临界落压比

以上，内、外涵流量系数基本保持为常数；在特定落压

比以上，内、外涵推力系数基本不随 Ma变化，只随落
压比的增大而增大；外涵实际推力系数随外涵落压比

的增大整体呈减小趋势，随马赫数的增大呈增大趋势。

（3）计算数据和发动机地面台架试验数据的对比

结果验证了计算结果的可靠性：在试验工况全范围

内，发动机进口空气流量的计算值与试验值的最大偏

差为 1.8%，总推力的计算值与试验值的最大偏差不

超过±0.5%。

图 8 发动机尾喷管外涵实际推力系数相对值计算结果

图 9 发动机空气流量计算值与试验值对比结果

图 10 发动机总推力计算值与试验值对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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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循环发动机双外涵匹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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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带核心机驱动风扇的双外涵变循环发动机，提出了 1种用于双外涵匹配分析的数值模拟方法。利用计算流体力学

Fluent软件对其初步流路进行了研究及优化，在此基础上对双外涵模式流场、不同前涵道引射器状态下的单外涵模式流场进行分

析。结果表明：第 1外涵道的角度和流通面积对总压恢复系数的影响较大；在由双外涵模式转换到单外涵模式过程中，应将前可变

面积涵道引射器开到最大以减小总压损失。该方法能够有效地应用于双外涵变循环发动机流路优化及双外涵匹配分析，为变循环

技术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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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V211.4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5.01.010

Study on Double Bypass Matching of Variable Cycle Engines
HAN Jia, SUN Li-ye, ZHANG Yue-xue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Aiming at the double bypass matching on a variable cycle engine with coreengine driven fan stage, a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was presented. An initial flowpath of variable cycle engine were analyzed and optimized by a CFD sofiware Fluent. The flow fields of
double and single bypass mode with different front variable area bypass injector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ngle and areas of the
first bypass has observably influence on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The front variable area bypass injector should be opened as big as
possible to decrease the total pressure loss when shift the double bypass mode to the single bypass mode.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can be used
in flowpath optimization and double bypass matching analysis. This study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study on the variable cycl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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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对于变循环发动机（Variable Cycle Engines，

VCE），可以通过调整其部件的几何形状、尺寸和位

置，改变其循环参数，使得在亚声速、跨声速和超声速

等不同状态下具有良好的性能[1-3]。20世纪 60年代[4]，

美国研制了双外涵带核心机驱动风扇（CDFS）的

F120发动机[5-7]，同期多国提出了不同的变循环发动

机概念。

稳定快速地实现模式转换是保证变循环发动机

正常工作的关键，其涉及部件的调节规律和涵道之间

的流动匹配[8-11]。在进行带 CDFS的双外涵变循环发

动机的外涵流场数值模拟时，若将风扇、CDFS及双

外涵联算，将极大地增加计算难度；若单纯地去掉旋

转部件，其涵道内的流动状态又不易保证。

本文提出了 1种用于变循环发动机双外涵匹配

分析的数值模拟方法，包括给定计算域的简化及边界

条件，并应用该方法研究双外涵变循环发动机的流动

匹配。通过对初步流路进行优化，分析 VCE在双外涵

和单外涵不同工作模式下的流场特性。

1 研究方法

1.1 物理模型

双外涵变循环发动机初步流路如图 1所示。图中

CDFS 和风扇出口通向外涵的气流通道分别称为第

1、2外涵道。变循环发动机在双外涵模式工作时，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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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选择阀开启，气流由第 1、2外涵道进入外涵；在单

外涵模式工作时，模式选择阀关闭，气流仅通过第 1

外涵道进入外涵。

1.2 数学模型

根据 Boussinesq涡黏假设，忽略质量力的可压缩

黏性气体 N-S方程组[12]

连续方程 坠籽坠t +塄·（籽u軋）=0 （1）

动量方程

坠坠t（籽u軋）+塄·（籽u軋u軋）=塄·（-pI+祝） （2）

能量方程

坠坠t（籽E）+塄·（籽u軋E）=塄·[（-pI+祝）·u軋]-塄·q軋（3）

式中：I=（啄ij），为单位张量；祝为黏性应力张量；籽为密

度；u軋为速度矢量；p 为压力；E为单位质量流体总能
量；q軋为热流矢量；t为时间。

湍流模型采用标准 k-着模型[12-13]，其湍动能 k 和
耗散率 着为

坠（籽k）坠t + 坠（籽kui）坠xi
= 坠坠xj

[（滋+ 滋t

滓k
）坠k坠xj

]+

Gk+Gb-籽着-Y M （4）

坠（籽着）坠t + 坠（籽着ui）坠xi
= 坠坠xj

[（滋+ 滋t

滓着
）坠着坠xj

]+

C1着 着k（Gk+C3着Gb）-C2着 籽着2

k （5）

式中：Gk、Gb分别为由平均速度梯度和浮力影响引起

的湍动能；Y M为可压缩湍流脉动膨胀对总的耗散率

的影响；C1着、C2着和 C3着为常数；滓k和 滓着分别为湍动能
与耗散率的湍流普朗特数。

湍流黏性系数为

滋t=籽C滋k2

着 （6）

1.3 计算域及网格划分

由于本文着重研究双外涵的流动匹配，不考虑旋

转部件的流场特性，因此对初步流路进行简化，如图

2所示。选取计算域为图中黑色实线部分，从风扇出

口取到外涵中间远离前可变面积涵道引射器（前

VABI）的位置，以及内涵高压压气机的入口位置，将

计算域边界适当延长以满足计算精度要求。CDFS简

化为 cdfsin及 cdfsout2个边界，其中 cdfsin为静压出

口边界，将 CDFS 入口的总温赋予 cdfsin 边界，调节

cdfsin的静压使得该边界的流量满足 CDFS入口预期

流量；cdfsout为总压入口边界，将 CDFS出口的总压

和总温赋予 cdfsout边界。将前 VABI简化为 1个可

变角度的阀门。

采用 6面体网格对 3维计算域进行网格划分，如

图 3所示。经过网格无关性检验，数量分别为 50万、

100万以及 150万时，计算结果相差在 1.5%之内，因

此选取 50万网格进行计算。采用 Fluent6.3 3D求解

器进行求解。

2 流路分析

初步流路往往不能满足预期流动状态的要求，对

单外涵模式的初步流路进行评估分析，并修改优化中

介机匣、内涵流路以及第 1外涵道的流路，以保证流

动状态满足预期要求。

以单外涵模式发动机各截面的参数为输入，保证

风扇出口、CDFS入口、CDFS出口的总压、总温和马

赫数与变循环发动机的预期参数一致。边界条件如图

4所示。在计算时，分别调整 cdfsin、outlet1和 outlet2

的静压，使得各流路的流量达到预期值。

2.1 初步流路的分析

根据初步流路所建立的单外涵计算域模型命名

为 small0模型，其总压、静压和流线如图 5所示。从

图中可见，第 1外涵道处的总压梯度较大，且在其左

壁面附近存在低速分离区，流线向右侧壁面汇聚。计

算结果表明第 1外涵道总压恢复系数为 0.823。

图 1 双外涵变循环发动机初步流路

图 2 计算域的简化

图 3 3维计算域的网格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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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模型 small0的流场分布

图 4 边界条件

计算结果表明模型 small0的各特征截面马赫数

比预期值高，与预期的流动状态不一致。为了对预期

状态下的双外涵进行匹配分析，就要对初步流路进行

优化，使总压恢复系数、马赫数与预期值一致，从而保

证流态相似[14-15]。

2.2 中介机匣及内涵流路的优化

结合气动参数与马赫数的关系[15]，根据预期值计

算出各特征截面的尺寸大小，得到模型 small1。根据

small1各特征截面马赫数的数值模拟结果与预期值

对比，再次修改流路得到 small2，如图 6所示。

图 7给出了 3个流路模型的马赫数分布。从图中

可见，small2 的各特征截面马赫数与预期值基本一

致，因此后续研究以 small2的流路为基础。

2.3 第 1外涵道流路的优化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初步流路的第 1外涵道总压

恢复系数过小，与发动机工作要求相差较大。在模型

small2的基础上对第 1外涵道流路的不同形式进行

建模。模型 small2为初步的第 1外涵道模型，small3

是在 small2基础上将第 1外涵道流路与轴线方向的

角度改为 30毅，small4是在 small2基础上将流路角度

改为 20毅，small5是在 small2基础上将第 1外涵道流

路夹角改为 20毅且保证第 1 外涵道的壁面距离与

small2的相当，如图 8所示。

在前 VABI面积开到最大的情况下进行计算得

出，在单外涵模式下，第 1外涵道的流路形式仅对外

涵流场有较大影响。不同模型的第 1外涵道总压恢复

系数如图 9所示。从图中可见，不同角度和壁面距离

对第 1外涵道的总压恢复系数影响较大。第 1外涵道

图 6 3个模型中介机匣及内涵流路对比

图 7 3个流路模型的马赫数分布

图 8 第 1外涵道流路不同形式模型对比

（a）模型 small0

（b）模型 small1

（c）模型 smal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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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压恢复系数越大，越有

利于发动机的总体性能，

其中 small5 的第 1 外涵

道总压恢复系数达到

0.964，此时第 1外涵道与

轴线夹角为 20毅。因此，后
续研究以模型 small5 为

基础进行。

3 双外涵模式流场分析

为研究双外涵向单外涵模式转换过程中，前涵道

引射器不同面积大小对流场的影响，首先需要确定出

双外涵时前涵道引射器的面积，即模式转换时的初始

面积。将可变面积的前 VABI简化为 1个可变角度的

阀门，阀门角度的改变将影响其出口的面积。基于上

述简化，确定了双外涵模式下前 VABI阀门的角度，

并对双外涵模式流路的流场进行分析。

3.1 边界条件

以单外涵模型 small5的流路为基准流路，建立双

外涵模型 big0。其边界条件如图 10所示。设 cdfsin、

outlet1和 outlet2为静压出口。从图中可见，计算时通

过调整静压，来保证 inlet、cdfsout和 outlet2的流量与

预期值相等。通过调整前 VABI开关角度和改变前

VABI的面积，使得 outlet1和 cdfsout达到预期流量。

3.2 前 VABI面积的确定

为使 outlet1 和 cdfsout 达到预期流量，改变前

VABI阀门的角度，建立了不同模型，如图 11所示。从

图中可见，模型 big0的前 VABI阀门与发动机轴向夹

角为 0毅，模型 big1、big2和 big3分别为 -20毅、-15毅和
-17毅。计算结果表明：模型 big3的各边界与预期的流

量基本一致。因此可以确定双外涵时前 VABI阀门位

置与轴线夹角为 -17毅。

3.3 流场分析

模型 big3的流场分布如图 12所示。第 1外涵道

出口处总压梯度较大，掺混截面总压与 CDFS出口总

压的比值为 0.819；经过中介机匣进入第 2外涵道的

气流流动存在明显的逆压力梯度区，但流线图显示，

该气流并没有发生分离和回流。

4 单外涵模式流场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优化了单外涵模式发动机中介机

匣、内涵流路以及第 1外涵道的流路，确定了前 VABI

阀门的角度。以单外涵模型 small5的流路为基础，分

2种情况分析了变循环发动机单外涵模式下流路的

流场：在双外涵向单外涵模式转换时，前 VABI 的面

积不变的情况；前 VABI面积开到最大的情况。

在前 VABI面积不变时单外涵模式下流路的压

力分布如图 13所示。中介机匣和第 1外涵道的总压

恢复系数分别为 0.986和 0.671。该种情况下第 1外

涵道总压损失过大。

在前 VABI面积最大时单外涵模式下流路的压

力分布情况如图 14所示。中介机匣和第 1外涵道的

总压恢复系数分别为 0.986和 0.964。

图 10 边界条件

图 11 不同前 VABI阀门角度的模型

图 12 模型 big3流场分布

图 9 不同模型的第 1外

涵道总压恢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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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1）第 1外涵道的流通面积越大、与轴向的角度

越小，其总压损失越小。在单外涵模式下，第 1外涵道

壁面距离与初始流路相当且与轴线夹角为 20毅时，总
压恢复系数可达 0.964。

（2）在由双外涵模式到单外涵模式转换过程中，

前 VABI面积不变时，前 VABI处压力损失过大，因此

单外涵模式下应将前 VABI面积开到最大以减小总

压损失。

该数值模拟方法及研究思路可用于变循环发动

机的流路优化及双外涵匹配分析，为深入研究变循环

技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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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单外涵模式下流路的压力分布

（前 VABI面积不变）

图 14 单外涵模式下流路的压力分布

（前 VABI面积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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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末合金轮盘关键部位多圆弧转接降应力研究

万江艳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验证某型航空发动机粉末合金涡轮盘低循环疲劳寿命，在旋转试验器上进行了涡轮转子的低循环疲劳寿命试验。

在试验过程中有轮缘凸块和配重块断裂飞出，导致试验失败，得出该低循环疲劳试验故障的主要原因是裂纹起始部位的局部应力

偏高。通过建立故障部位的单圆弧、双圆弧和 3圆弧局部模型进行有限元计算，研究了转接圆角处的应力与转接圆角半径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采用 3圆弧转接方法对粉末合金涡轮盘寿命考核部位进行改进设计是最佳方案，降低了轮盘考核部位应力，提高了

轮盘寿命，并通过了试验验证。

关键词：涡轮盘；粉末合金；低循环疲劳；多圆弧转接；第 1主应力；当量应力；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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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tress Reducing on Powder Metallurgy Turbine Disk Using Multi-arcs Method
WAN Jiang-yan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verify the low cycle fatigue (LCF) life of powder metallurgical turbine disk for an aeroengine, the LCF life

experiment of turbine rotor was performed on the spin tester. The failure of test was due to the flange and counterweight fracture, and the
intense local stress of the crack starting position resulted in the LCF life failure. The finite element calculation was conducted by building
the single, double and multi-arcs of failure part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ress and radius of arcs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wder metallurgical turbine was improved using the multi-arcs method. It is the best mothod to reduce the turbine stress, which
improved the turbine life, and the turbine passed the testing ve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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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轮盘是航空发动机的最关键部件之一，据美国对

民用燃气涡轮发动机的统计，所有轮盘和绝大多数轮

缘的破裂均属于非包容性故障，可导致灾难性的后

果。轮盘破裂转速预测方法[1-4]用于轮盘静强度设计，

确保轮盘在规定的超转转速下的变形在允许范围内，

在规定的破裂转速下不被破坏[5]。在工作中轮盘的失

效往往是由疲劳强度储备不足引起的，国内外学者在

轮盘疲劳寿命研究领域开展了大量工作[6-17]。提高轮

盘寿命的最有效方法是降低关键部位的局部应力。就

国内外统计资料看，所有轮盘破裂均属于非包容性故

障，轮盘破裂后的碎块能够打穿发动机机匣，可能切

断油路，破坏操作系统或击穿油箱，造成机毁人亡的

严重后果。

为验证某型航空发动机粉末合金涡轮盘[18-19]低循

环疲劳寿命，在旋转试验器上进行了涡轮转子的低循

环疲劳寿命试验，并用电炉加热方法模拟轮盘在发动

机工作状态下的温度及温度分布，叶片的离心载荷用

配重块模拟。试验的峰值转速为发动机最高工作转

速，为设计点转速的 1.025倍，谷值转速 1500 r/min。

试验尚未达到目标循环数时，涡轮盘上有 5个轮缘凸

块断裂飞出，6个配重块飞出。经断口分析认为断口

源区没有冶金缺陷，断口性质为疲劳破坏。故障的主

mailto:wjy606@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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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是裂纹起始部位的局部应力偏高。另外裂纹源

处存在加工刀痕，表面粗糙度不满足设计要求对疲劳

破坏起到了促进作用。为提高轮盘疲劳寿命，除优化

加工工艺外，需对轮盘局部结构进行改进设计。

本文对涡轮转子进行有限元建模和应力计算

分析。

1 故障部位模拟件应力分析

故障部位在涡轮盘轮缘凸块下与后挡板配合凹

槽的转接圆角处，如图 1所示。故障的主要原因是裂

纹起始部位的局部应力偏高，故障部位的局部应力随

转接圆角半径的增大而减

小。为了研究故障部位局部

应力与转接圆角半径的关

系，建立模拟故障部位的局

部模型，研究转接圆角半径

等参数对局部应力的影响，

为改进设计提供支持。

1.1 单圆弧转接模型

故障部位的单圆弧局部模型如图 2所示。选择 8

节点轴对称单元，在模型的 A、B边界上分别施加 X、
Y 方向位移为零的边界条件，对模型施加离心载荷；
在 C、D边界上分别施加分布面力 P1、P2，分别模拟后

挡板作用在模型上的载

荷和叶片及轮缘凸块作

用在模型上的离心载荷。

在边界条件和外载荷不

变的情况下，改变单圆弧

模型的转接圆角半径，研

究模型的第 1 主应力和

当量应力与转接圆角半

径的关系。

当转接圆角半径

R=2.0 mm时，模型的第 1主应力和当量应力分布如图

3所示。应力集中发生在圆角边缘很小的区域，随着与

圆角距离的增大，应力迅速降低，并很快趋于均匀。模

型中最大的第 1主应力和当量应力与转接圆角半径的

关系如图 4所示。随着圆角半径的增大，模型中最大的

第 1主应力和当量应力逐渐减小，当转接圆角半径由

0.5 mm增大到 3.0 mm时，最大的第 1主应力和当量

应力均降低了约 40%。

1.2 双圆弧转接模型

从图 4中可见，要进一步降低模型最大的局部应

力，需要进一步增大转接圆角半径。但是，由于结构限

制，转接圆角半径最大只能增至 3.0 mm。为了解决这

一矛盾，建立了双圆弧转

接模型，如图 5所示。施

加在双圆弧转接模型上

的边界条件和外载荷与

单圆弧转接模型的完全

相同，只是在转接圆角处

用 R1和 R2 2段相切的圆

弧连接，在应力较小处用

半径较小的 R1圆弧连接，

在应力最大处用半径较大

的 R2圆弧连接。

当转接圆弧 R1=1.5 mm、R2=6.0 mm时，双圆弧模

型的第 1主应力和当量应力分布如图 6所示。从图中

可见，双圆弧模型的应力分布与单圆弧模型的应力分

布规律相似，只是局部最大应力有了明显降低。当转

接圆弧 R1=1.5 mm时，双圆弧模型的第 1主应力和当

量应力随 R2的变化关系如图 7所示。从图中可见，随

着圆弧半径 R2的增大，双圆弧模型中最大的第 1主

应力和当量应力逐渐减小。当转接圆角半径由 3.0 mm

增大到 20.0 mm时，最大的第 1主应力和当量应力均

降低了约 28%。当圆弧半径 R2增加到 12.0 mm以上

时，局部应力的减小已不再明显。

图 1 涡轮盘故障部位

图 2 故障部位单圆弧

转接模型

（a）第 1主应力 （b）当量应力

图 3 单圆弧模型分布（R=2.0 mm）

图 4 单圆弧模型最大应力和圆角半径的关系

图 5 故障部位双圆弧

转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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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3圆弧转接模型

随着双圆弧模型转接圆角 R2的增大，在降低转

接圆角处应力集中的同时也减小了装配后挡板及弹

性环的凹槽空间。为了避免与后挡板干涉，转接圆角

R2的增大受到了限制。在实际结构中往往采用 3圆

弧或多圆弧方案，从而保证了在应力大的部位可采用

更大的转接圆弧，降低应力集中。3圆弧转接模型如

图 8所示。施加在 3圆弧

转接模型上的边界条件和

外载荷与双圆弧转接模型

的完全相同，只是在转接

圆角处用 R1、R2 和 R3 3

段相切的圆弧连接，在应

力较小、较大和最大应力

点处分别用半径较小的

R1、半径较大的 R2和半径

最大的 R3圆弧连接。

当转接圆弧 R1=1.5 mm，R2=8.0 mm，R3=18.0 mm

时，3圆弧模型的第 1主应力和当量应力分布如图 9

所示。

2 最终改进方案

在单圆弧、双圆弧和 3

圆弧模型研究的基础上，

对涡轮盘与后挡板配合凹

槽的局部结构进行了改进

设计，如图 10所示。

对改进方案涡轮转子

进行了有限元应力分析。

结果表明，改进方案涡轮

盘凹槽处的应力比原方案

有较大幅度的降低。改进结构的涡轮转子通过了低循

环疲劳考核试验，验证了改进方案的有效性。

3 结论

（1）普遍采用增大转接圆角半径降低应力集中结

构设计方法，转接圆角处的应力随转接圆角半径增大

而减小。本文的研究表明当圆角半径增大到足够大

时，局部应力的减小已不再明显。

（2）对于实际结构，由于受转接圆角处空间的限

制，转接圆角半径的增大往往会受到限制。这时可采

用相切的双圆弧、3圆弧或多圆弧连接。在应力小的

部位采用半径较小的圆弧，在应力大的部位采用半径

大的圆弧。

建议进一步开展考核部位不同材料模拟件试验研

究工作，研究钛合金、变形高温合金及粉末合金材料低

循环疲劳寿命与应力集中系数及应力梯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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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 NX平台模型质量检查应用与扩展技术研究

苏媛媛，毛宏图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CAD模型质量检查是通过有效的机制检查数据模型发现不符合标准、规范的问题，并及时地处理解决以提高产品的设计

制造质量。详细研究了主流 CAD平台的模型检查模块，针对 NX平台具体分析其模型质量检查 Check-Mate 机制，发掘应用

Check-Mate基于知识工程进行知识获取、封装和扩展的功能。结果表明：基于 Teamcenter PDM平台实现的应用和扩展技术方案可

有效提高模型质量，保证模型知识数据的有效性。

关键词：模型质量检查；UG NX平台；产品数据管理；知识融解；数字化设计；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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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UG NX Platform Model Quality Inspection and
Research on Extension Technology

SU Yuan-yuan, MAO Hong-tu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g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Data model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standards and specifications could be found by CAD model quality inspection method
with a effective examination mechanism. Problem could be solved timely, and quality of product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could be
improved. Checking module of the main CAD platform was studied detaily. Check-Mate mechanism was analyzed according to NX platform,
and knowledge acquisition, packaging and extended function based on knowledge engineering were develop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application and extension technology scheme based on Teamcenter PDM platform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model effectively, and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odel knowledg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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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企业产品数字化设计制造过程中，产品 CAD

模型已成为产品数据的载体，直接传递产品的设计信

息，表达产品的设计意图。CAD模型贯穿于整个产品

的设计、分析、制造和改进过程，其作为企业知识载体

直接影响和关系到企业产品的质量，针对 CAD模型

数据的重要性，如何运用现有的规范和经验从源头载

体保证 CAD模型的规范、标准已成为具有实际意义

的非常重要的问题。随着 CAD软件的广泛应用和发

展，现今企业需要快速开发出高质量的产品，针对这

一问题，各大主流 CAD软件制造商都大力发展并提供

了相应的模型质量检查机制和功能模块[1-2]。如 CATIA

用于 CAD 模型质量检查的 Free Style模块、Pro/E中

的 Model CHECK功能和对装配过程中的干涉检查、

UG NX 提供的功能强大全面的 Check-Mate 模块用

于产品模型的质量检查[3-5]。以上软件的质量检查在设

计制造企业有着广泛的应用，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UG NX 平台是 1 套数字化产品开发的完整解决方

案，基于 Teamcenter PDM平台高效合理地将 CAD、

CAE、CAM集成为 1 个有机整体完成产品设计的全

生命周期管理，其功能强大、市场应用广泛，在中国航

空发动机、汽车制造[6]等行业已成为主流 CAD软件。

本文针对 UG NX平台，结合实际应用背景，研究

CAD模型检查机制，详细分析 Check-Mate模块并提

出行之有效的应用和扩展方案。

mailto:ianleelj@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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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G NX平台模型质量检查机制

针对 CAD模型质量检查的迫切需求，UG NX平

台 从 NX 3.0 版 本 开 始 提 供 全 英 文 环 境 的

Check-Mate模块，并逐步发展完善功能，并在 NX 7.0

版本中提供了具有中文环境的 Check-Mate模块。

UG NX 平台合理的规划检查流程提出了

Check-Mate机制，并将其封装为 1个功能模块集成

于 NX环境中，提供强大丰富的 CAD模型质量检查

功能，并考虑到检查信息的查看以及模型的复查审

批，提供多种查看审批方式完成 NX平台环境下和非

NX平台情况下的检查信息查看。同时，Check-Mate

机制可以有效地集成于 Teamcenter PDM环境中，在

产品的生命周期内保证 CAD模型的质量。

1.1 Check-Mate机制检查模型

Check-Mate模块从方便执行、高效检查角度出

发，主要包括运行测试（Run Tests）和编创测试

（Author Tests）子模块，其中运行测试模块包括部件

（Parts）、测试（Tests）和运行选项（Run Options），通过

部件功能可以选择检查部件的 3种加载方式，即当前

部件、所有已加载部件和目录中的所有部件，灵活高

效的检查部件。测试功能是 Check-Mate的核心，提供

200多种检查项满足用户的需求。运行选项功能主要

设置检查信息的存储方式，并生产相应的检查信息文

件（XML格式）用于保存被检查部件的信息，此 XML

格式文件将用于模型检查信息的查看，是 NX环境、

非 NX环境以及 Teamcenter PDM平台查看模型检查

信息的数据载体文件。

Check-Mate机制模型质量检查模型的执行流程

如图 1所示。

1.2 Check-Mate机制查看检查信息

CAD模型设计人员、模型复查审批人员要根据

检查信息确定模型的质量状态，为了方便使用，

Check-Mate模块提供 2种查看机制，即 NX平台下查

看和非 NX平台查看，如图 2所示。在每种环境下，

NX都提供丰富的检查信息，如出错部件、解决建议

等，可帮助用户定位性质、解决问题。

（1）NX平台下查看检查信息

在 NX平台下可以方便调用 Check-Mate模块的

查看功能检查信息，并且每次执行检查项目后都会实

时地提供检查状态信息。

与此同时，NX7.5 版本提供了可视报告（Visual

Reporting），其有别于其他文字方式的信息查看，将问

题通过图示直接定位于 UG 3D模型中，实现图形用

户方式地交互查看，草图全约束检查如图 3所示。这

种方式简单直观，可显著提高检查模型质量状态信息

的效率。

（2）非 NX平台查看检查信息

在不调用 NX平台的情况下依据检查信息 XML

数据文件，可以简单地使用 IE查看，也可使用 NX提

供的非 NX 平台检查信息工具质量仪表盘（Quality

Dashboard）进行查看，如图 4所示。质量仪表盘工具

图 1 Check-Mate质量检查执行流程

图 2 NX平台、非 NX平台查看检查信息

图 3 NX平台查看检查信息 图 4 非NX平台查看检查信息

Part

Check-Mate
Part

Check-Mate

可视报告
（Visual Reporting）

Check-Mate Vie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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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功能相似但使用方式不同的 2种具体工具来

满足不同习惯用户的需求，这 2种工具是 Check-Mate

Viewer和 Quality Dashboard Report Generator。

1.3 Check-Mate机制与 PDM平台的集成

高效的企业产品数字化设计制造过程是依托强

大的 PDM平台进行管理运行，脱离 PDM平台的模型

质量检查将失去应用意义。UG NX依托其 Teamcenter

平台实现 CAD模型产品数据管理，并且通过 2种方

式完成 Check-Mate 机制与 Teamcenter PDM 平台的

有效集成。

集成方式 1为使用 NX管理器（NX Manager）。该

方式通过在 Teamcenter环境中使用 NX，再调用 NX

中的 Check-Mate模块运行与非 Teamcenter环境下完

全相同的模块功能完成相应的质量检查工作，这种方

式与 UG结合密切。

集成方式 2 为使用检测管理器（Validation

Manager）。检查管理器是 1 种新式的集成方式

（Teamcenter 8提供），有些情况下模型的质量检查无

需启动 UG NX，因此检测管理器完成了从 Teamcenter

环境直接调用 Check-Mate模块，使模型的质量检查

任务从 PDM环境直接独立出来，有利于责任工作的

明确。

2 UG NX平台模型质量检查扩展技术

NX UG平台的 Check-Mate机制并不是 1个封闭

环境，它使用知识融解（Knowledge Fusion-KF）封装了

用于模型质量检查的 API接口，开放了 Check-Mate模

块全面的检查功能，方便用户根据需要定制扩展

Check-Mate，使得此模块可以开发扩展包含具体行业

或者企业内部的模型质量检查规范要求。

同时，Check-Mate 机制不符合中国工程设计人

员的使用习惯，检查项的划分和使用不方便，并且

NX 7.0版本前的 Check-Mate模块无中文使用环境，

即使 NX 7.0中提供了 Check-Mate的中文环境，但其

底层如界面输入、数据显示仍然是英文，因此使用

Check-Mate的开放接口可视扩展定制符合中国工程

设计人员使用习惯的 Check-Mate模块。

Check-Mate模块使用基于知识工程（Knowledge

Based Engineering-KBE）的 KF开发封装，可以基于知

识进行扩展。Check-Mate模块本身就是工程规则知

识在标准化检查过程中的体现，是对知识的 1种把握

和功能体现。KF语言简单高效，使用其开发封装的检

查规则可以合理地表现知识，同时 KF是 1种面向对

象语言，体现面向对象的思想高效的重用知识。

Check-Mate模块的子功能模块编创测试（Author

Tests）用于完成基于知识的 KF扩展，具体扩展步骤

如下：

STEP1为知识表示。针对模型质量检查的需求，

从知识工程角度完成检查需求到检查规则知识的提

炼表示。

STEP2 为知识集成。基于 KF集成知识并使用

Check-Mate编创测试（Author Tests）子模块完成知识

获取的封装扩展。Check-Mate的知识集成应按照编

创测试的知识规则来定义知识片，如图 5所示。

按照以上步骤针对航标扩展的 Check-Mate模块

运行的实例如图 6所示。图左侧部分为 3维模型质量

检查信息，中间部分为被检查的涡轮叶片 3维模型，

右侧部分为基于 KF扩展的模型质量检查系统。

KF基于知识扩展 Check-Mate模块，实现了知识

的高效利用。从图 6中可见，能将开发的检查规则完

全 集 成 于 Check-Mate 模 块 、NX UG 平 台 和

图 5 NX Check-Mate模块 KF规则知识片

图 6 NX平台基于 KF扩展的模型质量检查系统

A-NX平台基于 KF知识扩展的质量检查系统
1—涡轮叶片 2—缘板 3—伸根 4—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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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center PDM系统，嵌入 Check-Mate模块中继承

了其合理的操作执行流程，具备了与系统本身完全相

同的检查和查看功能，实现了与 Check-Mate结构和

功能的无缝连接。

3 结束语

NX平台的 Check-Mate机制及其封装的功能模

块提供了完善的 CAD模型检查功能，并基于知识工

程使用 KF技术从知识提取、知识重用方面着手开发

封装检查项表达知识和应用知识，同时 Check-Mate

能有效地与 Teamcenter PDM平台集成，方便从整个

产品的生命周期来控制 CAD 模型的质量和标准。

Check-Mate是完成 CAD模型质量检查的有效手段，

对提高产品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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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型涡扇发动机高压转静子碰摩故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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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某型双转子涡扇发动机高压转、静子在工作中发生的碰摩现象，通过碰摩消除前后的整机振动响应对比，总结了高

压转、静子碰摩的典型振动特征，结合碰摩特点及相关振动理论研究，建立了高压压气机转、静子碰摩模型，应用龙格库塔

(Rung-Kutta)法求解模型特定转速下碰摩位置振动响应的频谱图。计算与试验结果表明：双转子结构发动机发生转、静子碰摩时靠

近碰摩位置的机匣振动响应会出现次谐波、高次谐波和组合谐波成分，且随碰摩接触面积的增加而增加。

关键词：碰摩；双转子系统；振动特征；高压压气机；涡扇发动机；转子；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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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bing Failure Study on High Pressure Rotor-Stator of a Turbofan Engine
HE Jun-jie袁 GAO Xiao-guo袁 JIANG Guang-yi袁 LIU Yang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Based on the rubbing phenomenon occurs in the process of high pressure rotor-stator for a twin spool turbofan engine, the

contrast response of engine vibration was analyzed before and after rubbing elimination. A typical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 of high pressure
rotor-stator rubbing was summarized. The rotor-stator rubbing model of high pressure compressor was built based on rubbing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ive vibration theory. The model under certain rotation spectrum of vibration response for friction touch position was solved by
Runge Kutta method. The calc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rubbing location of dual-rotor engine near the casing vibration
response will be harmonic, high harmonic and harmonic components, which increases with the rubbing contact area.

Key words: rubbing; twin spool system;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high pressure compressor; turbofan engine; rotorp; st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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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转、静子碰摩是航空涡扇发动机常见的振动故障

之一，如果转子叶片经常受到碰摩，长期受到冲击作

用，就可能导致断裂，引发严重故障。因此，研究涡扇

发动机转、静子碰摩振动特征，特别是早期碰摩特征，

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严重碰摩故障和继发性故障，

对涡扇发动机的健康运行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

外对转、静件之间碰摩问题的研究多局限于单转子系

统碰摩[1-6]，而对双转子系统碰摩故障研究较少。然而，

对于航空涡扇发动机双转子系统碰摩的振动特性及

故障诊断具有不同于常规单转子系统的显著特点。在

以往的双转子系统碰摩研究中，大都只是从理论层面

描述碰摩现象和特征[7-15]，很少涉及到双转子发动机

实际碰摩现象和特征。

本文基于某型双转子涡扇发动机高压转、静子碰

摩现象，从理论和试验 2方面研究了其发生碰摩时的

典型振动特征。

1 台架振动测点分布

某型涡扇发动机主机振动测试系统包含 4个测

点，分别位于进气机匣和中介机匣的垂直位置、涡轮

后机匣水平和垂直位置，如图 1所示。各测点均采用

加速度传感器，其中测点 1、3跟踪低压转子 1倍频振

动，测点 2、4跟踪高压转子 1倍频振动，同时各测点

的谱图显示在测试系统界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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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磨合试车碰摩振动大时的 3维谱

图 5 排故试车时的 3维谱

图 6 碰摩力模型

2 碰摩消除前后发动机的振动响应曲线

2.1 时域振动对比

某台份涡扇发动机高压转子叶片与静子蜂窝之

间由于间隙过小，在台架试车中出现测点 2振动值超

限，3维谱图频率成分复杂的现象。发生碰摩时的振

动曲线如图 2所示。

调整高压压气机转子叶片和静子蜂窝之间的间

隙后，再次进行整机试车，测点 2振动值没再发生超

限现象，各测点振动值均在限制值以内，碰摩故障消

除，其后的试车振动曲线如图 3所示。

2.2 频域谱图对比

发生碰摩时各测点的 3维谱如图 4所示。

从图中可见，测点 2振动值超限时，各测点的 3

维谱都表现为高压转子 1倍频分量值最大，低压转子

1倍频分量值相对较小；但在测点 2的 3维谱上还有

高压转子的 0.5倍频、2倍频和高低压转子的组合频

（N1+N2和 2N1+N2）。

碰摩消除后发动机慢车到中间的 3 维谱如图 5

所示。其中，测点 2中只有幅值很小的高压转子 1倍

频，高压转子的 0.5倍频、2倍频和高低压转子的组合

频率没再出现。其他测点主要为高低压转子的 1倍

频，且振动值较小。

据试验数据分析和碰摩故障的经验，某型涡扇发

动机高压压气机转、静子碰摩具有以下 4个典型特征：

（1）各测点都表现为高压转子 1倍频振动显著，

靠近碰摩位置的测点 2处还有高压转子 0.5倍频、高

压转子 2 倍频和高低压转子的组合频率（N1+N2和

2N1+N2）。

（2）测点 2振动信号中的高压 1倍频随转速增大

而增大，并且在达到最大转速前超限。

（3）在碰摩消除后，测点 2正常的振动谱中只有

高压转子的 1倍频，且振动值很小。

（4）发生碰摩时，随转速增大，碰摩面积增加和部

位增多，振动值随之增大。

3 碰摩力方程

当高压压气机转子叶片与静子机匣蜂窝碰摩时，

假设转子与机匣的碰撞为

弹性碰撞，Kc 为静子机匣

与转子叶片接触时的径向

刚度，转子叶片与机匣的

摩擦符合库伦定律，f为转
子与机匣接触时的摩擦系

数，琢 为碰摩点与 x 轴的
夹角，棕为转子角速度，碰
摩力模型如图 6所示。

图 1 振动测试系统测点位置

图 2 碰摩时的试车振动曲线

图 3 碰摩故障消除后的试车振动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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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子轴心与机匣中心的相对位移为

c= （x1-x2）2+（y1-y2）2姨 （1）

式中：x1、y1分别为转子中心位置坐标；x2、y2分别为静

子机匣中心位置坐标。

转子与静子机匣的非线性碰摩力可表示为

PN=（c-啄）kc

PT=fPN （c≥啄）
（2）

式中：PN为径向摩擦力；PT为切向摩擦力；啄为转、静
子初始间隙。

在 x、y坐标系中，摩擦力表示为
Px（x,y）=-PN cos 琢+PT sin 琢
Py（x,y）=-PN sin 琢-PT cos 琢

（3）

其中

sin 琢= y2-y1

c ，cos 琢= x2-x1

c （4）

碰摩力矩阵可以表示为

Px

Py
=-（c-啄）kc

c
1 -f
f 1

x2-x1

y2-y1

（5）

4 动力学方程

某型涡扇发动机转子动力学分析模型如图 7

所示。

基于结构和模态相似理论对发动机支承结构简

化，高压压气机转、静子碰摩模型如图 8所示。图中

k1、c1、k2、c2、k3、c3、k4、c4、k5、c5、k6、c6、k r、cr 分别为主安装

节、辅助安装节、机匣、前支承、后支承、转子的等效刚

度和阻尼，F1、F2分别为低、高压转子不平衡量激振力。

双转子系统的动力学方程组为

m1z咬 1+C1z觶 1+K1z1-C12z觶 2-C13z觶 3-K12z2-K13z3=
m

i=1
P1（赘）k（啄-c）3/2（1-j滋）e j茁1

m2z咬 2+C2z觶 2+K2z2-C21z觶 2-C24z觶 4-K21z2-K24z4=0

m3z咬 3+C3z觶 3+K3z3-C31z觶 3-C34z觶 4-K31z1-K34z4=F1cos 棕1t+F2cos 棕2t

-
m

i=1
Pi（赘）k（啄-c）3/2（1-j滋）e j茁1

m4z咬 4+C4z觶 4+K4z4-C42z觶 2-C43z觶 3-K5z2-K43z3=F1cos 棕1t+F2cos 棕2t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6）

选取不同的 赘t模拟不同的碰摩接触面积，调整

弹性恢复系数 Kc来改变碰摩力的大小，对高压压气
机碰摩模型进行各种碰摩面积和碰摩力的计算，从而

获得高压压气机碰摩时的振动响应特征。在计算中选

取低压转速频率 f1=187 Hz、高压转速 f2=210 Hz，

赘=2仔f2，应用龙格库塔(Rung-Kutta)法对式（6）进行计

算，得到轻微碰摩和较重碰摩时碰摩位置响应，分别

如图 9、10所示。

计算结果表明：

（1）双转子结构高压转、静子碰摩时的机匣振动

响应会出现次谐波、高次谐波和组合谐波成分，其中

高压转子 1倍频振动最为明显。

（2）随碰摩接触面积的增加，机匣振动响应幅值

增大。

（3）谐波出现与接触力和接触面积有关。

图 7 某型发动机转子动力学分析模型

图 8 双转子高压压气机碰摩模型

图 9 双转子转、静件轻微碰摩振动响应频谱

图 10 双转子转、静件较重碰摩振动响应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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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1）双转子涡扇发动机高压压气机发生碰摩时，

靠近碰摩位置的机匣振动响应会出现较复杂的频率

成分，而远离碰摩位置的机匣响应不明显。

（2）在靠近碰摩位置测点的机匣振动响应中碰摩

转子 1倍频最显著，同时还伴随有碰摩转子的分频、

倍频和 2个转子的组合频，其他位置测点碰摩转子 1

倍频振动显著。

（3）随碰摩时间增加、转速增大和开车次数增加，

机匣振动响应也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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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飞机短舱防冰系统冻雾天试验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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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民航 25部适航规章 1093（b）（2）条款民用飞机短舱防冰系统在冻雾天环境中的性能要求，通过构建开放式结冰条

件模拟装置，对民用飞机短舱防冰系统在特定的地面冻雾条件下的性能进行了验证，并在真实的航空发动机运转条件下进行适航

验证试验，详细给出了民用飞机短舱防冰系统地面冻雾天试验的方法。结果表明：试验方案科学合理，试验方法符合短舱防冰系统

对民航 25部适航规章的要求，并在某型飞机上得到成功应用。该试验方法可为其他型号飞机地面冻雾天试验提供参考。

关键词：地面冻雾天试验；防冰系统；适航验证；航空发动机；民用飞机；短舱

中图分类号：V228.7+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5.01.014

Experimental Study for Anti-icing System of Civil Aircraft Nacelle in Ground Freezing and Fog
LI Zhi-mao1, LI Ge-ping1, WANG Da-wei1, WEI Ran2

渊1. Shanghai Aircraft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Commercial Aircraft Corporation of China, Shanghai 201210, China;
2. AVIC Aerodynamic Research Institute, Harbin 150001, China冤

Abstract: According to rule 1093(b)(2) of Part 25 Airworthiness Regulation about the requirement of anti-icing system of civil aircraft
nacelle in ground freezing and fog, a freezing in open environment simulator was buil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ystem in ground freezing and
fog was verified. Airworthiness test was carried out in the real aeroengine operating condition. The test method for anti-icing system of civil
aircraft nacelle in ground freezing and fog was provided in detai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sting program is feasible, the method was
conform to Part 25 Airworthiness Regulation about the airworthiness requirement of anti-icing system of civil aircraft, and it has been
applied on an aircraft type successfully. The method could be used in other aircraft types.

Key words: ground freezing fog test; anti-icing system; verification for airworthiness; aeroengine; civil aircraft; nacelle

航空发动机
Aeroengine

收稿日期：2013-10-01
作者简介：李志茂（1984），男，硕士，高级工程师，从事发动机防冰系统设计和试验工作；E-mail：lizhimao@comac.cc。

引用格式：

第 41卷第 1期

2015年 2月

Vol.41 No. 1

Feb. 2015

0 引言

民用飞机动力装置冻雾天试验是民用飞机适航验

证的重要内容，目的是验证动力装置在冻雾天环境中

运行时不会产生不利于发动机安全运行的冰积聚[1]。国

外研究机构针对动力装置冻雾天试验进行了系统研

究[2-4]，而中国对于民用飞机动力装置冻雾天试验尚无

成熟经验。

本文通过研究相关适航文件、咨询通告和工业标

准以及国外民机研制的经验，并结合中国某型民用支

线飞机试验经验，提出民用飞机动力装置系统冻雾天

试验方法。

1 条款解读

民用飞机在 2次航线运营期间存在若干小时的机

场轮档期，为了保证冻雾天条件下的动力装置安全，25

部适航规章 1093（b）（2）条款要求[5]：每台涡轮发动机必

须在温度为 -9～-1℃、液态水不小于 0.3 g/m3、水呈水

滴状态(其平均有效直径不小于 20 滋m)的大气条件下，

进行地面慢车运转 30 min，此时可供发动机防冰用的

引气处于其临界状态，而无不利影响，随后发动机以起

飞功率（推力）作短暂运转。在上述 30 min慢车运转期

间，发动机可以按适航当局可接受的方式间歇地加大

转速到中等功率(推力)。

mailto:lizhimao@comac.cc


李志茂等：民用飞机短舱防冰系统冻雾天试验方法研究第 1期

在地面冻雾天环境中，发动机本体（风扇、整流锥）和短

舱前缘都会结冰，其中发动机本体结冰对适航条款的

符合性通常在 33部取证中进行验证。25部适航条款

主要针对发动机进气道前缘和装机后的结冰验证。

对 CCAR25.1093（b）（2）的条款中的关键性内容主

要“大气条件、30 min、慢车运转、起飞推力运转、30 min

期间间歇增大推力”进行解读。

（1）大气条件。短舱防冰系统[6-8]的作用是在飞机进

入 25部附录 C规定的结冰条件范围后，为进气道前缘

提供结冰防护功能。飞机在执行航线飞行任务前，需要

在机场完成廊桥乘客接送和起飞前等待，根据 NASA

气象统计资料，在机场地面上、环境温度为 -1~-9 ℃

时，存在影响发动机运行的结冰条件，典型的结冰条件

为液态水不低于 0.3 g/m3、水呈水滴状态（其平均有效

直径不小于 20 滋m），因此，25.1093（b）、（2）条款限定了

大气条件的范围。

（2）30 min。对于涡扇发动机进气道，如果防冰系

统能力不足，会在进气道声衬上产生后流冰，逐渐聚集

的后流冰在发动机吸气的作用下可能脱落而被发动机

吸入，根据处于征求意见的 AC20-147（A）[9]提供的资

料，进气道防冰系统下游如果产生后流冰，在前 30

min内结冰脱落的可能性最大，因此条款中要求进行

30 min的地面试验进行验证。

（3）慢车运转。当发动机在地面处于慢车运转时，

可供短舱防冰系统使用的热空气温度和压力均处于临

界状态，在该状态下验证系统的防冰性能得出的结论

更加保守。

（4）起飞推力运转。当整个动力装置进行了 30 min

慢车运转之后，在进气道、风扇叶片等部位可能聚集了

一定量的冰。根据处于征求意见的 AC20-147(A)提供

的资料，在慢车 30 min运转结束后，进行起飞推力运

转的主要目的是验证发动机压缩机上游部件上冰脱落

对发动机操作性能的影响可以接受。

（5）30 min期间间歇增大推力。在 AC20-147和

25.1093条款相关的问题纪要中适航当局对于无法按

照条款要求进行 30 min连续运转的情况进行了特殊

规定，即：可以间歇性地增加推力进行脱冰操作。在试

验中如果进行了该操作，则操作需要同时作为运行限

制写入交付航线运营飞机的飞行手册中。

2 国内外发展情况

25部适航条款要求的验证试验难点在于寻找温

度为 -1~-9 ℃、液态水（LWC）不低于 0.3 g/m3、平均水

滴直径（MVD）不小于 20 滋m的结冰环境条件，受试验

周期和安排的限制，在自然界中寻找到合适的条件非

常困难，1种可行的方式是借助于人工手段模拟结冰

气象条件。

经过一系列的军机和民机型号研制，国外民用飞

机上一般借助于成熟的气候试验室进行该试验，目前

在世界上可以供选择的试验室有佛罗里达州的美国空

军麦金利气候试验室，美国田纳西州阿诺德工程试验

中心，加拿大渥太华国家研究中心也可以进行类似试

验，其中，以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麦金利气候试验室使用

得更为广泛，如图 1所示[10]。而中国在结冰气象条件模

拟上没有任何经验可循。

3 试验设备研制

通过组合风洞系统、喷雾系统、供水系统、供气系

统、车载支撑固定系统、高度调节系统和测控系统可以

构成地面结冰气象条件模拟系统[11]，主要是作用在环

境温度为 -1~-9 ℃时，模拟 LWC 和 MVD 满足

CCAR25.1093(b)(2)条款要求的水雾。如图 2所示。

3.1 风洞系统

风洞系统的主要作用是将水雾吹送到试验件附

近。风洞系统总长约为 9 m，质量约为 10000 kg，电机

功率为 90 kW，风机叶片为 6片，风洞的风速可以通过

变频器进行调节。

图 1 美国麦金利气候试验室

图 2 结冰气象条件模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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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喷雾系统

喷雾系统的主要作用是形成试验所需要的水雾。

选用斯普瑞公司的二流体空气雾化喷嘴，喷雾系统包

括喷雾耙、电磁阀、喷雾装置和保温柜。

3.3 供水系统和供气系统

供水系统和供气系统的主要作用是为喷雾系统提

供所需要的纯净空气和水源。

供水系统由水净化系统和喷雾供水系统 2部分组

成。水净化系统的主要作用是将自来水经过粗过滤和

脱钙、预脱盐和精脱盐处理，生成去离子水[12-13]；喷雾供

水系统的主要作用是储存、加热水净化系统的去离子

水，并且以一定的压力供给喷雾系统使用。

供气系统包括喷油螺杆压缩机、储气罐、气体加热

罐、减压阀和电动调节阀。其主要作用是为喷雾系统提

供满足要求的高压纯净气体。

3.4 车载支撑固定和高度调节系统

车载及支撑固定系统的主要作用是方便设备运输

和试验时的设备固定，包括风洞承载车和设备承载车。

高度调节系统的主要作用是试验时将喷雾系统和风洞

系统升高到所需高度，包括电动推杆和升降框架。

3.5 测控系统

测控系统包括控制柜、控制台、车载计算机、变频

器、触摸屏、可编程控制器、传感器、雾滴谱仪、格栅和

标杆。其主要作用是集中实现风洞系统、高度调节系

统、供水供气系统和喷雾系统的自动控制。

4 试验方法

4.1 气象条件

根据民航 25部适航规章要求，验证试验需要在

-1~-9℃的环境温度下进行，为了保证试验过程满足

适航要求，需要通过试验场气象站的设施对试验全程

的环境温度进行监测和记录，记录的参数包括温度、风

速、风向和大气湿度。

地面结冰气象条件模拟系统属开放式结冰参数模

拟类设备，在系统标定过程中需要确认侧风的影响，从

而避免在超出系统承受范围的侧风环境中进行试验。

某型飞机试验过程的环境气象参数见表 1。

4.2 水雾参数测定

根据民航 25部适航规章要求，需要保证试验过程

中 LWC不低于 0.3 g/m3、MVD不小于 20 um。考虑到

试验过程中发动机处于运转状态，为了避免结冰参数

测量设备被发动机吸入而损坏发动机，其测量分别在

试验前后进行。FM-100结冰参数传感器可以作为可

靠的结冰参数测量设备被选用，如图 3所示。

适航规章中要求被

试验对象被水雾笼罩，水

滴在飘散过程中经历了 1

个复杂的传热传质过程
[14]。为了使结冰参数测量

点能够代表整个水雾环

境的特性，并使试验对象

所处的水雾环境均匀，需

要在试验前对结冰条件

模拟系统所产生的水雾

均匀性进行测定。某型飞机试验前水雾均匀性的测量

结果如图 4所示。

从图中可见，结冰条件模拟系统所产生的水雾

LWC分布均匀、均匀性指标最大值不超过 20%[15]。

注：风向以 0毅为北，90毅为东，180毅为南，270毅为西，余类推。

时刻 湿度 瞬时风向 风速 气温 /℃

9:13 34 210 2.2 -9.6

9:19 35 190 1.3 -9.5

9:34 33 210 3.7 -9.0

10:00 31 200 2.5 -8.8

10:10 32 250 3.0 -9.3

10:20 33 250 4.1 -9.1

10:32 34 300 4.8 -8.8

10:42 30 255 1.7 -7.3

10:52 32 280 4.1 -8.4

11:01 30 190 2.8 -7.5

11:11 31 210 5.5 -7.5

11:23 32 240 3.8 -8.0

11:37 32 275 4.2 -8.1

11:56 33 270 4.1 -8.5

12:07 31 250 3.6 -8.5

表 1 某型飞机试验过程中的气象参数

图 3 FM-100传感器

图 4 某型飞机试验前水雾

均匀性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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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试验过程

当结冰条件模拟系统完成足够的试验标定和参数

测量之后，系统即具备条件支持飞机完成适航审定试

验，推荐的试验程序如下：

打开左右短舱防冰系统，开启结冰条件模拟系统，

进入试验状态，保持喷雾状态 36 min，考虑到在试验过

程中发动机上的结冰可能导致发动机产生振动，可以

根据现场的判断间歇地将发动机的 N1增加至不低于

54%，并保持 30 s或者振动值恢复正常，然后收油门至

慢车位。关闭喷雾架的供水，保持供气打开状态，停止

供水。

按照适航条款的规定，如果试验时间没有达到

30 min，而是在试验过程中发现发动机振动值异常，可

以采用增大发动机推力的方式将叶片上的积冰甩落。

比如在试验进行到 20 min时，如果发现发动机振动值

异常，可以将推力增加到中等或者起飞状态，但这样的

操作应该写入飞行手册。今后在航线运营期间，飞机在

冻雾环境下运行 20 min后，飞行机组就需要执行相应

的甩冰操作。

5 结束语

短舱防冰系统地面冻雾天试验是民用飞机适航取

证重要手段之一。鉴于目前中国在该领域还缺乏成熟

经验，本文通过研究相关适航文件、咨询通告和工业标

准、国外民机研制的经验，并结合某型民用支线飞机试

验经验，提出了民用飞机动力装置系统冻雾天试验方

案和数据处理方法，对中国民用飞机短舱防冰系统适

航取证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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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船燃气轮机气路测量参数的理论选择方法

姜荣俊，高建华，刘永葆
（海军工程大学动力工程学院，武汉 430033）

摘要：针对舰船燃气轮机气路性能监测诊断的有效性要求，归纳总结了气路测量参数选择要求，提出了 1套系统完整的燃气

轮机气路测量参数的理论选择方法。在可测量和易测量要求及测试精度要求的初步选择基础上，依次采用影响系数、相关系数和条

件数对气路测量参数的敏感性、相关性和诊断误差等进行了分析，最终从理论上选择了某舰船 3轴燃气轮机气路性能监测诊断的

测量参数。实例表明该理论方法具有一定的通用性和工程应用价值，对燃气轮机气路测量参数的选择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气路；测量；监测；诊断；舰船；燃气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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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of Gas Path Measurement Parameters for Marine Gas Turbine in Theory
JIANG Rong-jun, GAO Jian-hua, LIU Yong-bao

渊College of Power Engineering, Naval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Wuhan 430033, China冤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validity demand of gas turbine gas path performance monitoring and diagnosis, requirements for gas path

measurement parameters selection were generalized and summarized, and a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theoretical method of gas turbine gas
path measurement parameter selection was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preliminary selection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measurability, testability
and measuring accuracy, the sensitivity, correlation, diagnosis error of the gas path measurement parameters were analyzed in combine with
influence coeffici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condition number respectively. Finally, the measurement parameters were chosen for the gas
path performance monitoring and diagnosis of a marine gas turbine with three shafts. Example shows that the theoretical method has certain
universality and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value, and has certain instruction function to the selection of gas path measurement parameters of
gas turb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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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0 引言

发动机监测诊断是保证发动机安全运行、减少寿

命费用、防止恶性事故的有效手段。进行燃气轮机监

测诊断必须根据实际目标要求首先对其测量参数进行

优化选择[1]。针对燃气轮机的气路性能监测诊断，Urban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提出了气路分析（gas path

analysis-GPA）技术[2]，其原理是基于燃气轮机各部件

间的气动热力学关系式建立小偏差故障模型，构建燃

气轮机性能变化量与测量参数变化量的函数关系，从

而实现利用带有噪声或偏置的气路参数对燃气轮机

气路性能进行监测诊断。

为了较好地对燃气轮机的气路性能实施监测和

诊断，基于各种要求和考虑，国内外学者对燃气轮机

气路测量参数的选择进行了研究。Urban基于线性气

路分析技术（LGPA—linear gas path analysis），提出采

用诊断误差作为筛选测量参数的 1个重要准则，并明

确提出测量参数的数目不能少于性能参数数目 [3]；

Consumi M和 Agostino L d基于数据统计推理，根据

不同的气路测量参数组合的诊断精度对测量参数进

行了选择 [4]；Ogaji SOT等基于敏感度和诊断误差，分

别利用线性和非线性气路分析方法（NLGPA—

non-linear gas path analysis），对燃气轮机测量参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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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问题做了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在模拟单一气路

故障情况下，根据 NLGPA方法选择出的测量参数方

案更为合理；而在多种气路故障情况下，NLGPA方法

的优越性并不十分明显[5]；唐耿林基于敏感性、相关性

和诊断误差对航空发动机的性能测量参数进行了选

择[6]；孙祥逢等针对气路故障诊断主因子模型，基于敏

感性、相关性和诊断误差对测量参数进行了选择，证

明测量参数太多对采用故障方程的诊断不利，并尝试

给出了解释[7]。

本文主要针对监测诊断结果的有效性，从理论上

对某舰船 3轴燃气轮机的气路监测诊断参数进行了

优化选择，对于工程中的安全性、可靠性等因素则不

予太多考虑。

1 气路测量参数的初步选择

某舰船 3轴燃气轮机为带双转子燃气发生器的

简单开式循环燃气轮机，其具体结构如图 1所示，图

中标识出其气路通道的各特征截面。考虑到稳态过程

的气路容积效基本可以忽略，因此对于同一特征截面

处的上 1个部件出口和下 1个部件的进口，可以认为

其气路参数相同。

燃气轮机的工作状态可用一定的特征量来描述，

由这些特征量可以确定燃气轮机的完好性、工作能力

和其动作的正确性。在燃气轮机气路监测诊断中，特

征量通常指需要分析的部件特性参数或几何参数，如

压气机效率、涡轮导向器面积等。在实际运行的不解

体情况下，特征量通常是不可测量的。从特征量可以

引出描述故障状态的故障因子[8]。而测量参数主要指

可观测的且能区分发动机技术状态的状态量，这些参

数主要是指气路各截面上能直接测量的参数（图 1），

如转子转速、温度、压力等[9]。燃气轮机的气路性能监测

诊断主要是通过对其气路通道中压力、温度和转速等

状态量的监测，实现对压气机、涡轮和燃烧室等部件的

效率、流量等特性参数或几何参数特征量的诊断。

考虑到舰船燃气轮机中动力涡轮的气路性能故

障通常较少，且其气路参数受负载（如螺旋桨）的影响

较大，变化较复杂，因此一般不作为气路性能监测参

数，但为了防止超速，仍需对其转速进行监控。由于燃

烧室掉块、烧裂等故障不会引起发动机性能参数的明

显变化[10]，因此只分析与燃油喷嘴堵塞故障有关的燃

烧室效率特征量。选取 9个需要监测诊断的特征量：

高、低压压气机的效率 浊和流量 W；高、低压涡轮及
动力涡轮的效率和流量；燃烧室效率。

舰船 3轴燃气轮机，在一定的环境参数（大气压

力、温度和湿度）和油门位置下，可以被用作气路监测

诊断的参数主要有以下几种：（1）转速：包括高、低压

压气机转速；（2）压力：包括高、低压压气机，燃烧室，

高、低压涡轮的出口压力等；（3）温度：包括高、低压压

气机，燃烧室，高、低压涡轮的出口温度等；（4）其它：

包括燃油流量、发动机扭矩或功率等。

首先从可测量和易测量要求出发来分析以上气

路测量参数：由于高速、高温、高压和气流影响，燃烧

室出口、高压涡轮出口等处温度和压力往往比较难测

出且成本较高，即使在台架试车非全流程参数测试情

况下[11]，这些参数也往往不测量，通常不作为气路监

测诊断参数。为了检验不测量此处参数对气路监测诊

断效果的影响，这里暂时考虑测量燃烧室出口、高压

涡轮出口处温度和压力。

对这些参数的测试精度进行分析，相对台架试验

条件，实际使用中通常会降低测试精度[11]，但随着发

动机测控技术的进步和测试标准的提高，在排除人为

误差的情况下，认为其测试精度满足测量误差小于故

障变化引起的测量参数偏差的要求。

基于以上步骤，除环境温度和压力、运行工况参

数（油门位置等）的运行环境参数外，初步确定了 13

个气路测量参数：低压压气机的出口温度 T1.5、出口压

力 P1.5、转速 n1，高压压气机的出口温度 T2、出口压力

P2、转速 n2，燃烧室的出口温度 T3、出口压力 P3，高压

涡轮的出口温度 T3.5、出口压力 P3.5，低压涡轮的出口

温度 T4、出口压力 P4，发动机功率 N。这 13个参数是

否能够满足敏感性、相关性和诊断误差等测量参数要

求，还需进一步分析。在继续分析之前，首先对所采用

的 GPA方法进行介绍。

2 气路分析法介绍

GPA的原理是映射燃气轮机测量参数和特征量

图 1 3轴燃气轮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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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气动热力学关系[2,13]，其一般形式的数学模型为

Y=F（P，X） （1）

式中：输入矢量 P∈Rp，为运行环境参数；P∈Rn，

为特征量参数；输出矢量 Y∈Rm，为气路性能测量参

数。

某基准运行工况（用下标“0”表示），式（1）利用泰

勒级数展开

Y=Y0+
坠F（P，X）坠X 0（X-X0）…+

坠F（P，X）坠P 0（P-P0）+HOTs （2）

式中：HOTs为偏差的高阶项，在小偏差的情况下忽略

其影响，成为线性化方程。若运行环境参数与基准环

境参数相同，则（P-P0）=0。式（2）简化为

Y=Y0+
坠F（P，X）坠P 0（X-X0） （3）

以小偏差量来表示

啄Y=A×啄X （4）

A∈Rm ×n，是影响系数矩阵（ICM-influence

coefficient matrix），是 F（X，P）关于特征量 X 的
Jacobian矩阵

A=

坠f1（X）坠X1
坠f1（X）坠X2

L 坠f1（X）坠Xn

坠f2（X）坠X1

坠f2（X）坠X2
L 坠f2（X）坠Xn

坠fm（X）坠X1

坠fm（X）坠X2
L 坠fm（X）坠Xn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X=X0

P=P0

（5）

式（4）即经典的 GPA小偏差方程，它反映了测量

参数和特征量参数的关系。若矩阵 A可逆，则得
啄X=A-1×啄Y （6）

式中：A-1 为故障系数矩阵 （FCM-fault coefficient

matrix）。基于该线性化的关系式，通过测量参数变化

量可得到燃气轮机部件特征量参数的变化量，从而实

现对燃气轮机气路性能的监测诊断。

实践中往往很难得到实际发动机模型 F（X，P）的
精确解析形式，因此现在通常采用精确仿真模型的数

值线性化的方法来得到影响系数矩阵 A。且 A通常
为非正定矩阵，因此实际中很少直接采用式（6）来求

解式（4），更多采用最小二乘等方法。

如果考虑测量误差因素 淄，则式（4）为

啄Y=A×啄Y+淄 （7）

以上是 Urban早在 1960年提出的基于小偏差方

程的 LGPA[14]。

3 气路测量参数的敏感性选择

对特征量敏感的测量参数才能暴露故障，因此可

根据敏感性原则直接选择测量参数。表征系统的特征

量的各状态量，都可以作为对系统进行技术监测诊断

的主要依据。每个状态量对系统的故障部位和故障程

度的敏感性不同，可以从这些参数中挑选出对故障特

征量最敏感的状态量，也可以用某几个状态量组合成

1个敏感性较大的综合参数。气路性能测量参数可通

过测量与特定气路故障有关的状态量来直觉猜测，但

基于 GPA的方法往往更可取。根据 GPA，利用小偏差

原理，可以计算出特征量偏差和测量参数偏差之间的

影响系数矩阵 A。基于燃气轮机仿真模型，通过数值

计算，可以得到某型舰船燃气轮机在 1.0设计工况下

的影响系数矩阵，具体数值见表 1，该系数矩阵反应

了测量参数对特征量的敏感性。测量参数对不同特征

量变化的 2种敏感性如图 2所示。在描述敏感程度

时，依据影响系数的绝对值大小，可分为：较敏感（≥

0.50）和非常敏感（≥1.00）。

参数

啄T1.5

啄P1.5

啄n1

啄T2

啄P2

啄n2

啄T3

啄P3

啄T3.5

啄P3.5

啄T4

啄P4

啄N

啄W CL

-0.051

-0.517

-0.530

0.029

-0.298

0.045

0.187

-0.289

0.195

-0.300

0.247

-0.255

-0.287

啄浊CL

-0.065

1.022

0.407

-0.198

0.635

-0.152

-0.481

0.618

-0.501

0.622

-0.566

0.567

0.645

啄W CH

0.050

0.032

-0.096

0.010

-0.266

-0.304

0.114

-0.256

0.144

-0.209

0.152

-0.192

-0.247

啄浊CH

-0.209

-0.125

0.414

-0.277

1.037

0.368

-0.590

0.997

-0.617

0.900

-0.651

0.830

1.066

啄W TH

-0.100

-0.055

0.202

-0.291

-0.591

-0.009

-0.355

-0.725

-0.300

0.438

-0.317

0.403

0.519

啄浊TH

-0.231

-0.145

0.449

0.168

1.268

0.427

-0.440

1.208

-0.676

0.974

-0.714

0.897

1.151

啄W TL

-0.491

-1.417

-0.313

-0.146

-0.471

0.103

0.196

-0.452

0.147

-1.496

0.365

-0.369

-0.421

啄浊TL

0.407

1.249

0.373

0.171

0.629

0.000

-0.270

0.606

-0.282

0.609

-0.497

0.476

0.543

啄浊B

0.134

0.500

0.221

0.185

0.686

0.129

0.327

0.691

0.328

0.699

0.322

0.685

1.158

表 1 某型舰船燃气轮机 1.0设计工况下的影响系数矩阵

图 2 不同特征量变化下测量参数的敏感性

1.5
1.0
0.5
0

-0.5
-1.0
-1.5
-2.0 啄WCL 啄浊CL 啄WCH 啄浊CH 啄WTH 啄浊TH 啄WTL 啄浊TL 啄浊B

啄T1.5 啄P1.5 啄n1 啄T2 啄P2 啄n2 啄T3 啄P3 啄T3.5 啄P3.5 啄T4 啄P4 啄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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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低压压气机对 啄W CL，n1、P1.5 较敏感；对 啄浊CL，

P1.5、P2、P3.5、P3、N、P4、T4、T3.5较敏感。T1.5对包括低压压

气机在内的性能特征量变化都不敏感，但对低压涡轮

的特征量变化有比较突出的表现（绝对值仍较小），因

此从低压涡轮气路性能的监测诊断需要出发，是否测

量 T1.5值得进一步分析。

（2）在高压压气机中，对于 啄W CH，几乎所有的参

数都不很敏感。压气机叶片结垢、叶顶间隙增大会导

致流量特征量变化，考虑故障监测诊断的需要，暂时

保留相对较敏感的几个参数：n2、P2、P3、N（按敏感度从
大到小排序，取影响系数绝对值≥0.25）；对于 啄浊CH，

N、P2、P3、P3.5、P4、T4、T3.5、T3都较敏感。T2对包括高压压

气机自身在内的特征量变化也不敏感，所以不测量该

参数。

（3）在高压涡轮中，对于 啄W TH，P3、P2、N 较敏感；
对于 啄浊TH，P2、P3、N、P3.5、P4、T4、T3.5都较敏感。结合前述

初步选择时对高温截面处测量参数的选择，确定采用

温度相对较低且对高压涡轮特征量变化也非常敏感

的 N、P2、P4、T4，而不测量 T3.5和 P3.5。

（4）在低压涡轮中，对于 啄W TL，P3.5、P1.5、T1.5 较敏

感；对于 啄浊TL，P1.5、P2、P3.5、P3、N、T4都较敏感。结合前述

分析，选择不测量 P3、P3.5。

（5）在燃烧室中，对于 啄浊B，N 非常敏感，P3.5、P3、

P2、P4、P1.5也较敏感，根据前述分析，选择舍弃 P3.5、P3。

通过敏感性分析，选择了 7个测量参数：P1.5、n1、P2、n2、

T4、P4、N。

4 气路测量参数的相关性选择

相关是指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参数的相关性是

指在不同故障作用下测量参数组变化之间的线性关

系。对测量参数的相关性要求是：对不同的故障特征

量，测量参数有不同的变化特征。即测量参数之间的

相关性要尽量小，使所选择的测量参数不仅能够表现

各部件特征量的变化，且对于不同的故障，测量参数

能表现出不同的变化特征，达到隔离故障的目的[7]。相

关性的强弱常用相关系数 酌xy表示，其值越接近于 0，

表示相关性越弱。另文献[6]提出：若某 2个不同故障

对同 1组测量参数的影响相当，则该组参数对这 2个

故障是相关的，而某 2个故障对同 1组测量参数的影

响方向相反，则不相关。因此相关性分析可以通过

ICM中的正负符号进行判断。

综合这 2种测量参数相关性判断方法，本文提

出：

（1）若 酌xy接近 0，则测量参数相关性小；

（2）若 酌xy<0（负相关），则测量参数不相关；

（3）若 酌xy接近 1，且能找到变化相反并足够敏感

的测量参数，也认为测量参数不相关。

根据上面提出的 3种判断方法，可以对气路测量

参数进行相关性选择。

基于式（8），不同特征量下 7个测量参数变化间

的相关系数值见表 2。

酌xy=
E[（x-滋x）（y-滋y）]

滓x滓y
（8）

从表 2中可见：

（1）啄W CL与 啄W TL、啄浊CL与 啄浊TL、啄浊CH与 啄浊TH这 3组

特征量对应的测量参数变化间的的正相关性较强，因

此基于现有的测量参数较难区分。

（2）观察 啄W CL与 啄W TL组合，P1.5对 啄W TL变化非常

敏感，其影响系数值是 P1.5对 啄W CL的影响系数值的

2.744倍，有可能据此来区分这 2个特征量。另外依据

判断方法（3）分析，从表 1中可以发现 T2的变化方向

相反，但注意到它对 啄W CL和 啄W TL的变化都不敏感，

影响系数分别为 +0.029和 -0.146，因此只有在保证

足够测量精度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区分这 2个特征量

的变化，所以是否选择 T2值得考虑。

（3）观察 啄浊CL与 啄浊TL组合，从表 1可以发现 T1.5变

化方向相反，且对 啄浊TL足够敏感，影响系数为 +0.407，

因此选择 T1.5。

（4）观察 啄浊CH与 啄浊TH组合，从表 1可以发现 T2的

变化方向相反，且二者的影响系数值也足够敏感，综

合考虑（2），因此确定选择 T2。

参数

啄W CL

啄浊CL

啄W CH

啄浊CH

啄W TH

啄浊TH

啄W TL

啄浊TL

啄浊B

啄W CL

1.00

-0.90

0.16

-0.42

-0.30

-0.41

0.81

-0.86

-0.26

啄浊CL

1.00

-0.27

0.53

0.27

0.52

-0.91

0.97

0.54

啄W CH

1.00

-0.88

-0.24

-0.88

-0.04

-0.18

-0.30

啄浊CH

1.00

0.34

1.00

-0.16

0.38

0.62

啄W TH

1.00

0.27

-0.10

0.16

0.37

啄浊TH

1.00

-0.15

0.37

0.60

啄W TL

1.00

-0.97

-0.32

啄浊TL

1.00

0.41

啄浊B

1.00

表 2 不同特征量下测量参数变化间的相关系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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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相关性分析，在原来 7个测量参数基础

上增加了 2个测量参数 T1.5和 T2。根据计算，测量参

数增加后，以上 3组特征量对应的测量参数变化间的

正相关性都有所减弱，气路性能监测诊断的有效性有

所提高。

5 气路测量参数的最终选择

通过以上步骤得到比较满意的测量参数组合。测

量参数数目达到了气路监测诊断的最低要求，但监测

诊断的效果还有待继续分析。

气路诊断的过程实际就是基于小偏差方程（4），

根据已知的测量参数偏差求解未知性能特征量偏差

的数值计算问题。用数值方法求解线性方程组（4），计

算结果存在误差，原因主要有 2个：一是选用的计算

方法，为了保证算法的稳定性，采用选主元的高斯消

去法，选主元的三角分解法等；二是方程组本身。一般

来说，由于存在各种误差，线性方程组（4）的系数矩阵

A与测量项 啄Y的数值并不绝对正确[15]。对于这种偏

离正确值的扰动导致的计算精度问题，根据数值计算

理论，可以用矩阵 A 的条件数 cond(A)来衡量[16]

cond（A）=||A||g||A-1|| （9）

式中：“|| ||”是矩阵的某种范数。

条件数反映了矩阵 A和方程本身的性态，条件数

小，扰动引起的解的相对误差小；条件数大，扰动引起

的解的相对误差就可能大。理论上，条件数确定了解的

相对误差上限，即扰动可引起误差的最大放大倍数。

经以上步骤确定的小偏差方程（4），影响系数矩

阵 A 的性态将对计算结果有直接影响。对此，Urban

指出[5]，如果测量参数选取较差，将导致故障系数矩阵

（FCM）中的系数较大，从而导致方程迭代过程不收敛

或者导致较大的计算误差。由此，可以直接通过影响

系数矩阵的条件数 cond(A )来判断测量参数误差对特

征量计算精度的影响。

表 1、表 3列出了主要几种不同测量参数组合下

影响系数矩阵的谱范数 || ||2条件数。表中符号“×”

表示选择该参数。

对表 3进行分析：

（1）前面选择的 9个测量参数组合的条件数相对

7个基本测量参数的条件数较大，即增加测量参数后，

区分了 3组相关的特征量，使故障定位更有效，同时使

方程组（4）的性态变差了，增加了误诊断的可能性。

（2）测量参数的多少反映了对发动机运行状况的

了解程度。从性能监测诊断的角度出发，倾向于合理

选择更多的测量参数。但增加测量参数后可能导致方

程组（4）的性态变差，如（1）所述，因此具体效果需深

入分析。

（3）适当牺牲故障发现性能，即减少预诊断的特

征量的数目，可以改善方程组的性态。对于选择的 9

个测量参数，如果不考虑 啄浊B特征量变化，则计算的

条件数只有 90.8，方程组的性态得到了很大改善。实

际 啄浊B特征量变化有关的燃油喷嘴堵塞故障也可以

通过喷嘴前燃油压力或燃油流量等反映出来。因此气

路监测诊断时还应综合采用其它监测诊断手段。

（4）适当牺牲故障定位性能，即恰当减少测量参

数，可提高方程组（4）的性态。因此在监测诊断时，可

减少测量参数的方程组先行判断，提高故障发现性

能。在出现易混淆特征量变化，即故障定位性能不够

时，再引入更多测量参数的方程组进行判断。

（5）方程组的病态程度是相对的。病态的影响随

着计算机字长的增长减轻。病态方程的有效解法可参

看相关文献。在消去法的基础上，对已取得的近似解

不断改进，就可以达到十分准确的结果。因此，由于测

量参数组合导致的诊断误差问题，可以通过改进诊断

算法予以弥补。

N

×

×

×

×

×

×

×

×

×

×

×

×

×

×

×

cond(A)

3607.3

545.5

681.9

2979.5

631.0

969.0

1551.1

32.0

582.1

32.4

34.9

32.4

34.6

594.1

34.7

29.0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测量

数目

9

7

8

8

10

10

10

10

11

11

12

12

12

12

13

9

T1.5

×

×

×

×

×

×

×

×

×

×

×

×

×

×

P1.5

×

×

×

×

×

×

×

×

×

×

×

×

×

×

×

×

n1

×

×

×

×

×

×

×

×

×

×

×

×

×

×

×

×

T2

×

×

×

×

×

×

×

×

×

×

×

×

×

×

P2

×

×

×

×

×

×

×

×

×

×

×

×

×

×

×

×

n2

×

×

×

×

×

×

×

×

×

×

×

×

×

×

×

×

T3

×

×

×

×

×

×

P3

×

×

×

×

×

×

T3.5

×

×

×

×

×

×

P3.5

×

×

×

×

×

×

×

T4

×

×

×

×

×

×

×

×

×

×

×

×

×

×

×

×

P4

×

×

×

×

×

×

×

×

×

×

×

×

×

×

×

×

表 3 不同测量参数组合的条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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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加入 P3.5测量参数，可以使参数组合的条件

数减少。因此，如果高温下压力测试可行，可以用参数

P3.5代替测试相对困难的 N参数，该组合不仅满足诊
断的最低数量测量参数要求，而且组合的条件数也相

对前面所选 9个参数组合的条件数要小得多，数值参

见表 3。

通过以上对不同测量参数组合下影响系数矩阵

的条件数分析，可以认为前述步骤选择的 9个测量参

数比较符合某 3轴舰船燃气轮机的气路监测诊断需

求。对于条件数较大的情况，可以采用（3）、（4）或（5）

的方法予以改进。该测量参数组合包含了实际发动机

控制系统现有的全部 5个气路测量参数，实现了最大

程度的共享，所以该选择更为优化合理。

6 总结

（1）针对燃气轮机气路性能监测诊断需求，归纳

总结了选择气路测量参数的 6个要求。

（2）重点利用影响系数、相关系数和条件数，分析

了某舰船 3轴燃气轮机的气路测量参数的敏感性、相

关性和诊断误差，最终选择了适用于气路性能监测诊

断的 9个测量参数。

（3）该理论方法具有一定的通用性和工程应用价

值，对燃气轮机气路测量参数的选择有一定的指导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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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改型温度测量探针结构气动特性试验与数值分析

苏金友，袁世辉，赵 涌，叶 燕
（中航工业燃气涡轮研究院航空发动机高空模拟技术重点实验室，四川江油 621703）

摘要：针对某型温度测量探针在使用过程中的测量误差，对探针滞止罩进行了结构改型设计。为清晰认识改型滞止罩结构气

动特性和后续改进方案效果，分别对面积比为 2、4和 8的改型滞止罩进行了稳态数值仿真，并从静温恢复系数、速度分布以及气流

流场分布情况对其气动特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改进型滞止罩结构在较大面积比下可以满足最初设计要求，且面积比为 8.1的

结构气动特性较好。

关键词：温度探针；滞止罩；气动特性；数值仿真；结构设计；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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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for Improved Temperature Pr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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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measurement errors of a temperature probe, the structure of the probe stagnation cover was improved.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proved stagnation cover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mproved schemes, the improved
stagnation covers with aera ratio 2, 4 and 8 were numerically simulated at steady conditions. The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static temperat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velocity distribution and fluid distribution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roved
stagnation covers can meet the initial design requirement on larger aera ratio, and the structure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 with aera ratio
8.1 is much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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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的工作特性多以温度和压力来表征，

在整机试验中，温度和压力是测试参数中极为普遍又

重要的参数。其中温度较难以精确测量，主要表现在

温度变化的诱导因素多，如热传导、热辐射和对流，易

被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的环境影响，这都增加了温度

精确测量的难度，然而，温度探针的设计原则是在整

个测量范围内能准确、可靠地工作[1-2]。目前，常用的温

度测量受感部为热电阻和热电偶，依据不同测试要

求，都有特有的测试装置和使用环境。在航空发动机

整机试验中，通常在进气流量管内采用热电偶测量探

针（即多个温度测点装置，也称为热电偶探针）测量发

动机进气总温[3]。从温度变化的诱因可知，影响热电偶

测量精度较为重要的气动和热力因素主要有速度误

差、传导误差、辐射误差以及催化误差等[4]，其中催化

误差主要发生在燃烧气流中，流量管内温度测量主要

涉及到前 3种影响因素。由不锈钢制成的传统温度探

针滞止罩多采用圆柱形结构，横截面小，环抱热电偶

测点，在较高或较低温气流试验时，滞止罩对热电偶

辐射影响相对较大，致使热电偶不能准确反映当地的

气流滞止温度。为了减小这种影响因素，并需要保证

不增大速度和传导误差的影响，需要考虑合适的进排

气面积比（灼=A E/A B）来改进温度探针滞止罩结果。

本文设计不同进排气面积比新型滞止罩结构，对

热电偶受感区域延长设计（即滞止罩内热电偶延长），

mailto:sujinyou2005@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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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截面采用腰槽型，并进行了进排气面积比为 2的温

度探针测试试验，然后采用计算流体力学（CFD）方法

确定滞止罩最优进排气面积比，以便为后续的结构设

计起到减小辐射误差，并不影响速度误差、传导的目

的[5-8]。

1 温度探针结构设计分析
测量探针主要有安装座、支杆、滞止罩和热电偶

部件。偶丝与气流方向平行，与支杆夹缝中填充绝热

材料，安装座和支杆采用不锈钢制作，其中滞止罩起

到为热电偶提供理想的气动环境作用，滞止罩气动结

构是否合理直接决定着温度测量探针的测量精度和

准确性[9]。

典型的热电偶探针滞止罩结构如图 1所示。

影响热电偶测量精度重要的气动和热力因素有

速度误差 Y V、传导误差 Y K、辐射误差 Y R和催化误

差 Y C。其中速度误差为

Y V=TT-TJ=（1-r）
r-1
2

MaJ
2

1+ r-1
2

MaJ
2
·TT （1）

其中 r= TJ-TS

TT-Tx

由式（1）可知，较小速度误差可以通过减小热电

偶接点处的马赫数 MaJ来实现。MaJ与自由流马赫数

MaF、滞止管的面积比（进口面积 A E/泄气面积 A B）和

气流密度相关。

MaJ=
MaF

A E /A B蓸 蔀 1+ 酌+1
2
·MaJ

2 （1/酌-1） （2）

在给定来流马赫数的情况下，面积比反比于滞止

罩内马赫数，可以通过改变滞止罩的面积比来改善测

点测量的速度误差。

传导误差为

Y K=TT-TJ= TT-TM
cos hL 4hc

D·Ks

（3）

其中， hc=
Nu·KF

D ，Nu=（0.085±0.009）Re0.674

由式（3）可知，减小导热误差可以通过减小

TT-TM，增大 L/D，增加对流换热系数 hc，以及减小偶丝

的导热系数 Ks来实现。在选定偶丝后，Ks确定，可以
通过前 3种方式减小 Y K的影响。

辐射误差和催化误差在流量管内进行温度测量

可以忽略。

综合上述分析表明，设计良好的总温测量探针，

需要通过气动特性良好的滞止罩来实现。

2 改型温度探针及试验

2.1 改型温度探针方案

在流量管内总温测量主要存在速度误差和导热

误差，从减小导热误差方面分析，在来流总温一定的

情况下，减小支杆的导热系数，可以减小 TM和 TT的

差；延长滞止罩内偶丝长度，并减小偶丝直径，可以增

大 L/D值；增大滞止罩的进口面积，可以增大偶丝接
点和来流气流的对流换热系数，减小滞止罩对热电偶

的辐射误差。如此设计出改进型滞止罩（图 1）。与原

型滞止罩相比，改进结构增大了进口面积，延长了内

偶丝长度，偶丝直径较小，并在滞止罩长度方向上两

侧各开 2个排气孔。

改型温度探针热电偶采用 K型，精度等级为 I

级，增加偶丝伸出长度至 30 mm，进口采用 4角倒角

的矩形截面，最初试验用测试探针排气孔在 2次各开

2个 囟=2 mm的圆孔，面积比为 2.0257。支杆仍采用

传统横截面为短边倒圆矩形结构，传统温度探针滞止

罩为圆柱形，垂直于支杆长度方向平行气流焊接，改

型滞止罩为短边倒圆矩形横截面结构，与传统温度探

针一样，焊接与支杆倒圆侧（图 1）。

2.2 试验结果

改进滞止罩温度测量探针测量试验在某高空台

某型发动机低温起动试验时进行，共安装 3支温度测

量探针，其中 2支采用传统滞止罩温度探针，3支温

度探针在不同气流速度下的各测点测量温度系数趋

势，如图 2所示。温度系数 噩为稳态时均值与各测点
时均值之和的比值，下标 1为高速气流的数据，其他

相应为低速气流时数据，T1-1、T1-2为传统温度探针（T

图 1 温度测量探针主体结构

改型滞止罩测量耙

传统滞止罩测量耙

81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1卷

分度）；T1-3为滞止罩改型温度探针（K 分度）。由于某
些原因，T1-2的第 1点数据未获得。另外，由于滞止罩

改型结构原因，探针的第 5点滞止罩结构进口面积相

对较小，致使第 5点数据存在一定的相对偏差。温度

系数显示出了其余 4点在高速气流中的相对一致性，

在低速气流中，明显滞止罩改型结构 5点温度系数相

对平衡，而在高速气流中，T1-2的 4点温度系数平衡性

取决于 T1-3，但 T1-3的前 4点温度系数平衡性亦相对

较为理想。总体看，滞止罩改型在高、低速气流中温度

系数平衡性均优于传统滞止罩的。

稳态测量探针的测温情况如图 3所示。从图中可

见，在过渡态下，随着气流速度的变化，采用改型温度

探针进行温度测量，具有不稳定性。从式（1）可知，测

量温度受测点处马赫数影响较大，与 T1-2测量数据对

比可知，滞止罩的结构影响了温度测量，并且从试验

数据看，随着进气温度不变，马赫数的变化，T1-3的测

量值远比其他 2支探针变化剧烈（图 3）。可以认为气

流速度对改进结构存在一定影响，需要考虑减小气流

速度对温度测量的影响，即考虑减小面积比的方法来

改进改型滞止罩，加工多种面积比滞止罩探针实物经

济性较差，采用 CFD方法可以很好得到理想面积比

滞止罩。该方法经济性好，且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可靠性也已得到行业认可。

3 数值计算

3.1 计算域及网格划分

鉴于对滞止罩结构气动特性和改型温度探针试

验情况分析，需要对改型温度探针滞止罩重新设计。

本文选取测量探针末段单点进行简化计算，对滞止罩

入口边缘进行不倒角简化，简化热电偶偶丝对气动流

场无影响，计算域取测量探针前后 10倍探针截面长

轴长距离，前、后为计算域进出口边界，四周为滑移壁

面，如图 4所示。

由于高空模拟流量管内气流为亚声速气流，域入

口选用速度进口边界，域出口选用给定静压边界。计

算域采用 CFD前处理软件进行六面体网格划分，测

量探针网格划分如图 5所示。

对滞止罩附近进行网格加密处理，网格节点数约

为 50万。

3.2 求解器

计算采用商业 CFD求解器进行气动特性求解，

时间项采用全隐式、耦合求解算法，湍流模型选用对

标准 k-着 模型中湍流模型常数 c着１和 滓着 进行变量
C着1RNG或 C着2RNG替换的 RNG k-着湍流模型，得到的湍
流耗散方程[7]

坠（籽着）坠t + 坠坠xj
（籽Uj着）= 坠坠xj

（滋+ 滋t

σ着RNG
）坠着坠xj

+

ε
k （C着1RNG

Pk-C着2RNG
籽着+C着1RNG Psb） （4）

图 2 不同滞止罩结构试验测量温度系数

图 3 随时间测量温度和气流速度的变化趋势

图 4 计算域

（a）传统型 （b）改进型
图 5 测量探针网格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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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模型选用考虑了动能热效应的热焓传输方

程的 Total Energy模型[7]

坠（籽htot）坠t - 坠p坠t +荦·（籽Uhtot）=荦·（姿荦T）+

荦·（U·子）+U·SM+SE （5）

3.3 计算工况

从上述改型温度探针试验测试数据特性分析，产

生温度测量数据偏差的原因存在气流流速对测量值

的影响因子增大的可能，本文从探针滞止罩的面积

比方面考虑，采用减小面积的方式来改善改型温度

探针滞止罩结构，并参考试验用滞止罩和传统滞止

罩面积比，得到如表 1中 1种滞止罩计算结构。进气

气流工况选用流量管内进气马赫数 Ma1=0.42, 总温

T1=243.15 K，出口静压 Ps2
=74 kPa。

4 数值仿真结果

采用 CFD方法得到的 4种不同滞止罩结构附近

气流流动情况如图 6所示。从图中可见，改型滞止罩

内气流流动明显要比传统式滞止罩的复杂，且随着 灼
的增大，改型滞止罩内的气流流速降低。

不同 灼的滞止罩流场中心线上的速度分布如图
7所示。其中红线为热电偶测点处。速度误差的直径

影响因素即滞止罩内气流流速，温度探针测量的气

流滞止的程度是速度误差的大小，气流速度越低，

温度的滞止效果越明显，探针可以测得的气流总温

越真实。随着 灼的增大，测点处的速度越低，在 灼=8.1

滞止罩内气流流速趋于等同 灼=4.2传统滞止罩内气

流流速。

不同 灼的传统式滞止罩和 3种改型滞止罩温度

探针中心线上稳态温度分布如图 8所示。其中红线为

热电偶测点处。在同样来流温度下，随着气流的流动

进入滞止罩内，气流温度逐渐升高，在 4种滞止罩结

构测点处温差约 1℃，随着 灼的增大，该处温度越大，
面积比为 8.1的 C改型滞止罩内温度分布基本等同

于 灼=4.2的传统式滞止罩的。

5 结论

滞止罩是温度探针设计的关键，气动特性较好的

滞止罩可以得到理想的温度测量结果，通过滞止罩初

步设计的试验验证和数值计算方法分析得出以下结

论：

（1）通过延长滞止罩内热电偶长度，增大滞止罩

进口面积，可以减小高低温气流中滞止罩对热电偶的

辐射影响。

（2）滞止罩面积比直接影响温度探针测量的速度

误差，在较小的面积比情况下，试验测量值受测量气

流流速影响较大，气流流速的增大，导致温度测量波

动量增大。

（3）经过数值计算，在同样进气条件下，随着面积

表 1 计算滞止罩结构

类型

传统式

A改

B改

C改

A E/mm2

6.6052

25.4552

25.4552

25.4552

A B/mm2

1.57080

12.56637

6.15750

3.14160

D/mm

1.0

2.0

1.4

1.0

灼

4.2050

2.0257

4.1340

8.1026

图 6 4种滞止罩附近气流流线

图 7 中心线上速度

图 8 中心线上静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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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的增大，滞止罩内气流马赫数减小，静温升高；在面

积比为 8.1的改进型滞止罩结构内气流马赫数和静

温分布满足热电偶的测温要求。

（4）改进型滞止罩结构可以起到减小热电偶测温

误差的作用，通过数值模拟找到了滞止罩改型设计中

最优滞止罩面积比，节约了大量的设计和试验验证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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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复合材料层压板低速冲击试验研究

竺铝涛 1，张 发 2

（1.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200540；2.东华大学纺织学院，上海 201620）

摘要：为研究复合材料不同铺层结构的抗冲击性能，采用碳纤维预浸料制备了单向[0毅]8和正交[0/90]2s铺层 2种不同结构的碳

纤维复合材料层压板，并使用 Instron 9250落锤冲击测试仪测试其低速冲击性能，得到了载荷 -时间曲线，分析了 2种不同铺层

方式的复合材料层压板的低速冲击加载力学性能，得到复合材料层压板的破坏形态来分析其破坏方式。结果表明：2种铺层方式产

生了不同的破坏模式，正交[0/90]2s的复合材料层压板的抗低速冲击能力要优于单向[0毅]8铺层的。
关键词：碳纤维预浸料；层压板；低速冲击；复合材料；破坏形式；冲击响应；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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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Low-Speed Impact for Carbon Fiber Composite Laminate
ZHU Lv-tao1袁ZHANG Fa2

渊1. Acrylic Fiber Division, SINOPEC Shanghai Petrochemical Co., Ltd., Shanghai 200540,China;
2. Colleges of Textile,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20,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impact resistance of composite with different layer modes, two kinds of laminates that unidirectional [0毅]8
and cross ply [0/90]2s were prepared with carbon fiber prepreg. Low-speed impact testing was performed by Instron 9250 drop weight impact
testing machine. Force-time curves were obtained to analyze low-speed impact with loading mechanical performance of two kinds of laminates.
The damage mode of composite laminate was obtained to analyze its damaging mann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wo layer modes have a different
damaging manners, the low-speed impact resistance of the cross ply [0/90]2s laminate is better than that of unidirectional [0毅]8 lami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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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碳纤维复合材料由于具有质量轻、强度高、抗疲

劳性能好和可设计性强等优点，在航空航天领域得到

了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但是在实际制造、维修和应用

中，纤维复合材料存在着共同的弱点，即对冲击载荷

引起的损伤比较敏感。特别是外物的低速冲击载荷作

用在其内部形成“不易察觉的各种损伤”，如层间脱

层、基体开裂和纤维断裂等。该损伤范围大且在材料

内部不易被发现，但会使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严重退

化[1-6]，强度可削弱 35%～40%[7]，从而导致结构承载能

力大大降低。相对于高速冲击所造成的穿透损伤而

言，低速冲击具有很大的潜在危害性和安全隐患，且

此类冲击在生产、使用过程中更普遍[8-9]。因此，理解复

合材料层压板的低速冲击损伤及冲击后的力学性能

对有效地进行复合材料结构设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与工程价值。

国内外对复合材料低速冲击进行研究时，分析了

冲头直径和形状、冲击角度、冲击物质量和材料、冲击

能量、对材料的冲击损伤破坏、以及对材料不同结构

的低速冲击损伤模式进行了大量的试验研究[10-15]。

本文利用落锤冲击装置对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层压板进行了低速冲击试验研究[16]，并对单向[0毅]8和

正交 [0/90]2s铺层 2种不同铺层方式的低速冲击加载

力学性能和破坏模式进行了分析。

mailto:taozai2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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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样制备与测试

1.1 原料

碳纤维增强环氧树脂复合材料层压板试样采用

碳纤维预浸料制备。该材料采用土耳其 AKSA公司的

A12碳纤维与环氧树脂在预浸设备上使用涂膜工艺

加工而成，具体材料性能参数见表 1、2。

1.2 试样制备

将碳纤维预浸料按规定尺寸裁剪，分别进行单向

[0毅]8和正交[0/90]2s铺层，然后通过在烘箱内抽真空加

热固化而成，再将所得层压板进行修剪，所得试样尺

寸（长×宽×高）为 150 mm×28 mm×1 mm。

1.3 冲击试验

2种不同铺层方式复合材料层压板的低速冲击

试验在 Instron-Dynatup 9250 HV落锤冲击试验机上

进行，如图 1所示。该试验的冲头直径为 12.7 mm的钢

制半球面，冲头质量为 11.4 kg，夹持距离为 120 mm。

试验冲击能量和冲击速度可以通过调整冲头的下落

高度来控制，分别采用 1、3、10、15 J的冲击能量。各

冲击能量下至少测试 3个试样，在冲击测试之后记录

各自的载荷 -时间历程曲线。

2 试验结果

2.1 低速冲击性能分析

在不同冲击能量下，2种不同铺层方式的复合材

料层压板的时间 -载荷曲线如图 2所示。从图 2（a）

中可见，在 1 J的冲击能量下，正交铺层在达到最大

承受载荷后，曲线开始下降且比较光滑；当冲击能量

达到 3 J以上时，其在最大载荷附近产生锯齿状波

动，达到最大载荷后呈直线下降；在接近载荷 0时，又

产生了水平锯齿状波动。经比较可知，冲击能量越大，

材料达到最大载荷的时间越早，即材料失效的时间越

早。从图 2（b）中可见，单向铺层与正交铺层具有相似

的破坏趋势，但是单向铺层较少出现锯齿状波动，说

明此结构瞬间失效，各层的破坏方式较一致，同时单

向铺层的失效时间比正交铺层的更提前。

在不同冲击能量下 2种不同铺层方式的复合材

料层压板的最大载荷值见表 3。从表中可见，正交铺

层比单向铺层方式能承受更大的载荷，在 10 J的冲

击能量下，承载方式提高了约 50%。

型号

A-42

根数

12000

拉伸强度 /MPa

4200

拉伸模量 /GPa

240

型号

A-42

伸长 /%

1.8

密度 /(g/cm3)

1.76

线密度 /tex

790

直径 /滋m

6.9

表 1 土耳其 AKSA碳纤维性能参数

玻璃转化点 /℃

120～135

拉伸强度 /MPa

55~60

拉伸模量 /GPa

3.0~3.5

弯曲强度 /MPa

95~100

弯曲模量 /MPa

3000~3500

伸长 /%

3.5~4.0

密度 /(g/cm3)

1.21~1.23

表 2 碳纤维预浸料用 YPX-3001环氧树脂性能参数

图 1 Instron-Dynatup 9250 HV落锤冲击试验机

（a）正交铺层

（b）单向铺层

图 2 2种不同铺层方式复合材料层压板的时间 -载荷曲线

冲头

基板

试样

0.8

0.6

0.4

0.2

时间 /ms

35302520151050

1 J

3 J
10 J

15 J

0.3

0.2

0.1

时间 /ms

35302520151050

10 J
3 J

1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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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破坏形态分析

在 1、3、10 J冲击能量下，单向[0毅]8铺层复合材

料层压板的破坏形态如图 3所示。从图中可见，各种

冲击能量作用下的复合材料都发生破坏，其破坏模式

为沿着纤维方向产生轴向劈裂。由于相邻层间纤维排

列方向一致，裂纹主要以树脂沿着纤维方向发生劈裂

破坏，最终完全失效，证明纤维没有起到很好的承载

作用。

在 1、3、10 J 冲击能量下，正交[0/90]2s铺层复合

材料层压板的破坏形态如图 4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1 J冲击能量下，材料没有被破坏，处于弹性载荷范围

内。在 3 J冲击能量下，材料沿宽度方向折断，这与单

向[0毅]8复合材料层压板的破坏模式完全不同，其形式

为基体开裂和纤维断裂。在 10 J冲击能量下，材料除

了发生横向断裂外，在断裂处还有纵向开裂，为小矩

形的破坏形态。可知材料横向断裂使得复合材料在承

受冲击载荷时，纤维发生拉伸断裂，碳纤维拉伸强度

高的优势得以发挥，复合材料的利用率和能量吸收能

力得到大幅提高。

3 结论

本文通过对单向[0毅]8和正交[0/90]2s铺层复合材

料层合板在不同能量下进行冲击试验，对比分析后得

出如下结论：

（1）对于不同结构，冲击能量越大，载荷 -位移曲

线上的冲击载荷峰值越高，材料失效的时间越早，冲

击损伤程度越大。

（2）2种铺层结构具有不同的破坏模式，其中单

向铺层层压板的破坏模式为材料沿着纤维方向产生

轴向劈裂，而正交铺层层压板的破坏模式为沿着宽度

方向折断。

（3）正交铺层结构比单向铺层结构具有更高的冲

击载荷峰值，抗冲击能力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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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航空发动机行业面临产品结构高度复杂、研制周期长、型号任务重等严峻形势，迫切需要全行业开展广泛业务协

同，聚合全行业的知识与资源来应对上述挑战，而行业统一的协同研制平台是广泛业务的重要支撑。阐述了航空发动机行业的背景

并指出构建与推广行业统一的协同研制平台的必然性；从协同思想的统一、组织的构建以及业务规则的定义 3方面说明了构建协

同研制平台所需的必备条件；重点阐述了航空发动机行业构建统一的协同研制平台的建设思路与内容，分享了其实际的应用过程

和经验，并展望了协同研制平台在未来的提升和拓展。

关键词：协同研制平台；设计阶段；联合设计；设计制造协同；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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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aeroengine industry has serious challenges of high product complexity, long development lifecycle and interlaced
develop mission, which push aeroengine industry to take comprehensive business collaboration. The uniform collaborative product
development platform across the aeroengine industry was a very important IT supporting for the challenge. The background of aeroengine
industry was illustrated.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nd extend the uniform collaborative platform in this field. The essential condition of
constructing the collaborative platform was presented by the aspects of unifying the collaborative idea, creating the collaborative organization
and defining the collaborative business rules. The building approach and contents for the collaboration platform were mainly introduced. The
key processes and knowledge were shared,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collaborative platform in the future was p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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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当今高度扁平化、全球化的世界里，价值链的协

作与竞争已经成为常态。而作为“皇冠上的明珠”的航

空发动机行业，由于其对国家的高度重要性，其竞争更

加剧烈正逐渐演变成为少数几个进入“自主研发高性

能发动机俱乐部”国家之间的科研与经济实力的较量。

凭借发动机专家的艰苦卓越的持续努力，中国已

经成为“自主研发高性能发动机俱乐部”的新会员；但

由于其总体实力较弱，处于“望其项背”的追随地位。

如何在当前中国大好形势下，再努力打一“翻身仗”，

实现向“并驾齐驱”的地位转变。除了国家的重视与投

入，只能依靠聚合中国航空发动机行业（甚至社会各

行各业）的知识与资源，开展广泛合作与自主创新。

本文重点阐述航空发动机行业构建统一的协同

研制平台的建设思路与内容，也分享了实际操作的过

程与经验。

1 航空发动机行业背景

在国际航空航天行业，各种基于项目或公司之间

mailto:fj_han@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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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协同已经成为惯例，与之配套也建立了相应的协

同研制平台。例如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主导的

重大军用飞机研制项目 JSF，建立了支持产品全生命

周期的虚拟产品研制平台，其使位于多个国家的供应

商（包括荷兰、日本和加拿大等多个国家的 50多家研

制公司）能够异地协同工作[1-2]。RR公司作为全球最

主要的航空发动机设计制造厂商，构建了开放式的协

同框架与平台，支撑 RR公司全球设计、制造和维护

等业务单元的高效协作；同时有效实现了与其合作伙

伴、供应商和客户顺畅信息交流。

高性能发动机研制周期非常长，例如第 4代战斗

机发动机的研制周期长达 15～18 年，甚至更长。中

国近期的新型号发动机的需求日渐旺盛，以期能缩小

与国外差距，同时满足各种环境下的需要。因此发动

机行业面临任务重、时间紧、多型号并行以及多厂所

联合研制的状态。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多年来中国的

发动机行业厂所长期分离，而且分散在不同地域。因

此需要发动机行业打破单位之间的“围墙”，开展深入

的业务协同，同时需要建立良好的协同研制平台来消

除单位文化与空间距离的障碍。另外，MBD[3-5]的研究、

实践与应用，也需要统一的协同研制平台的支撑来实

现 MBD模型的准确定义。

对航空发动机行业比较有利的状态是，多年来发

动机公司各主要成员单位信息化起步较早，3维设计

工具与产品数据管理系统得到良好应用，而且统一采

用西门子公司的 NX与 Teamcenter平台，这为发动机

行业构建统一的协同研制平台奠定了坚实基础，消除

了技术上的障碍。

因此，构建与推广应用行业统一的协同研制平

台，是中国航空发动机行业的内外等各种因素共同作

用的使然。

2 协同思想的统一与协同组织的构建

长期的设计所与制造厂分离的模式，使得各成员

单位习惯了传统串行模式，以及“甩过墙”的做法。因

此协同并行思想的普及与统一是第 1步。

通过多次宣讲沟通，让每个单位关键人员明白协

同并行模式可保障工艺信息从产品设计初期就体现

在产品零部件中，保障产品设计的可行性，真正实现

了面向制造的设计；同时制造单位提前进行瓶颈性的

生产准备，给予更充裕的生产准备时间，也可充分进

行工艺研究和加工验证，保障产品试制的一次成功

性；进而缩短整个产品研制周期，提高产品研制质量。

同时基于型号的 IPT[6-9]组织模式是保障有效协

同的关键。通过协同双方的协调沟通，组建了由多层

级 COE小组组成的 IPT团队负责协同事务的推进与

仲裁。而多层级的设计与制造 COE小组的动态对接

机制，保障协同的深度，也是后续型号项目协同的通

用机制，需不断完善，如图 1所示。

3 协同业务规则的定义

发动机的研制周期长，产品复杂。基于型号的协

同必须有的放矢，而且要有规则制度，否则会造成业

务混乱。因此在协同业务过程中，采用渐进明晰的方

式定义了长线件、设计阶段、并行工作等方面的规则

与制度，以保障业务协同的成功。

（1）长线件是指明确选定只有关重的长线件才进

行协同，而普通的零部件，不影响产品质量和研制进

度，没有必须采用协同的模式，采用传统模式即可。因

此在型号协同开展之初，就必须共同定义该型号中的

长线件，以便开展协同工作。

（2）在设计阶段针对长线件，尤其在详细设计大

阶段进行阶段细分。根据不同长线件，定义 M1、M2、

M3或 M4等设计阶段[10-11]；同时详细定义每个设计阶

段，产品应该具备哪些特征，满足那些条件要求，并且

清晰定义设计阶段确认的流程，保障有效性。

（3）并行工作开展规则主要针对长线件 M1、M2、

M3或 M4等不同设计阶段，定义制造单位可以开展

哪些工作。例如：M1可进行毛坯的准备。由设计变更

引发的后果，设计与制造双方必须共同承担。

需要说明，由于航空发动机型号之间借用度非常

高，因此这些规则的定义可以成为下一个协同型号的

良好基础，进行简单修订即可。

图 1 设计与制造 COE的动态对接

压气机
设计单位

涡轮
设计单位

燃烧室
设计单位 …

叶片
制造单位

盘
制造单位

轴
制造单位

机匣
制造单位

…

设计 COE

制造 COE

在 IPT领导组的协调下，动态根据长加工件的分类实现设计 COE与制造 COE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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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协同研制平台的建设

当前发动机协同研制平台构建过程，以坚持共性

统一为原则，采取总体规划、分布实施，重点面向未来

的总指导方针，以西门子 PLM产品线 Teamcenter8.3

/NX7.5/TCC8为依托，发动机公司构建了航空发动机

数字化协同研制平台。

4.1 建设目标与主要要求

航空发动机数字化研制协同平台的主要建设目

标是构建 1个满足航空发动机公司级的协同研制平

台，支持航空发动机公司级以型号产品为中心的多行

业、跨地域、多厂所联合研制的协同工作，协调型号全

生命周期内的设计、制造、管理和支援服务能力，从整

体上提升航空发动机数字化研制的产品研制和市场

竞争能力。平台建设主要要求如下：

（1）为发动机公司级协同研制平台，业务和方案

范围包括发动机公司及其承研所、承制厂、成附件

厂等；

（2）具备数据协同、流程协同、即时沟通等核心功

能，促进发动机公司总部以及各单位之间的有效交流

和沟通；

（3）需要考虑与发动机公司内其他如多项目管

理、生产管控等系统的集成；

（4）具备系统扩展性，能够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公司以及发动机公司之外的参研单位之间的信息交

互与集成；

依据该平台将建立发动机公司级的型号项目工

程数据中心。

4.2 建设重要原则

该平台作为公司级协同平台，发动机公司及各单

位依据协同平台要求搭建 PLM系统，需要基于共性

原则，重点解决当前协同平台构建过程中存在于全行

业的 5个“不统一”。

（1）数据编码不统一。是指发动机公司对各业务

单位的数据没有制定 1套统一的编码规则，导致分散

于各业务单位系统的数据出现大量的重号，并且在数

字化协同过程中不利于快速地识别各家业务单位的

数据和其含义。

（2）数据类型不统一。是指全行业没有统一的数

据类型标准，统一的数据类型是进行数字化协同的前

提基础，类型不统一将直接导致 PLM系统无法实现

数据的发放和接收。

（3）数据属性不统一。是指全行业没有统一的数

据属性标准，协同是建立在共性的基础上，各业务单

位如果协同数据的属性个数、属性定义不一致，将直

接导致无法实现数据的发放和接收。

（4）公共资源库不统一。公共资源库是指标准件

库、材料库、标准库（例如焊接工艺标准）。随着各业务

单位 PLM建设的深入和应用的积累，资源库的类型

和实例不断丰富扩充，分类标准更加规范，为各业务

单位数据的快速查找和重用建立了基础。但是，由于

发动机公司没有把各家业务单位的现有资源进行有

效整合，导致各资源库之间存在着大量的重复数据，

浪费了大量了人力和时间，影响产品研制的周期。

（5）业务协同方式不统一。是指由于全行业的业

务单位繁多，因此协同的类型和协同的关系格外复

杂，主要有设计制造协同、设计设计协同、制造制造协

同。如果从发动机公司层面没有对协同的方式和数据

的流向进行有效严格的控制，将直接导致协同混乱，

数据发送 -接收方式随意，不利于协同数据的集中管

控和追溯。

4.3 平台总体框架

平台提供公司层面的研制信息集成与共享能力，

实现跨地域、跨单位的协同数据及工作流管理，全面

支持并行工程的实施。从发动机公司的业务与组织机

构的未来战略及长远规划，对协同平台的总体框架进

行以下方面设计，如图 2所示。

（1）从应用框架来说，以发动机公司总部作为

HUB，实现总部对发动机全生命周期的研制数据进行

总控，发动机公司内各业务单位（研究院分部或制造

COE）通过总部进行设计与设计、设计与制造协同过

程中的有效数据交互、流程驱动、即时沟通。

（2）从产品平台来说，为了支撑发动机公司未来

图 2 发动机公司协同平台总体框架

集团公司

工程数据中心（HUB） 生产管控

资源知识维护试验制造设计

研究院
伊伊1 所参

研
单
位 研究院

伊伊2 所

研究院
伊伊3 所

研究院
伊伊4所

研究院
伊伊5所

项目管理

·协同共享区
·数据发布
·信息反馈

数据协同
·基于成熟度的流程定义
·跨系统流程执行
·流程跟踪和监控

流程协同 即时协同 数据安全
·协同讨论区
·在线会议
·可视化协同

·按照项目控制
·控照密集控制
·安全审计管理

PLM基础平台（Teamcenter8.3+NX7.5）

统一数据编码 统一数据模型 统一资源库

TC Multi-Site + TC Community

协同
功能

共性技术

伊伊1厂

伊伊2厂

伊伊3厂

伊伊4 厂

伊伊5厂 参
研
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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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数据中心的建立，以及各业务单位的业务提升，

将统一采用先进的系统与工具来搭建该协同平台，分

别采用 Teamcenter8.3作为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方案

的 PLM基础平台；采用 NX7.5作为产品 3维设计、加

工、仿真、检测等方案的基础工具；采用 TCC8即时沟

通工具实现总部及各业务单位之间的快速即时的沟

通交互。

（3）从支撑的业务规则来说，重点解决当前行业

存在的 5个“不统一”，把确定的共性技术固化到协同

平台上。

（4）从应用的功能角度来说，在协同平台的基础

功能和遵循共性技术的原则下，重点实现能够支撑在

发动机公司内进行设计与设计协同、设计与制造协同

的核心协同功能，其中包括数据协同、流程协同、即时

协同以及数据安全管控。

4.4 建设路线

协同平台包括公司总部以及各家单位的 PLM系

统。公司总部部署的系统既是发动机公司HUB，也是发

动机公司未来工程数据中心系统的基础。因此协同平

台的建设路线必须能够有效保障上述 2方面作用。

随着发动机公司总部对型号项目逐步集中的管

控能力以及总体设计能力的加强，发动机协同平台的

建设与实现分为以下 3个步骤来实现。

（1）原型系统建设验证。发动机公司定义与评审

统一数据模型、标准规范与协同方案等；在封闭的环境

中，基于评审确认的统一方案进行原型系统的建设；由

发动机公司人员对原型系统进行初步验证评审。

（2）协同 HUB在总师单位部署，按型号上线。首

先把协同 HUB部署在总师单位；同时基于协同平台

的统一要求，各业务单位改造内部 PLM系统与协同

HUB对接；最后基于 3个型号协同正式运行与持续

完善。

（3）协同 HUB部署在发动机公司总部。在发动机

总部搭建协同平台的运行环境；把协同 HUB从总师

单位合并迁移到发动机公司总部。

4.5 主要建设内容

协同平台的主要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创建协同共

享区、设计与制造协同、设计与设计协同、即使协同、

公共资源库管理 5大业务场景。

（1）创建协同共享区是以发动机公司为 HUB，组

织创建的共享文件夹目录结构，是发动机公司集中管

控数据流向的区域。

（2）设计与制造协同依据发动机协同平台内协同

数据的发放阶段、数据的类型、要求、版本及其管理标

准，实现协同数据的发放、同步、更新、反馈。

（3）设计与设计协同主要是各设计单位之间的联

合设计业务。包括跨站点的系统与子系统之间的协同

零组件的联合设计、远程异地设计评审、BOM配置管

理、更改管理、所有权管理。

（4）TCC即时协同是 1个集成化的开发协同环境，

可以进行 PLM系统内部或第 3 方的 PLM系统的即

时协同交流和沟通。

（5）公共资源库管理。对于分散在多个设计制造

单位通用的各类库，包括标准件库、标准库、材料库，

使用 Teamcenter的 In-Class模块和文件夹目录进行

集中管理，以便于提高设计资源的重用性。

5 协同研制平台的实际应用与展望

通过航空发动机协同研制平台的构建，把协同研

制模式这种全新的产品设计制造方法和技术固化到

全行业的 PLM系统中，对全行业的基于 MBD模式下

的数字化产品研制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通过以某几

个型号为主线，快速在全行业各成员单位得到实际应

用的效果。

联合设计实现了主设计师单位与部件设计单位

之间的联合设计，包括接口的定义与协调、BOM的分

解与整合等；设计制造协同实现了设计所与制造厂之

间基于设计阶段的协同并行工作，设计所能够及时获

得制造厂的制造思想反馈；同时并行开展工艺技术准

备工作(例如在设计正式发布之前，制造厂可进行工

艺方案规划、长周期件的采购、毛坯的准备、工艺工装

的初步设计等)；由于在编码、技术条件、数据模板等

诸多方面的统一，设计所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更加

高效，基于设计制造协同的思想，设计所内部的设计

部门与试制部门也开展协同，实现了并行工作。

航空发动机协同研制平台建设工作不会止步于

此，将随着航空发动机行业的业务发展脚步，进一步

向内外深化与拓展协同。首先，向内深化业务协同范

围，创新业务协同模式。逐步开展制造单位之间的制

造协调以及实际与电子卷宗数据的交互；实现发动机

公司总部对各成员单位在型号、项目和安全等方面的

管控；其次，向外延展供应链网络，拓展全球化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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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实现上级单位中航工业集团、军方客户、2级供

应商等进行业务与平台的协同对接；最终走向全球价

值链的协同。随着云技术的应用与大数据的到来，协

同研制平台会拓展成为中国航空发动机价值链上协

同合作的重要平台。

6 结束语

航空发动机研制协同平台的建设过程也是行业

业务协同的推进过程，而领导高度重视、行业共识统

一、业务协同推进是项目成功的关键。

（1）领导高度重视是前提。协同研制平台是跨发

动机公司众多成员单位的项目,必须依赖公司领导的

高度重视与指导。

（2）行业共识统一是基础。各成员单位的基础条

件以及对协同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只有形成行业的

统一共识,才能有效行动。

（3）业务协同推进是关键。协同研制平台建设成

功的关键不在于 IT平台，而是有效推动整个行业真

正基于全新的协同模式和规则开展业务协同。

航空发动机研制协同平台不仅满足异地协同研

制的新模式要求，也缩短了发动机产品的研制周期，

还给传统的组织管理方式带来新的变革，为实现航空

发动机工业的跨越式发展奠定重要的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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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部件特性修正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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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传统部件特性修正方法未考虑发动机多状态导致修正精度不高的问题，提出了 1种基于粒子群优化和滑动最小二

乘法的某型发动机部件特性修正方法。该方法利用粒子群优化算法分别求得在发动机不同状态下的修正系数，并以这些系数为基

础，采用滑动最小二乘方法拟合修正系数曲面，从系数曲面上获取原有部件特性图上各点对应的修正系数，从而得到修正特性。试

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克服了传统方法的不足，提高了特性修正精度，为开展单机监控和视情维修提供准确的部件数据基础。

关键词：部件特性修正;粒子群算法;滑动最小二乘法;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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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rrection of Aeroengine Component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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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 Department of Aircraft Engineering, Naval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 Institute, Yantai Shandong 264001, China;
2. Navy Customer 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Engine in Shenyang, Shenyang 110043, China冤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that the conventional correction methods doesn't consider the multi -condition of engine, the
correction of component characteristic based on particle swarm and Moving Least Squares (MLS) was presented. The particle swarm method
was used to solve the correction coefficient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The MLS method was used to fit the curve consisted of correction
coefficients, and got the correction coefficients from the orginal characteristic. The experiment results show the proposed method outperforms
the conventional methods and improves the accuracy of component characteristic correction, which provide the accurate data for single
aircraft monitoring and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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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不同型号的发动机有着不同的特性，甚至同一类

型、同一批次的发动机由于制造和安装工艺的差异，

其部件特性也会有所差异，使得每台发动机的性能不

完全相同。因此，发动机模型的仿真结果与其真实性

能存在一定误差。因此，有必要针对单台发动机的性

能对模型进行修正，使模型能够与真实发动机匹配[1-5]。

国内外专家提出了一些针对发动机部件特性的

修正方法。文献[6]提出了经典的修正因子法，可根据

试验数据，采用优化算法求出；文献[7]发展了 1种预

测发动机部件特性的自适应模型方法；文献[8]分析了

部件特性自适应模型的不足，利用“部件特性删除法”

求解修正因子。

经典的修正因子法最大的改进是不再视修正因

子为定值，而是随状态变化而变化。基于这样的思路，

本文提出１种更加有效地综合利用航空发动机多个

状态试车数据的修正方法。

1 部件级稳态发动机模型的建立

发动机部件级解析模型建立的基本步骤和思路

见文献[9-10]，采用变比热技术建立该型发动机各部

件的气动热力模型。整台发动机在非设计点工作时各

部件状态是互相制约的，即需满足共同工作条件。共

同工作条件包括：流量平衡、功率平衡、静压平衡和转

速平衡。稳态工作点求解的基本思路是对从进气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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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至尾喷管出口截面所建的部件模型进行计算，遇到

未知量就假定为已知，称为独立变量，按气流流过的

顺序，完成所有部件气动热力计算，从而得到表示发

动机工作的 6个方程，称为发动机共同工作方程。根

据该型发动机的调节规律确定出的 6个待求独立变

量为：风扇工作点位置参数 茁cL、高压转速 nH、压气机

工作点位置参数 茁cH、燃烧室出口总温 T4
*、高压涡轮

单位焓降 dh*

TH和低压涡轮单位焓降 dh*TL。则共同工

作方程组为

f1（茁cL，nH，茁cH，T
*

4，dh*

TH，dh*

TL）=0

f2（茁cL，nH，茁cH，T
*

4，dh*

TH，dh*

TL）=0

f3（茁cL，nH，茁cH，T
*

4，dh*

TH，dh*

TL）=0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

（1）

式（1）表示的共同工作方程是包含独立变量为未

知数的 6个隐式非线性方程，稳态工作点求解的数学

问题即为求解以独立变量为未知数的非线性隐式方

程组。要获得共同工作方程需进行 1次完整的发动机

气动热力计算，因此，该非线性方程组是非常复杂的。

简而言之，求解发动机部件级模型的数学问题就是求

解 1个复杂的多维非线性隐式方程组。

2 基于粒子群优化的方程求解

从上节分析可知，部件特性修正本质上是 1个非

线性方程组的优化过程。对这类问题的优化求解可采

用传统的迭代法，但存在受初值影响较大，不易收敛

等不足[11]。并且随着目标方程数目增加，求解变得更

加困难；粒子群算法是近年来提出的群智能优化算

法，适合解决复杂的非线性优化问题。因此，采用粒子

群算法对共同工作方程组进行求解。

粒子群优化算法是 1种模拟鸟群觅食过程中迁

徙和聚集行为的进化算法[12-13]。假设在 1个 n维的目
标搜索空间中，有 N个粒子组成 1个群体，其中第 i
个粒子表示 1 个 n 维的向量 xi=（xi1，xi2，…，xin），i=1，

2，…，N，则每个粒子的位置就是 1个潜在的解。第 i
个粒子的飞行速度也是 1个 n维向量，记为 V i=（V i1,

V i2，…，V in），记第 i个粒子迄今为止搜索到的最优位
置为 Pi=（Pi1,Pi2，…，Pin），整个粒子群迄今为止搜索到

的最优位置为 Pg=（Pg1,Pg2，…，Pgn），w为惯性权重。在
每一步迭代中，粒子可根据以下公式更新自己的速度

和位置

V i
（t+1）

=WV i
（t）

+c1r1（Pi
（t）

-xi
（t）
）+c2r2（Pg

（t）
-xg
（t）
） （2）

xi
（t+1）

=xi
（t）

+V i
（t+1）

（3）

因子 c1和 c2分别用来调节该粒子向自身已经历

过的最优位置和同伴已寻找到的最优位置方向飞行

的最大步长。增大 c1和 c2可使粒子向全局及个体最

优位置飞行的速度加快，从而加快收敛速度，但过大

的 c1和 c2可能导致由于飞行速度过快而飞过目标区

域，选择合适的 c1和 c2可以加快收敛速度又能避免

陷入局部最优，通常情况下取 c1=c2=2。随机数 r1和 r2

使得粒子飞行时的速度具有了一定的随机性，这种随

机性提高了粒子在解空间的搜索能力。较小的惯性权

重 w可加强粒子局部搜索能力，而较大的 w可加快
收敛速度，所以可通过调节 w来兼顾收敛速度和收
敛精度，w常在[0.4，0.9]之间变化，随着迭代步数的增

加而减小，使得早期具有较快的收敛速度，而后期又

有较强的局部搜索能力。根据具体问题，当飞行速度

足够小或达到预设的迭代步数时，停止迭代，输出最

优解。

式（1）表示的共同工作方程组的求解过程可转化

为如下优化问题进行寻优求解

J=min
6

i=1
fi

2
（茁cL，nH，茁cH，T4

*
，dh*

TH，dh*

TL） （4）

对于上述优化问题，利用粒子群算法进行求解，

粒子 xi=（xi1，xi2，…，xi12），各维度分别对应 茁cL，nH，茁cH，

T4

*
，dh*

TH，dh*

TL。适应度函数选取为

fit=
6

i=1
fi

2（茁cL，nH，茁cH，T4

*
，dh*

TH，dh*

TL） （5）

3 基于滑动最小二乘法的部件特性修正

利用该型发动机多个工作状态下的试车数据，以

风扇部件为例进行多状态部件特性修正。粒子群算法

求解部件特性修正系数得到在已知 7个状态下的风

扇增压比修正系数，比较发现在不同工作范围得到的

修正系数也不同。因此,传统方法对于整个范围的部

件特性取相同的修正系数值是不准确的。通过计算可

以得到风扇部件在较大范围内多个状态的增压比修

正系数，但受试验所限，不可能对所有状态进行试验。

因此,对于已知状态之间的任意状态，其修正系数可

以根据该状态周围的已知状态特性求取。如果利用所

有已知状态点的修正系数，能够拟合出 1个系数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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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则任意状态的修正系数可从该曲面获得。

近年来滑动最小二乘（MLS，Moving Least Square）

在曲面拟合方面取得较好的效果[14-15]，本文即采用滑

动最小二乘法进行曲面拟合。滑动最小二乘法是 1种

基于点的近似方法，具有拟合精度高，通用性强的特

点。其拟合函数采用随坐标变化的系数向量来代替传

统最小二乘法的固定系数，因此，不存在对复杂、离散

数据量的分段（分块）拟合和平滑化等问题，解决了传

统曲线曲面拟合过程中存在的困难。

假设计算区域内拟合函数为

滓（z）=[x，y]T （6）

式中：x，y，z为计算区域的坐标变量。
设在 n个结点 z i=（xi，yi）有已知的实测值，分别为

滓 i=滓（xi，yi），i=1，2，…，n。用矢量形式可表示为
滓 i=[滓 1 滓 2 … 滓 n]T （7）

设拟合函数可近似表示为

滓（z）=[b1（z） b2（z）…bm（z）]

姿1（z）
姿2（z）
…

姿m（z）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

伤

赏

设设设设设设设商设设设设设设设

=bT（z）姿（z）（8）

式中：b1（z）为 m个线性无关的基函数，且 b1=1；bT（z）
为由这些基函数组成的 m维函数矢量；姿（z）为 m维
系数矢量，待求。

与经典的拟合方法不同，这里的待定系数 姿（z）

是随着域内变量 z变化的。首先固定 1点z赞，称为估值
点。研究在这点邻域内的局部近似

滓（ z赞）（z）=bT（z）姿（z赞） （9）

所要求的近似函数与真实函数在已知的 n个实
测点上的加权平方范数最小，即

G（姿（z赞））=[B姿（z赞）-滓 ]TW（z赞）[B姿（z赞）-滓 ]→min （10）

其中

B=

bT（z1）

bT（z2）

…

bT（zn）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

b1（z1） b2（z1） … bm（z1）

b1（z2） b2（z2） … bm（z2）

…

b1（zn） b2（zn） … bm（zn）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n×m

（11）

W（z赞）=

w1（z赞-z1） 0 0

0 0

0 0 wn（z赞-zn）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n×n

（12）

由于基函数 b i（z）已知，则测值点场坐标 zi已知，

因此，矩阵 B是由确定数值元素构成的。权矩阵 W 是

对角矩阵，其元素W i（z赞-zi）是非负的可导函数。为减少

计算量，结点权函数只在其影响区域 B（zi）内非零，即

w（z）=w（z-zi）
≥0 坌x缀B（z i）

＝0 if not （13）

根据前述分析可知，为了使式（10）成立，由

坠G

坠姿（z赞）
=0得

BTW（z赞）B姿（z赞）=BTW（z赞）滓 （14）

可解出

姿（z赞）=[BTW（z赞）B]-1BTW（z赞）滓 （15）

将式（14）代到式（9），得到在估值点（z赞）附近的近
似函数

滓（ z赞）（z）=bT（z）[BTW（z赞）B]-1BTW（z赞）滓 （16）

对每个估值点 z赞必须确定 1 个相应的系数矢量

姿（z赞），这是因为权矩阵在数值上随估值点的不同而

变化。现在使量z赞成为计算区域内的任意 1点，即z赞可
用 z代替，则得到全局滑动最小二乘法的近似函数

滓（z）=bT（z）[BTW（z）B]-1BTW（z）滓 （17）

如果 W（z）是常数矩阵，式（17）是 1个经典的、非

活动的、加权最小二乘法的近似函数。由于权函数是

非线性函数，该式不能表述为 1个解析函数，只能用

数值方法求解。

权函数采取以下形式

w（Sj≠i≤1）=
Sa

i（S-a
j -1）

1+Si
a

m

j=1，j≠i
Si

-a
+Sa

i m

w（Si≤1）=
1-Sa

i

1+Si
a

m

j=1，j≠i
Si

-a
+Sa

i m

w（Si＞1）=0

式中：m为影响区域内包含的结点个数；Si为与估值

点距离最近的结点距离；Sj≠i为影响区域内其它结点

与估值点的距离。

4 试验分析

利用 MLS和已知的修正系数点拟合计算获得风

扇的增压比修正系数曲面，如图 1所示（图中曲面只

画出风扇特性覆盖的范围）。用同样方法获得风扇的

流量特性修正系数曲面，如图 2所示。

利用得到的相应修正系数曲面，可以获得精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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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特性图。以风扇增压比特性为例，对于任何 1个

转速线上的点（每个转速线上有 10个点），则依据其

在原来特性图上的坐标，对应到 2个修正系数曲面

上，找到平面上相应位置对应到特性曲面的 z 轴值即
为该点的修正系数。利用所求的原特性图上所有点的

修正系数计算出修正后的风扇增压比和效率。修正

前、后的风扇增压比和效率特性分别如图 3、4所示。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得到修正特性的精度，分别利

用经典方法、曲线拟合方法和本文方法得到修正部件

特性，进行发动机稳态性能仿真计算。3种方法的发

动机模型非线性方程组均采用粒子群算法求解，算法

均迭代运算 100次，并取相同的参数设置。以某涡扇

发动机 2个不同的状态 I、II来验证由不同方法获得

部件特性的精度，2个状态的对应的转速为：状态 I：

Nh=94.35%,N1=86.56%；状态 II：Nh=92.59%,N1=83.54%。

对于这 2个状态，分别基于不同方法得到的部件

修正特性，利用粒子群算法进行稳态建模仿真。每种

情况分别仿真计算 20次，将运算结果对应的适应度

函数平均值显示在表 1中。可以看出在不同状态下的

计算结果有较大不同。在状态 I下，用 3种方法的修

正特性计算所得结果相差不大，本文算法的适应度略

小于其他 2种方法的，表明本文方法略优。然而对应

状态 II，经典方法和曲线拟合方法的计算结果变差，

而采用本文方法计算取得最好的结果（适应度最小，

表明计算误差最小）。

5 结论

（1）研究了 1种更加有效的综合利用多个状态试

车数据的发动机部件特性修正方法，该方法利用粒子

群优化算法分别求得在发动机不同状态下的修正系

数，采用滑动最小二乘方法拟合修正系数曲面，从而

得到修正特性。

（2）该方法能够提高修正精度，优于其他传统方法，

为开展基于单机监控和视情维修提供了准确的部件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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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发动机航线维修专家系统设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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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缩短民用航空发动机航线维修的时间，提高航线维修效率，降低航班延误率，针对民用航空发动机航线维修工作的

特点，提出了基于故障特征利用模糊技术建立专家系统的模糊知识库，并结合智能检索技术建立民用航空发动机航线维修专家系

统的方法，该方法能够提高专家系统解决问题的准确性和时效性。重点阐述了专家系统模糊知识库构建和智能检索技术的逻辑思

路。相比于以关键故障特征为知识点建立的数据库，模糊知识库包含了更全面的故障特征知识。智能检索基于概念或语义检索，相

比于关键词检索，对自然语言有更好地理解，便于航线维修工作人员使用。

关键词：航线维修；专家系统；模糊数据库；智能检索；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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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Design for Civil Aeroengine Airline Maintenance Expert System
WU Zhi-wen1袁 Wang Lin-lin2

渊1. Shenzhen Airlines, Maintenance Engineering Department, Guangzhou 510000, China ;
2.Guangzhou Civil Aviation College, School of Aircraft Maintenance Engineering, Guangzhou 510000,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horten the civil aviation aeroengine airline maintenance time, improve the maintenance efficiency, and finally
reduce the flight delay rates, a civil aviation aeroengine airline maintenance expert system design method was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aeroengine airline maintenance features, the method was performed that fuzzy knowledge base of expert system was built using fuzzy
technology based on fault feature; the aeroengine airline maintenance expert system was built. The fuzzy technology and intelligent retrieval
technologies could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time efficiency of the expert system. The fuzzy knowledge base design and the logic of the
intelligent retrieval technology was discussed. Aeroengine fault feature knowledge from the fuzzy expert system knowledge base is more
complete than that in the expert system knowledge base which using the key fault feature technology. Base on the concept or semantics
searching, the intelligent retrieval is better than the keyword searching on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Therefore, the intelligent retrieval
technology would make the expert system easy for the airline maintenance staffs.

Key words: airline maintenance; expert system; fuzzy knowledge base; intelligent retrieval;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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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0 引言

近年来，中国民航事业高速发展，飞机数量不断

增加，机队规模不断扩大，“十一五”期间全行业机队

规模达到 2600多架[1]，预计“十二五”末中国民航飞机

的规模将超过 4500架[2]。飞机数量、航班密度的骤增，

给航线维修在安全性、可靠性和经济性方面都带来了

更大压力[3]，因此必须提高航线维修的效率，缩短维修

时间，降低航班的延误率。航空发动机结构复杂、工作

环境恶劣、部件间耦合影响强烈，是造成航班延误，引

发飞机故障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航空运输协会对

7571架飞机在 1981~2001年间由于机械故障引起的

航空事故的调查结果显示，发动机的推进系统故障占

所有机械故障的 36%[4]。因此，在航线维修环节，引入

针对航线维修的实用型专家系统，对航空发动机故障

进行快速排查与维护，能大大提高航线维修效率。

专家系统是利用业内相关专家的经验和知识，结

合基于计算机科学的人工智能技术，帮助用户快速、有

效解决问题的系统[5]。这一系统始于 1965年，并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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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90年代进入成熟发展阶段[6]。虽然不断发展的专

家系统已在某些领域表现出远超专家的能力，但在复

杂系统领域，其实用性、易用性并未获得广泛验证。航

空发动机作为人类复杂工业产品的代表，其生产设

计、运行管理、维修等各方面都亟需专家系统辅助。

文献[6~10] 反映了近年来部分国内科研人员对航空

发动机故障诊断专家系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专

家系统推理判断的智能化上，例如基于实例优先[7]、功

能模型[8]、遗传算法[9]的推理机制，基于故障特征融合

的诊断机制[10]，以及基于各类神经网络模型的神经网

络技术等。这些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发动

机故障诊断、健康管理技术相结合，为中国航空发动

机的性能完整性做出了较大贡献，但这些技术在真实

发动机系统上的实用性还缺乏充分证明。民用航空发

动机的航线维修具有其特殊性：首先，民航发动机大

多来自国外航空发动机公司，无法获取其设计和运行

的核心技术。在此前提下，处在研究前沿、未获得验证

的智能化推理技术应用于未掌握核心机理论的国外

发动机中，无法保障推理结果的有效性。其次，在成熟

的民航运行体系保障下，主要对频发、但程度不深的

各类故障进行维修，因此，民用航空发动机航线维修

专家系统无需复杂的推理机制，更强调专家系统的针

对性（或专用性）和实用性，并不追求功能的全面性和

先进性。航空公司利用国外发动机公司提供的软件，

收集、分析、统计航空发动机运行和维修数据，指导航

线维修工作。这些系统并未提供复杂的推理判断机

制，仅基于关键词的搜索，说明把专家系统的前沿研

究结果应用到注重安全和时效的民航航线维修，仍有

较大风险。基于关键词匹配的“专家系统”虽然具有较

高的可靠性，在知识库正确的情况下，不会提供错误

指导，但对用户输入信息的挑剔性强，不能识别语义，

搜索结果过于依赖是否包含关键词，而非使用者语

义，排他性过高，指导性较差。亟需设计 1种不采用复

杂推理机制，能够理解自然语言，根据与使用者语义

的相关程度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后输出的系统，即可

为民用航空提供 1种安全、可靠、高效、实用的发动机

航线维修专家系统。

以故障特征为知识点建立依据，与该故障特征直

接、间接相关的因素、事件都存储在同一知识点中，利

用模糊数学建立模糊数据库[11-13]，再以基于概念或语

义检索自然语言为沟通方式的智能检索技术[14]作为

辅助，建立航空发动机航线维修专家系统，将能改善

沟通效果，提高专家系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效率，缩

短航线维修排故时间，降低航班延误率。

1 系统总体设计

1.1 系统的主要功能

1.1.1 知识库管理

普通用户可以浏览知识库内容，将新的故障事

件、原因以及维修方法等知识点添加到知识库中，并

对自己添加的内容拥有编辑、增补、删除等操作权限。

其上传的新知识点存储到待审核的数据转存模块中，

系统管理员审核确认后即可整合入库。专家拥有系统

管理员权限，可对整个知识库知识点进行勘误、增减、

整合优化，对知识库信息的全面性、及时性、合理性和

有效性负责，负责系统的日常运行和维护。

1.1.2 故障诊断

系统根据用户输入的故障现象进行推理，给出故

障原因，定位到可能的故障单元，并提供故障排除方

法。具有解释功能的系统，能够就每个推理步骤给用

户必要的解释，既有助于用户辨别推理的可信度，也

有利于用户理解排故原理和方法。

1.1.3 权限管理

能够对各部门、用户的使用权限进行分配和管

理，保障系统信息的安全性，方便使用和维护系统。

1.2 系统的基本构成

针对本系统的设计特点，系统的基本构成分为应

用层、运算层和数据层 3个层次，每个层次又包含相

应的模块。系统总体结构如图 1所示。

知识处理模块的功能是进行知识库的更新和维

护。分析推理模块是根据用户输入的信息，调用知识

库中存储的知识，通过一定的推理机制，分析推理出

故障产生的原因，给出故障的解决方案。动态数据库

用来存储专家系统正在处理的故障信息，例如用户输

图 1 系统总体结构

应用层

运算层

数据层

用户 专家、知识工程师

用户界面

知识处理
模块

分析推理
模块

输出解释
模块

帮助系统
模块

模糊知识库 动态数据库 帮助信息

100



吴志文等：民用航空发动机航线维修专家系统设计分析第 1期

入的初始数据、推理时的中间信息、推理完成后的结

论等，帮助系统模块用以提供系统使用的基本帮助。

2 知识库设计

2.1 模糊知识库

用户通常以较为便利的自然语言与系统互动。自

然语言具有鲜明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知识库处理的

知识点也可能是模糊的。仅以关键词、关键特征为知

识点，建立知识库，存在 2个明显的问题：关键词虽然

是确定的，但用户在使用该关键词进行查询时，该词

在语句中所表达的语义未必是数据库中关键词所要

表达的语义；数据库中的关键词也未必能表达清楚该

知识点下的所有内容。前者需要智能检索技术来解

决，后者依靠建立模糊知识库来解决。

建立模糊数学理论，可使操作者用数量来描述模

糊事件，把不完整性和模糊性引入知识库系统中，从

而形成模糊知识库。模糊知识库是指能够处理模糊知

识的知识库，是数据库技术与模糊技术结合的产物。

一般的知识库以 2值逻辑为基础，不能表示模糊不清

的知识；模糊知识库不但可以处理任意数据类型，其

表述也更加符合人类自然语言的特点，配合智能检索

技术，可以减小人与系统沟通的隔阂。

2.2 发动机维修专家系统模糊知识库的建立

以发动机故障特征为中心，建立 1种环状模糊知

识模型[15]，此知识模型的存储原理是以代表故障特征

的关键词为知识点的环中心，其它知识元素环绕各环

中心，每个知识点就是知识库中的 1个模糊子集，每

个模糊子集都有自己独立的环中心和环绕环中心的

轨道，轨道数量因知识点的复杂程度而异。环中心是

模糊知识库的核心，代表 1个模糊子集，是模糊数据

库知识点划分的标准，其它知识元素围绕环中心聚

集，隶属度大的知识元素离环中心近，隶属度小的知

识元素离环中心远，隶属度相同的知识元素在与环中

心距离相同的同一轨道。数据可以根据其隶属程度存

储于某个模糊子集中，建成模糊知识库，而非传统的

非此即彼的绝对隶属关系建立的二义性知识库。以

CFM56-7发动机反推系统故障为例建立的环状模糊

子集如图 2所示。轨道数目除了受知识点复杂程度的

影响外，也受到专家系统设计性能指标的制约，轨道

数目越多，系统也越复杂。

3 分析、推理机制

专家系统分析推理机制的实质是检索[7]，通过检

索，在专家知识库中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采用基于

概念、语义分析的智能检索技术，能有效地解决传统

检索技术中出现的“词不匹配”和关键词的二义性和

多义性问题[15]。民用航空发动机航线维修系统以智能

检索技术作为分析、推理机制的核心，不采用复杂的

推理逻辑。由于发动机结构复杂，在不掌握发动机设

计、制造的核心信息的前提下，进行复杂、严密的分析

推理没有实际意义，无法保障其结果的可信度。对于

航线维修来说，缺乏经验的工作人员并不具备判断系

统复杂逻辑推理结果正确与否的能力。以智能检索技

术为分析推理机制的核心，通过对模糊专家知识库的

检索，能把与故障信息高度相关的知识元素罗列出

来，不引入系统逻辑推理的误差，分析结果和推理过

程也更易被航线维修人员理解和接受。

智能检索采用模糊匹配技术以适应模糊专家数

据库，检索的结果不再是 100%的匹配，可以根据隶

属度将相关信息全部展现，而非仅提供少量 100%匹

配的信息，大幅提升了实用性。智能检索技术能够对

用户输入的自然语言进行切分，抽取、概念搜索和同

义词输出，力争理解自然语言的真实意图。

在以智能检索为基础的分析、推理模块中构建模

糊匹配模块，用以解决同义词搜索问题。在系统内部

建立同义词词典，模糊匹配模块根据同义词词典找出

所有搜索关键词的同义词，并将这些同义词共同作为

搜索约束，可以有效解决不同用户用词不统一的问

题，减少对搜索词限制，便于用户使用[11]。分析推理模

图 2 模糊子集

液压隔离活门（HIV）故障

线性可变差动变压器（LVDT）故障

反推控制活门组件故障

反推放出
故障

人工松开手柄故障

液压作动筒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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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如图 3所示。

用户输入的查询信息

首先经由查询信息处理模

块传递给语义分析模块，

语义分析模块对用户输入

的自然语言进行分析，得

出反映用户意图的关键信

息，模糊匹配模块再对这

些信息进行同义词匹配处

理，将处理后的搜索信息

传递给搜索模块，搜索模块依据这些信息对模糊知识

库进行搜索，最终搜索的结果和整个处理的过程都存

储于动态数据库中，作为输出解释模块的输入源。

4 结束语

模糊数据库和智能检索技术是近年来人工智能、

专家系统中出现的新技术，本文以此为基础，针对航

线维修的特点，提出民用航空发动机航线维修专家系

统与常规的基于确定性信息的数据库和关键词匹配

检索技术的专家系统相比，模糊数据库和智能检索技

术在理论上具有先天优势，能够降低对航线维修人员

的要求，可以增强故障诊断的准确性和时效性，缩短

航线维修的时间，提高航线维修的工作效率，从而适

应中国民航事业不断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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