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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engine

基于实时模型的涡扇发动机加速供油
规律设计方法
韩文俊，李家瑞，王

军，王传宝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针对某型涡扇发动机建立了实时模型，并将实时模型计算与试验结果进行了对比，得出该实时模型对模拟航空发动机
加速过程具有一定的精度。通过改变航空发动机加速过程控制逻辑，并引入压气机裕度这一限制条件，获得了 1 种航空发动机加速
供油规律设计方法。在实时模型中采用该方法，能够快速准确地获得航空发动机的加速供油规律；同时能够直观地得到航空发动机
加速过程的动态特性。结果表明：通过验算得到设计的加速供油规律符合航空发动机加速要求。
关键词：加速供油规律；实时模型；控制规律；动态特性；涡扇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5.02.001

Design Method of Fuel Supply Law for Turbofan Engine Acceleration Based on a Real-Time Model
HAN Wen-jun袁LI Jia-rui袁WANG Jun袁WANG Chuan-bao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China冤
Abstract: The real -time model of a turbofan engine was built, which calculation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experimentation

results. It is accuracy to simulate the acceleration process of aeroengine. A design method of fuel supply law for aeroengine was obtained by
changing the control law of aeroengine acceleration process and introducing the limitation condition of compressor margin. The acceleration

fuel law of aeroengine was obtained quickly and accurately, and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aeroengine acceleration process were

presented directly by the method in the real -time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cceleration supply law designed by validation and
calculation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aeroengine acceleration.

Key words: acceleration fuel supply law曰 real-time model曰control law曰dynamic characteristics曰turbofan engine

符号表
T1

发动机进口总温

n1

低压转子相对转速

n2

高压转子相对转速

n2R

高压转子相对换算转速

T6

低压涡轮出口温度

Δn1 实际 n1 与 n1 控制计划的差
Δn2 实际 n2 与 n2 控制计划的差
ΔT6 实际 T6 与 T6 控制计划的差

ΔSM 压气机裕度

J

转动惯量

下角标

P3

压气机出口总压

仔

压比

d

设计点

P6

低压涡轮出口总压

浊

效率

r

换算

PLA 油门杆角度

滓

总压恢复系数

b

燃烧室

Wf

主燃油流量

姿

速度系数

C

压气机部件

A8

喷管喉道面积

琢

余气系数

T

涡轮部件

V

速度

籽

密度

3

燃烧室进口截面

W

空气流量

Cv

定容比热容

dem 限制值

M

扭矩

h

总焓

0 引言
加速时间是航空发动机的重要指标之一，对于军

机，
尤其是舰载机，加速时间越短其起飞距离越短，在
空中作战时机动性也越强。因此加速时间最短是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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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加速控制追求的目标[1]。压气机工作稳定裕度、
涡轮

主要涉及部件有风扇、压气机、燃烧室、外涵道、加力

前温度、发动机超转和加速时间 等因素都会限制发

燃烧室和高、
低压涡轮。

动机加速，因此需要合理设计发动机加速供油规律。

1.2.1

[2]

国外学者以最短加速时间为目标，采用发动机非线性
[3]

模型进行发动机加速供油规律设计 ；国内学者提出

压气机、涡轮部件
发动机压气机（风扇和压气机），涡轮（高、低压涡

轮）部件特性可描述为[7]

了 1 种基于功率提取法的加速供油设计方法[4]。但是

W r=g（仔,n
1
r）

（2）

这些方法不能直观地反映加速控制规律在发动机上

浊=g（仔,n
2
r）

（3）

应用的效果。

根据给定的计算初始化条件或上一周期计算结

数值模拟是航空发动机研究的重要手段，建立其
[5]

动态模型非常必要 。文献[6-7，10-12]对发动机实时

果，采用式（2）和（3）计算得到压气机和涡轮进、出
口参数。

仿真模型进行了介绍。航空发动机实时模型相当于 1

由于录取压气机、涡轮部件特性的试验环境、测

台数字发动机，能够以一定的精度实时计算出在整个

试方法、进出口流场的差异，使得试验特性与在发动

飞行包线范围内的瞬态特性，被广泛地应用于发动机

机整机上表现的特性存在差异，因此在计算压气机、

全包线范围内的实时仿真和机载模型，但是在国内外

涡轮进出口参数时，
需对特性进行修正[8]，以压气机特

文献中尚未发现采用实时模拟进行发动机加速供油

性为例

规律设计的相关研究。
本文针对某型涡扇发动机建立了实时模型，
提出 1
种加速供油规律设计方法。该方法考虑了压气机裕度、
发动机排气温度和转速的限制。基于实时模型，
得出了
发动机加速供油规律和加速过程动态特性的优点。

1 航空发动机实时模型

压比修正系数

C仔= 仔'd-1
仔d -1

（4）

效率修正系数

C浊= 浊d'
浊d

（5）

流量修正系数

Cw= W rd'
W rd

（6）

式中：仔d、浊d、W rd 为发动机设计状态下的压比、效率和

发动机实时模型（如图 1 所示）可简化为[6]

W rd' 为压气机特性上设计转速线上
换算流量;仔d'、浊d'、
与 仔d、浊d、W rd 对应的点 （该对应关系基于设计状态下
的压气机裕度）。
1.2.2

主燃烧室
燃烧室总压恢复系数[2]为
２

滓b=1-const·姿３

图 1 发动机实时模型

X觶 =f（X，
U）

式中：const 为常数，由设计点参数确定。
当余气系数 琢b≤3.0 时，燃烧效率为

（1）

P3、P6、
式中：
X 为发动机状态参数，包括 T1、n1、n2、T6、

浊b=1-0.8（

PLA 等参数；U 为实时模型输入变量，包括 Wf、A8 等
能量守恒、
功率平衡等约束。

浊b=1-0.8（

模型初始化
在采用实时模型进行计算之前需要进行初始化。

W 3a

1.25

0.05p 3

1.2.3

本文研究发动机的加速过程，则将模型初始化为发动

W 3a
）2[1+（1+ 琢 ）2]2
1.25
3
0.05p 3 T3

（9）

外涵道和加力燃烧室总压恢复系数可选用常数，
可与设计点参数一致。

1.2

1.3

本文主要研究发动机在非加力状态的加速过程，

（8）

外涵道和加力燃烧室

机慢车状态，所需赋值参数如图 1 所示。
部件计算简介

）2[1+（1+ 3 ）2]2
琢
T3

当余气系数 琢b＞3.0 时，燃烧效率为

参数；
函数 f 包含了发动机部件特性，以及流量连续、
1.1

（7）

容腔计算
在实时模型中存在 3 个容腔，即主燃烧室、外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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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和加力燃烧室。运用 1 维能量守恒方程和连续方程

加速油量。

（见式（10）、
（11）
）能够计算分别得到主燃烧室、
加力燃
烧室出口和外涵道进口的总压和总温对时间的导数[9]。
坠 （籽，
Cv，T）=- 坠 （籽，
V，
h）
坠t
坠x
坠籽 =- 坠 （籽C）
坠t
坠x

（10）
（11）

然后采用上一计算周期的参数值计算当前计算

图 3 加速供油控制逻辑

周期的参数为
T n=T（ n-1）+ dT ×驻t
dt

（12）

+ dP ×驻t
dt

（13）

P =P
n

（ n-1）

式中：Δt 为计算周期，
本文取 0.001。
1.4

W fR= W f×101.33× 姨288.15 =f（n2R）
P3·姨T1

（16）

式中：
（n
f 2R）为加速供油规律。

由于在发动机刚开始加速时的状态与最高转速

转子功率平衡
在发动机加速过程中，涡轮功率大于压气机功

率，
产生的剩余功率产生角加速度。根据角加速度计
算当前周期的转速为

1.5

发动机加速供油一般形式为

状态的偏差很大，导致 PID 控制油量远大于加速供油
量，
因此该阶段实际供油量与加速供油量一致。但是
随着发动机状态的提高，控制参数的偏差逐渐减小，
此时实际加速供油量逐步过渡到 PID 控制油量。在整

dN = 30 ×（MT-MC）
仔
J
dt

（14）

Nn=N（ n-1）+ dN ×驻t
dt

（15）

模型计算与试验结果对比

个加速过程中，发动机实际供油量不会超过加速供油
量。因此得到的加速供油规律是为了限制加速过程中
因 PID 控制油量过高引起发动机喘振而设定的。
在发动机实际工作中控制系统无法获得压气机

为验证模型对发动机加速过程的计算精度，以某

裕度，但是实时模型可以得到。通过在 PID 控制油量

型发动机加速过程为例，
将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进行

的计算中加入压气机裕度这一限制参数来得到发动

对比，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该实时模型模拟发动

机加速过程中的供油规律，
计算逻辑如图 4 所示。从

机加速过程具有一定的精度。

图中可见，发动机实际加速供油始终为 PID 控制油
量，该油量除了由被控参数的偏差决定，还受到压气
机裕度的限制，因此整个加速过程发动机不会喘振。
采用如图 4 所示的计算方法，仅需要给定发动机最高
状态限制参数值和加速过程压气机的裕度限制，便能
快速地计算出发动机加速过程供油。
U驻n1
U驻n2
U驻T6

图 2 计算与试验比较

取
大
值

PID 控
制油量

实际加速
供油量

加速供
油规律

U(ΔSMdem-ΔSM)

图 4 加速供油规律计算方法逻辑

2 加速过程控制逻辑
文献[13-15]对发动机加速过程控制逻辑进行了
深入研究。在发动机加速过程中的实际供油量由 PID
[14]

3 计算结果与分析
某型发动机要求地面加速时间不超过 5 s；而对

控制油量与加速供油量低选得到 ，
如图 3 所示。通过

于单轴发动机加速过程，压气机裕度需留 5%～7%[2]。

PID 算法，
根据被控参数的偏差（Δn1、Δn2 和 ΔT6）中

为了保证所设计的加速供油规律有较大的裕度空间，

的最大值得到 PID 控制油量；根据加速供油规律得到

分别计算压气机裕度限制值为 7%、10%和 12%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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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发动机高、低压转子相对转速限制值为 100%，
T6

气机裕度限制计算结果给定，并且当 n2R 大于 95%

限制值为 1053 K，
计算结果如图 5～7 所示。

时，将该转速段对应的换算燃油流量给定为 n2R=95%
时对应的换算燃油流量。最终的与设计前使用的加速
供油规律对比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设计前供油
规律根据整机试验方法调试所得，
设计后的供油规律
略高于设计前的供油规律。将这 2 种加速供油规律带
入发动机过渡态计算程序得到 n2R、T6 和 ΔSM 随时

图 5 加速过程中裕度情况

间的变化，对比情况如图 9～11 所示。

图 8 设计的加速供油规律
图 6 加速过程中换算燃油流量情况

图 7 加速时间

图 9 n2R 随时间变化

从图 5 中可见，在发动机加速初始阶段，压气机
裕度与裕度限制值相近，在该阶段燃油流量是根据
U (ΔSMdem-ΔSM)通过 PID 控制算法计算得来；在发动机将
要加速到目标转速时，T6 逐渐接近限制值，压气机裕
度逐渐增大且远离裕度限制值，此时燃油流量根据
UΔT6 计算得来。该结果与文献[4]计算结果一致。

图 10 T6 随时间变化

图 6 给出了换算燃油流量与慢车状态换算燃油
流量的比值与 n2R 的关系。从图 6 中可见，给定压气
机裕度限制值越小，加速过程可供燃油流量越大，当
过渡到 T6 限制阶段，燃油流量相近。当转速接近目标
转速时，
燃油流量也逐渐接近稳态供油量。
从图 7 中可见，
3 个计算条件均满足加速时间不
大于 5 s 的要求，压气机裕度限制值给定的越小，加
速时间越短。

图 11 驻SM 随时间变化

从图 9～11 中可见，某型发动机采用设计前、后
的加速供油规律，加速时间均小于 5 s，采用设计后的

考虑到发动机在装机使用过程中存在进气畸变

加速供油规律加速时间更短；在加速过程中 T6 均没

和雷诺数的影响，最终加速供油规律可按 12%的压

有超过温度限制值；在整个加速过程中 ΔSM 均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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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综上所述，设计前、后的加速供油规律均能够满

13-15.

足某型发动机的加速要求，此外采用该设计方法可减

SUI Yanfeng. Realtime switching model of aeroengine [J]. Aeroengine,

少发动机整机调试时间。

4 结论
（1）建立了发动机实时模型，并计算了某型发动
机的加速过程，与实际加速过程进行对比，表明该模
型能够以一定的精度反映发动机加速过程。
（2） 介绍了 1 种经典的发动机加速过程控制逻

2009，
35（2）：
13-15. (in Chinese)
[7] 梁宁宁. 航空涡轴发动机建模与控制规律研究[D]. 南京：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2011.
LING Ningning. Reserch on turbo-shaft engine modeling and control
law [D].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2011. (in Chinese)
[8] 骆广琦，桑增产，王如根，等. 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数值仿真[M]. 北
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7：
54-58.
LUO Guangqi, SANG Zengchan, WANG Rugen, et al. Numerical

辑，引入压气机裕度偏差这一控制量；同时对该加速

methods for aviation gas turbine engine simulation [M]. Beijing：Nation

控制逻辑略作改动得到了 1 种能够计算出发动机加

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
2007：54-58. (in Chinese)

速供油规律的方法。
（3）采用实时模型及改进的加速供油规律计算方
法，
分别计算了压气机裕度限制值为 7%、10%和 12%
的情况，
并得到了发动机加速供油规律。
（4）经发动机过渡态模型验算，设计的加速供油
规律能够满足某型发动机的加速要求。
（5）提出的加速供油规律设计方法通过实时模
型计算得来，能够直观地得到发动机加速过程的动
态特性，可以对发动机加速供油的设计及优化提供
良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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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型发动机可靠性环境因子分析及应用
武晓龙 1，孙

波 2，尹国武 2，周祥亮 2

（1.海军驻沈阳地区发动机专业军事代表室，沈阳 110043；2.海军 91911 部队，海南三亚 572000）
摘要：某型航空发动机在使用过程中故障率较高，结合其外场使用数据，以可靠性理论为基础，建立了基于 Van Montfort 方法
的威布尔分布检验模型，根据该模型判定发动机主机的使用数据服从威布尔分布，确定了可靠度函数和故障率函数；针对发动机主
机可靠性受环境影响的问题，建立了可靠性环境因子分析模型，以评估海洋环境条件对发动机可靠性的影响。并据此对使用单位和
生产单位提出了一系列提高发动机使用可靠性的建议。
关键词：可靠性；环境因子；航空发动机；威布尔分布；形状参数
中图分类号：V235.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5.02.002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of Reliability Environmental Factors for an Aeroengine
WU Xiao-long 1, SUN Bo 2, YIN Guo-wu2, ZHOU Xiang-liang 2
渊1. Navy Consumer 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Engine in Shenyang, Shenyang 110043, China;
2. No.91911 Troop of Navy, Hainan Sanya 572000, China冤
Abstract: The failure rate of an aeroengine was high in operating. Based on reliability theory, Weibull distribution test model which

based on Van Montfort method was set up combined with the field data. Using the aeroengine data that obeyed Weibull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the model, reliability function and failure rate function were determined. Aiming at the problem that reliability of aeroengine
was affected by the environment, reliability environment ratio model was built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marine environment on reliability of
the aeroengine. Suggestions which can enhanc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aeroengine were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above situation to the
producer and end-user.

Key words: reliability; environment factors; aeroengine; Weibull distribution; shape parameter

0 引言

子进行研究，
从而确定沿海高盐高湿的环境对发动机
寿命的具体影响。

中国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引进某型涡轴发动机，现

本文从上述 2 方面建立计算模型，对发动机整机

已装备于某型直升机。该型发动机的故障率较高，在

可靠性和环境因子开展了研究，并对使用单位和生产

规定翻修寿命期内多次发生故障，需要提前更换发动

单位提出了提高发动机使用可靠性的建议。

机或单元体。需要从 2 方面着手解决上述问题：一是
通过对发动机主机故障数据进行分析，建立基于 Van
Montfort 方法的威布尔分布检验模型，用于判定发动

1 主机使用可靠性分析
1.1

数据搜集

机使用数据是否服从威布尔分布，从而确定发动机主

搜集某单位 20 台发动机首次故障数据，
根据数据

机的可靠度函数和故障率函数，
评估其使用可靠性水

对数据进行处理，剔除由其它部附件引起
筛选原则[1]，

平；二是建立可靠性环境因子分析模型，在分布同族

的 2 次故障和人为因素造成的故障的数据 4 个，得到

性假设成立且失效机理相同的情况下，结合另一单位

有效样本数为 16（如发动机到寿，
则将其到寿时间 800

同型发动机寿命数据，对发动机主机的可靠性环境因

h 列为首次故障时间），删除比为 0.2，
小于 0.5，该组数

收稿日期：2013-06-08
作者简介：武晓龙（1983），男，工程师，从事航空发动机质量监督与管理工作；E-mail：
vina1313@163.com。
引用格式：

X i=ln ti,Zi= X i-滋 （滋=ln 浊,滓= 1 ）
滓
m

据有效。某型发动机主机首次故障有效数据见表 1。
表 1 某型发动机主机首次故障有效数据

（2）

在原假设 H 0 成立的情况下，X 1 ≤X 2≤…≤X r 为

序号

首次故障时间

故障现象

1

23～429

金属屑灯亮，发动机磨损严重

2

16～516

减速器单元体轴承磨损

…

…

…

12

19～783

自由涡轮灼伤

13

800

到寿

14

800

到寿

15

800

到寿

16

800

到寿

极值分布 Fx （x）=1-exp 蓘 -e

x-u
滓

蓡 的前 r 个次序统计量。

z
Z1≤Z2≤…≤Zr 为标准极值分布 F（z）
=1-exp 蓘 -e 蓡 的
z

前 r 个次序统计量，且 E（Zi）
（i=1,2,…r）有据可查。根
据 Van Montfort 方法提出统计量
li=

X i+1-X i
（i=1,2,…,r-1）
,
E（Zi+1）-E（Zi）

（3）

设 li 渐进独立，
且服从标准指数分布，
取 r1=

利用假设检验和参数估计的方法确定样本数据
所服从的分布函数及其参数，最终得到发动机使用故

最大值。则统计量
r-1

F=

拟合分布检验

行威布尔分布、指数分布和正态分布拟合，得到主机
寿命分布拟合曲线，如图 1 所示。

移 r-rl -1
i

分布函数进行使用可靠性分析。
用 Matlab 编程对表 1 中的主机故障数据分别进

蓘 2r 蓡 ，

这里[ ]为取整符号，所取整数小于或等于括号内值的

障样本数据所具有的统计规律性。本文主要采用寿命
1.2

7

武晓龙等：某型发动机可靠性环境因子分析及应用

第2期

i=r1+1

r1

1

（4）

li
移
i=1 r1

在原假设 H 0 成立条件下，渐进服从自由度为
（2（r-r1-1）,2r1）的 F 分布，其取值不能过大或过小，对
于 给 定 的 显 著 性 水 平 琢 的 检 验 规 则 为 F <F1 -琢/2

（2（r-r1-1）,2r1）或 F>F琢/2（2（r-r1-1）,2r1）时，
拒绝 H 0；
F1-琢/2
（2（r-r1-1）,2r1）≤F≤F琢/2（2（r-r1-1）,2r1）时，
接受 H 0。
在基于 Van Montfort 方法的分布检验模型的具
体算例中，首先假设
H 0：F（t;浊;m）=1-e

-（ 1 ）m
浊

（t>0）

（5）

根据 Van Montfort 方法对发动机使用数据进行
计算，
分布拟合检验值见表 2。
表 2 分布拟合检验值
i

t

1

图 1 主机寿命分布拟合曲线

从图中可见，
主机故障数据能较好地服从威布尔
分布。建立基于 Van Montfort 方法的分布检验模型对
发动机主机使用数据进行分布检验。其基本原理如
下：
设发动机的寿命分布服从威布尔分布 F（t），检验
假设
-（ 1 ）m
浊

=1-e
H 0:F（t,浊,m）
0

（1）

式中：浊,m 为未知参数。
r 个发动机的失效时间分别为 t1≤t2≤…≤tr，假
设

2

3

4

5

6

ti

429

516

587

594

625

654

X i=lnti

6.062

6.246

6.375

6.387

6.438

6.483

0.185

0.129

0.012

0.051

0.045

0.033

ai=X i+1-X i
E（Zi）

-3.178 -2.035 -1.679 -1.089 -0.781 -0.518

b i=E（Zi+1）-E（Z）
i

1.143

0.356

0.590

li=ai /b i

0.162

0.362

0.020

0.308

0.263

0.239

0.165

0.172

0.138

i
7

8

9

10

11

12

ti

676

682

730

751

778

783
6.663

X i=lnti

6.516

6.525 6.593

6.621

6.657

ai=X i+1-X i

0.009

0.068 0.028

0.035

0.006

E（Zi）

-0.279

-0.054 0.169

0.401

0.666

b i=E（Zi+1）-E（Zi）

0.225

0.223 0.232

0.265

0.361

li=ai /b i

0.039

0.305 0.122

0.133

0.018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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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

蓘 2r 蓡 = 蓘 122 蓡 =6

*
姿= -ln R（t）= -ln0.99 =0.005
驻t
2

（6）

按照 Van Montfort 方法计算统计量，根据 li 值可
计算 F 的观察值，
则
r-1

/
-1） 移l /5
移l （r-r

F= i=r +1
1

1

=

r1

移l /r
i

i=1

1

i

i=7
6

移l /6

= 0.1234 =0.727 （7）
0.1698

i

i=1

若取显著性水平 琢=0.1，依 F 分布表可得检验临
界值
F琢/2（2（r-r1-1）,2r1）=F0.05（10，
12）=2.75

（8）

1/F0.05（10，12）=0.364

（9）

F0.95（10，
12）<F<F0.05（10，12）

（10）

表 3 主机首次故障数据

设成立，可认为该型发动

处理结果

机主机服从威布尔分布。
采用高精度 的 最小 二 乘

故障部位

威布尔分布参数
浊
m

计算威布尔分布参

主机主机

762.331

法

[2]

数，见表 3。
由此得到主机威布尔分布函数为

蓘蓸

F（t）=1-exp -

t
762.331

蔀

5.589

5.589

蓡

（11）

（12）

m 为形状参数；祝（1+ 1 ）函数。
m

蓸

蔀

*
给定任务时间 驻t=2 h，
任务可靠度 R（t）
=0.98，
则

姿= -ln R（t）= -ln0.98 =0.010
驻t
2
*

m

=

蓸 0.010×762331
蔀
5.589

靠度 R（t）=0.99 时，
则

析其他地区的发动机使用情况（即研究发动机主机的
可靠性环境因子）。

2.1

环境因子分析约束条件
环境因子是表征相同产品在不同环境下失效快慢

程度的 1 个参数，反映了环境对产品可靠性影响的严
酷等级[3]。对可靠性环境因子进行分析的约束条件有分
布同族假设、
机理一致性假设以及 Nelson 假设[4]。
（1）失效机理一致性假设。在不同应力水平 S1，
S2，…，Sk 下，产品的失效机理保持不变。该假设是研

折算与综合，
环境因子的研究才有意义。
S2，…，
（2）分布同族性假设。在不同应力水平 S1，
Sk 下，产品的寿命服从同一形式的分布。不同应力水
平下的寿命数据的分布形式相同，
仅在分布参数上存
在差异。可通过分布拟合来检验寿命分布同族性。

5.589

品的累积失效概率相同，
产品中累积的损伤也相同，
即
在不同应力水平下作用不同时间的效果相当。
搜集另一使用单位该型发动机使用数据，对某型
发动机主机的环境影响因素进行分析。2 单位发动机
除气候环境差异外，
使用、
维护水平均相当。用相同方
法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其发动机主机寿命数据也服
从威布尔分布。

1
4.589

=817

98%的任务可靠度偏低，若适当增大,取任务可
*

的环境对发动机可靠性产生影响。此外，还需对比分

损伤作用的外在表现，
认为即使在不同环境下，
只要产

不高。

蓸 姿浊m 蔀

为：发动机主机固有可靠度不高；沿海高温高盐高湿

Nelson 提出，实际是将累积失效概率作为环境对产品

反证该型发动机在沿海环境的使用条件下其可靠性

T（姿）=

计算得到的首翻基值远低于给定值。其可能因素

的失效和当前应力，而与累积方式无关。这一假设由

该型发动机的首翻期给定值大于上述值，由此可

1
m-1

=701

（3）Nelson 假设。产品的残存寿命仅依赖于已累积

1
兹=0+762.331×祝 1+
=704.6
5.589

则首翻基值

蔀

1
4.589

致的情况下才能进行不同应力水平下可靠性信息的

式中：兹 为平均寿命；酌 为位置参数；浊 为尺度参数；

将数值代入

蓸

0.010×7623315.589
=
5.589

究环境因子相关问题的前提，只有在失效机理保持一

可以计算出发动机主机威布尔分布的平均寿命
兹=酌+浊祝（1+ 1 ）
m

蔀

1
m-1

2 发动机主机可靠性环境因子分析

F琢/2（2（r-r1-1）,2r1）=1/F琢/2（2（r-r1-1）,2r1）=

由 式（1 0）判 断 原 假

蓸

姿浊m
T（姿）=
m

11

i

则首翻基值

因此，2 单位的发动机寿命数据分布同族性假设
成立。失效机理一致性假设通过以下方式验证。对于
2 个 威 布 尔 分 布 而 言 ， 当 其 形 状 参 数 相 等 ，即
m1=m2=m 时，说明其失效机理一致[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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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布尔形状参数检验方法
设 1 批发动机主机的寿命 T1 服从威布尔分布，

其分布函数为

蓘蓸 蔀蓡

F（t
=1-exp - t1
1 1）
浊1

m1

，t1>0

（13）

式中：m1、浊1 为未知参数。

另 1 批发动机主机的寿命也服从威布尔分布，其
分布函数为

蓘蓸 蔀蓡

F（t
=1-exp - t2
2 2）
浊2

m2

，t2>0

（14）

检验假设 H 0：
m1=m2，分析 2 批发动机主机的形
状参数是否相等。对 2 批发动机主机的寿命 T1、T2 作
变换 x=lnT1，y=lnT2，则 x 和 y 都服从极值分布，其分

蓸
蔀
x-滋
F（x）=1-exp 蓸 -exp
滓 蔀
x-滋1
=1-exp -exp
F（x）
3
滓1
2

4

次序统计量的线性组合
ri
滓赞i =
移C（ni,ri,j）yij，i=1,2
滓i i=1

min 嗓 滓赞i
取滓赞=滓赞 （2；
n1,n2;r1,r2）= 1≤i≤2
max 嗓 滓赞i
1≤i≤2

统计量。

式中：m2、浊2 为未知参数。

布函数分别为

滓赞i/滓i 是 ri 个标准极值分布
准极值分布的次序统计量；

1

（15）
（16）

滋i=ln浊i，假设等价为
式中：滓i= 1 ，
mi
H 0：滓1=滓2

为检验假设是否成立，从母体 T1 和 T2 独立地抽
取 n1 和 n2 个样本，进行定数截尾寿命试验后可得 2
个独立的截尾子样 t11 ≤t12 ≤…≤t1r 和 t21 ≤t22 ≤…≤
1

t2r ，经变换 xi=lnt1i，
yi=lnt2i，分别可得极值分布 F（x）
和
3
2

F（x）
的截尾子样 x1≤x2≤…≤xr 和 y1≤y2≤…≤yr [6-7]。
4
2

样本量 n1<25，n2<25，因此只能采用最优线性无
偏估计[8]对数据进行处理。滋1 的最优线性无偏估计为
r1

滋赞1=移D（n1,r1,j）lnt1j
i=1

（18）

滓1 的最优线性无偏估计为
i=1

（19）

式中：D（n1,r1,j）和 C（n1,r1,j）为无偏系数，其值可由最
优线性无偏估计表中查到。
同理可得 滋2，
滓2 的最优线性无偏估计。

ki

移C（n ,r ,j）y
j=1
ri

j=1

i

i

ij

C（ni,ri,j）yij

瑟
瑟

的

（22）

给出显著性水平 琢 后可求出 C琢。使 P（滓赞<C琢）=琢
综上，可对 H 0 进行检验：当统计量滓赞的观察值大
否则拒绝 H 0。
于 C琢 时接受 H 0，
利用威布尔形状参数检验方法对发动机主机形
为 1，该机场发动机寿命数据的总数视为 16，有 12 个
失效数据为定数截尾数据，r1=12，且有 t11=429,t12=516,
…，t112=783；另一单位编号为 2，该机场发动机寿命数
据总数视为 12，有 7 个失效数据为定数截尾数据，
r2=7，且有 t21=505,t22=526,…,t27=789。
对子样 t11 ≤t12 ≤…≤t1r 和 t21 ≤t22 ≤…≤t2r 作变
1

2

换，
即 xi=lnt1i，yi=lnt2i。
对第 1 组子样：n1=16，
r1=12，查最好线性无偏估
计表并查最好线性无偏估计表，经计算得：滋赞1=6.132，
滓赞1=1.975。
赞
经计算得滋赞2=6.457，滓赞2=1.138。分别计算得 滓1 =0.752，
滓1
滓赞2 =0.913。
滓2
计算出统计量为滓赞=0.667。取显著性水平 琢=0.1，

由 滓i 的最优线性无偏估计的性质可知
滓赞i = C（n ,r ,j）lntij-滋i ，
移 i i 滓i i=1,2
滓i i=1

1≤i≤j

嗓
嗓移

0

第 2 组子样：
n2=12，
r2=7，
查最好线性无偏估计表，

r1

滓赞1=移C（n1,r1,j）lnt1j

min
min 嗓 滓赞i/滓i 瑟 1≤i≤2
滓赞= 1≤i≤2
=
max 嗓 滓赞i/滓i 瑟
max
1≤i≤2

瑟
作为检验 H
瑟

状参数进行检验的具体算例进行分析。设某单位编号
（17）

1

当 H 0：滓1=滓2 成立时

（21）

ri

（20）

令 yij= lntij-滋i ，则对任何 （
i i=1,2），yij，j=1,2，…，ri 是标
滓i

查表得 C琢=0.307。因此，滓赞>C琢。
接受原假设 H 0，即 m1=m2。可认为 2 单位的发动
机主机失效机理相同，失效机理一致性假设成立。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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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因子计算

转，
易发生因运转部件磨损而引起的故障，
如自由涡轮

解决数据间相互折算问题的关键是确定不同环

前后轴承、
主动齿轮前后轴承和轴承保持架、
外置机匣

境下环境因子的值。利用这一数值可以把某环境下的

轴承、
轴间轴承、
封严圈、
轴承轴套的严重磨损等[10]。这

寿命数据等效折算为另一环境下的寿命数据。2 种环

些磨损故障不但影响发动机在正常寿命期的使用，而

境下，若产品的失效机理相同，即 m1=m2=m 时，文献

且限制了发动机的延长使用。
随着能量与质量的变化，发动机主机零部件会发

[9]定义的威布尔分布环境因子
K= 浊2
浊1

（23）

由 m1=m2 可知 m2=5.589。
姿（t）= m
浊

蓸 浊t 蔀

动机老化程度逐步加剧，故障逐渐增多。随着使用时
间的增加，局部故障的排除虽能恢复整机的部分性

m-1

（24）

由式（24）可得 浊2=837.902。
由式（23）可得

K= 浊2 = 837.902 =1.10
浊1 762.331

综上，由于单位 1 的环境条件比单位 2 的恶劣，
且发动机主机在此环境中的使用寿命缩短，其使用可
靠性比单位 2 的低。说明高温高盐高湿的沿海环境对
发动机的使用可靠性影响很大。

3 主机故障特点分析及故障防护
3.1

生磨损、腐蚀、疲劳、
老化等，其过程不可逆。表现为发

主机故障特点
主机故障数据如图 2 所示。

能，
但整机故障率仍不断提高，
新的故障不断出现。同
时其损伤也不能完全消除，
即使维修也不可能使发动
机整机的性能恢复到使用前状态。
3.2

主机故障防护建议

3.2.1

对使用单位的建议
为减少发动机主机故障的发生，建议使用单位从

以下几方面采取以下措施：
（1）在飞机海上飞行后或发动机在使用一段时间
后对发动机进行冲洗，清洁掉积存在机件表面的盐垢
等，
避免发动机被腐蚀。
（2）加强对发动机滑油的监控，预报磨损和失效
状况，便于采取预防性维修措施，确保发动机的可靠
使用和高效发挥应有功能。
3.2.2

对生产单位的建议
为减少故障发生，建议生产单位从设计和加工质

量等环节上采取措施，从根源上解决避免故障的发生
问题。这就要求生产方单位严格贯彻可靠性设计规
范，
保证产品在寿命期的可靠性。建议开展以下工作：
（1）进行发动机在海洋环境下防腐能力试验。湿
图 2 主机故障数据

热环境容易引起发动机金属材料的氧化和腐蚀。而腐
蚀是影响发动机可靠性的主要问题，应加强对发动机

从图 2 中可见，主机有明显的耗损失效期，在工

成附件腐蚀防护与控制能力的研究。

作 600 h 以后故障率随时间增加逐渐升高，且上升趋

（2）改进零部件。根据关键零组件的强度核实和

势较快。这种失效由耗损或老化引起，
因此在总寿命

寿命确定工作的实际情况，
进行发动机某些零部件的

期间的工作初期较少出现。

改进。

主机故障表现得形式广、类型多、造成的后果也
较严重。其形式大体上有强度不足造成破裂与损伤、
高周疲劳损伤、低周疲劳损伤、热疲劳损伤、高振动应

（3）开展发动机整机的抗腐蚀性试验研究。

4 结束语

力下的累积疲劳损伤、蠕变与破裂、交互作用损伤等

本文在搜集某单位发动机主机使用数据并对数

结构强度型故障，约占发动机总故障的 20%，其中又

据进行分布拟合检验的基础上，分析了发动机主机的

以各类机件磨损为主，各类疲劳损伤故障为辅。

使用可靠性。结合另一单位同型发动机的寿命数据对

航空发动机在使用过程中，大量部件由于高速旋

其可靠性环境因子进行研究。在失效机理相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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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确定沿海高盐高湿的环境对主机寿命影响较大。
对主机的故障特点进行分析，分别从使用单位和生产
单位 2 种角度提出了提高发动机使用可靠性的对策。
研究结果可为航空发动机的研制生产和使用维护提
供一定的指导。
航空发动机可靠性环境因子涉及问题较多，研究
工作量大，受条件和数据限制，本文仅对其中部分问
题进行了研究，而发动机附件是否受海洋环境影响，
发动机轴承磨损及发动机经翻修后的使用可靠性等
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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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扇发动机性能退化缓解控制与推力设定
李睿超，郭迎清
（西北工业大学 动力与能源学院，西安 710072）
摘要：为了补偿性能退化发动机的推力损失，减轻飞行员工作负担，提高推进系统的自动化程度，开展了涡扇发动机性能退化
缓解控制（EPDMC）研究。针对某型涡扇发动机部件级模型设计了具备稳态控制、加 / 减速过渡态控制和极限保护等功能的基准控制
器；
在此基础上设计了外环推力控制回路，给出 1 种在多参数约束下的推力设定方法，并设计了合理的切换逻辑确保内外环控制器
能协调工作。MATLAB/Simulink 下的仿真结果表明：该智能改进控制系统架构可以在保证发动机安全工作的前提下，通过合理地设
定期望推力，最大程度地补偿推力损失，维持油门杆角度和推力的对应关系近似不变。
关键词：缓解控制；性能退化；智能改进控制；推力设定；涡扇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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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erformance Deterioration Mitigating Control of Turbofan Engine
and Thrust Setting
LI Rui-chao袁GUO Ying-qing
渊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72,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compensate thrust loss of a deterioration turbofan engine, reduce pilot workload and increase the level of

autonomy of the propulsion system,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turbofan engine performance deterioration mitigating control(EPDMC) was conducted.

An engine control system was designed firstly based on an unnamed low-bypass mixed exhaust turbofan engine with steady state control,

acceleration/deceleration schedules and limit logic. Then an outer thrust loop based on the control system was investigated, with thrust

setting method under multi-parameter constraints and controller switching logic ensur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inner and outer loop.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MATLAB/Simulink tools indicate that the feasibility of the intelligent retrofit control architecture compensate the thrust
loss and remain the throttle-to-thrust relationship unchanged approximately.

Key words: EPDMC曰performance deterioration曰intelligent retrofit control曰thrust setting曰turbofan engine

0 引言
随着服役时间的增加，航空发动机的性能将不可
避免地发生退化，
主要反映在推力的减小和耗油率的

动机在上千个飞行周期内具有足够的稳定裕度，如能
对推力进行直接控制 [1-2]可进一步提高发动机的整体
性能，
但为此需要重新设计控制系统并对控制逻辑做
出复杂而严密的论证。

增加上。在发动机性能衰退的过程中，
气路部件的气

针对上述问题，
国外提出 1 种基于传统控制系统

流流通能力和工作效率会逐渐下降，造成油门杆角度

的 智 能 改 进 控 制 架 构 （Intelligent Retrofit Control

（PLA） 与推力的对应关系发生变化并带来排气温度

即发动机性能退化缓解控制（EPDM）
Architecture）[3-6]，

升高、涡轮工作环境恶化等一系列不利影响。传统的

技术。该改进控制架构在原控制系统的基础上添加了

发动机控制系统通过控制转速或压比间接地控制发

由推力设定逻辑、推力估值器及转速指令修正器构成

动机的推力和失速裕度，
然而由于制造公差和使用退

的外环推力控制回路，根据发动机的退化程度通过调

化等原因，控制系统通常需要牺牲部分性能以确保发

整转速基准信号，维持 PLA 与推力的对应关系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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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子转速）。

进，
具有缩短开发周期，
避免大量修改现有控制系统的

选取状态量 x=[nL nH]T，控制量 u=W FM，通过线性

优点。李业波[7]等在双轴混排涡扇发动机上对EPDMC

化部件级模型得到地面状态下低功率 60%nL,d 至高功

的可行性进行了仿真试验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在智能

率 100%nL,d 的 41 个发动机状态变量模型（步长为 1%

改进控制架构中，
合理地设定期望推力以确保发动机

nL,d）。针对各状态变量模型整定 PID 参数并进行平滑

安全稳定工作是补偿推力损失的必要前提，但以上文

处理，主稳态控制器工作时根据调度参数 nL 插值得

献均未对推力设定逻辑进行详细论述。

到 PID 参数。

本文针对某型国产军用双轴涡扇发动机 设计具

航空发动机数控系统的开发过程中常需要处理

备稳态控制、加 / 减速控制及参数极限保护功能的发

参数极限、执行机构位置极限和变化速率等限制问

动机基准控制系统；并以此为基础搭建外环推力控制

题，并解决由此产生的积分器饱和问题，避免发动机

回路，对 EPDMC 涉及的推力设定、转速指令修正等

的动态性能降低[10]。当燃油流量变化率过大或燃油流

关键技术进行研究；最后对系统进行仿真验证。

量超出极限范围时，
本文采取重置积分器的抗积分饱

[8]

和措施：预先记录稳态下 nL 与 W FM 的对应关系，重置

1 基准控制系统设计
1.1

积分器时，根据调度参数 nL 插值得到对应的 W FM 并

发动机控制系统的控制逻辑和结构
现代航空发动机控制计划十分复杂，涡扇发动机

慢车以上状态的控制逻辑主要包含 3 个方面：
（1）稳

将其作为积分器的初值。稳态供油曲线（Uss）与加 / 减
速供油曲线的比较如图 2 所示。

态控制：当发动机受到扰动时，保证发动机在既定的
工作点工作。（2）过渡态控制：在安全可靠的前提下，
保证发动机由 1 种工作状态快速平稳地切换到另 1
种工作状态。（3）极限保护控制：对各项参数加以限
制，避免发动机进入失速、喘振、超温、熄火等不安全
的工作状态中。
1 种典型的涡扇发动机控制逻辑[6-9]如图 1 所示。
主稳态控制器与加 / 减速控制计划的工作逻辑为：将
主稳态控制器的输出与加 / 减速控制计划的输出进

图 2 加 / 减速控制计划

行比较并通过低 / 高选得到燃油流量指令。
1.3

全权限数字电子控制器（FADEC）
PLA
PLA- 低压转子 设定转速
转速转换器

主稳态控制器

低选

燃油
流量

高选

加速控制计划

物理限制
操作限制

减速控制计划
控制逻辑

加 / 减速控制计划设计
陆军[11]等提出使用“动态稳定法”
设计加 / 减速控

制计划，该方法在发动机动态特性计算模型的基础
上，
通过额外提取状态变化率使得共同工作方程偏差
趋于 0，并根据物理约束对控制计划曲线进行迭代直
至符合设计要求，根据“动态稳定法”设计的加 / 减速
控制计划如图 2 所示。

图 1 典型涡扇发动机控制系统

1.4

极限保护器设计
极限保护器通过附加强制性的限制对发动机加

1.2

稳态控制器设计
为简化设计，主稳态控制器（MSSC，
Master Steady

State Controller）控制规律选取 W FM邛nL=const，控制器

以保护。当发动机性能衰退时，使用极限保护器可以
减少对于控制系统的调整工作。本文针对高压涡轮进
口总温 T41 及主燃烧室油气比 go 设计极限保护器，这

形式选取增益调度 PID 控制器，调度参数取为 nL

２ 个参数均无法通过直接测量得到，需应用估值技

（W FM，
nL，nH 分别表示主燃油量、低压转子转速、高压

术对其进行估计，得到被保护参及其极限值，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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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 保护器 采用从 表 1 被保护参数及其极限值

逻辑、推力估值器及转速指令修正器 3 部分构成：其

反馈极限控制器（SFLC）

参数

最小值

最大值

中推力设定逻辑根据发动机的工作条件及退化程度

的形式。该种极限保护器

T41 /K

—

1730

设定期望推力，在补偿推力损失的同时避免发动机进

根据被保护参数与极限

go

0.01

0.028

入到不安全的工作状态中；
推力估值器通过卡尔曼滤

值之间的偏差大小对低压转子转速指令做相应的修

波技术[13-15]实现对推力的精准估计；转速指令修正器

正（本文采用 PID 控制算法），间接地实现对参数的保

根据推力误差产生合适的转速修正指令，使发动机推

护作用。极限保护器的控制作用总是单向的，即其仅

力趋向于设定推力。

在被保护参数超限时才发出修正指令 。加入 SFLC
[12]

PLA

的发动机控制系统结构如图 3 所示。

PLA- 低压转子
转速指令转换器

+

-

+

控制逻辑

转速指令修正器
推力设定逻辑

-

+

推力估值器

图 5 涡扇发动机智能改进控制架构

2.2
图 3 发动机控制系统结构

推力设定逻辑
外环控制回路的目的在于通过调节转速指令使

退化推力恢复至标称值，这意味着设定推力不应超过

当有多个被保护参数时，需设计多重极限保护器

未退化时的标称推力，此外设定推力应在发动机安全

对其进行保护。多重极限保护器的 2 种共同工作方式

可达的范围内，故应选取标称推力和最大安全推力中

如图 4 所示。即“平等表决（equal voting）”和“领导 -

的较小者作为设定推力。

跟踪型表决（leader-follower）”。“平等表决”将各极限

根据上述思想，
需先求得不同退化程度下的最大

保护器的输出叠加起来，使参数更快地远离极限值，

安全推力。以地面最大转速为例，当发动机退化时，
极

其共同工作方式存在易使低压转子转速产生较大波

限保护器会通过降低低压转子转速避免参数超限，发

动的缺点；
“领导 - 跟踪型表决”
则仅使得修正作用最

动机工作稳定时的推力即是该退化程度下的最大安

大的极限保护器生效。
本文选取“领导 - 跟踪型表决”

全推力。

作为多重极限保护器的共同工作方式。

为了不失一般性，假设在退化过程中压气机和涡
轮的流量和效率因子均发生同等程度的退化，此时发
动机退化程度可用单参数进行描述。在地面条件下退
化程度与最大安全推力的对应关系如图 6 所示。

图 4 多重极限保护器的共同工作方式

2 性能退化缓解控制
2.1

智能改进控制架构
应用性能退化缓解控制技术后的智能改进控制

架构如图 5 所示。图中绿色部分为在原控制系统基础
上添加的外环推力控制回路。该控制回路由推力设定

图 6 在地面状态下的最大安全推力

进一步将推力设定逻辑向全包线拓展，易知最大
安全推力由退化程度、飞行高度和马赫数共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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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EPDMC 技术前、后的地面退化仿真曲线分
别如图 8、
9 所示，仿真条件为：设定低压转子转速指
令 nL=90%nL,d，初始时刻发动机为全健康状态，5~15 s
间压气机与涡轮的流量和效率因子发生线性退化，最
终退化程度如图 8 所示（0%、1%、3%、
5%）。

图 7 飞行包线内的最大安全推力

2.3

转速修正器的设计
转速修正器根据设定推力与实际推力间的偏差

对低压转子转速指令进行修正，
使发动机推力趋向于
设定推力，
维持 PLA 与推力的对应关系近似不变。本
文参考多级串行控制器设计原理，选用 PID 作为转速

图 8 地面不同退化程度下的发动机参数

指令修正器的修正算法。
在智能改进控制架构中，转速修正器与内环的极
限保护器均通过调节低压转子转速指令实现相应的
控制功能：随着退化程度的加深，涡轮前总温及主燃
烧室油气比等参数将逐渐增大直至超出发动机所允
许的物理限制，此时 SFLC 通过减小低压转子转速指
令使得参数重新回到安全的范围内；在发动机参数不
超限的前提下，转速修正器通过增大低压转子转速指
令补偿推力损失。当二者的修正作用冲突时应优先确
保发动机安全稳定工作，
故需设计合理的切换逻辑保
证内外环控制器协调工作。当 SFLC 工作时，本文采
取冻结转速修正器输出的方法实现内外环控制器的
无扰切换。此外采用冻结而非重置的切换方式具有防
止转速指令突变，
避免控制系统振荡的好处。

3

图 9 应用 EPDMC 技术后的地面发动机退化参数

从图 ８ 中可见，发动机退化导致推力大幅减小。

控制系统仿真验证

随着发动机退化程度的加深，油气比逐渐超出极限

在 MATLAB/Simulink 仿真环境下对 EPDMC 的

值，极限保护器通过调整转速指令降低供油量，避免

可行性和有效性进行了验证。为实现对发动机退化过

发动机富油熄火，确保发动机安全稳定工作。

程的准确模拟和快速仿真，需对退化的快慢程度进行

从图 9 中可见，
在外环推力控制回路通过增大低

合理地设定：退化的速率不宜设定过快，以避免发动

压转子转速补偿性能衰退导致的推力损失。当退化程

机处于明显的非稳态状态中；退化速率也不宜设定过

度较低时，推力可以迅速恢复至标称推力，此时燃油

慢，在满足仿真精度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增加退化速

流量和油气比均高于图 8 中的相应参数，但仍在限制

率以缩短仿真时间，以便于观察控制系统应对退化的

范围之内；但随着退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被保护参

补偿效果。

数逐渐超出极限值，
推力无法在安全范围内恢复至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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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值，此时系统冻结转速指令修正器的输出，SFLC 通
过降低低压转子转速指令优先确保发动机安全稳定
工作。

4 结论
对不同退化程度下的智能改进控制系统进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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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升多旋流燃烧室的数值分析
罗卫东 1，李

锋 1，
高贤智 2，高伟伟 1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2.上海电气燃气轮机有限公司，上海 200240）
摘要：为了探索高推重比航空发动机可能用到的燃烧组织方式，基于燃烧室空气分级技术，对高温升多旋流燃烧室展开研究。
在保证与某型单环腔燃烧室（SAC）扩压器尺寸、外机匣最大直径及燃烧室出口尺寸和边界条件等相同的基础上，对设计模型进行 3
维数值模拟，并与现有的单环腔燃烧室数值模拟结果和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设计油气比为 0.037 的情况下，
采用多旋流的设计方案，温升达到 1153 K，出口温度分布系数达到 0.170，同时可获得理想的性能参数，满足高温升燃烧室的设计
指标。
关键词：高温升；多旋流燃烧室；空气分级；多级旋流器；数值模拟；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1+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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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Analysis of High Temperature Rise Combustor with a Multi-swirler
LUO Wei-dong1袁LI Feng1袁GAO Xian-zhi2, GAO Wei-wei1
渊1.School of Jet Propulsion袁Beihang University袁Beijing 100191袁China曰 2.Shanghai Electric Gas Turbine Co., Ltd. Shanghai 200240,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combustion method of high thrust-to -weight ratio aeroengine,the high temperature rise

combustor with the use of a multi -swirler was investigated based on the combustion chamber air classification technology. A three -

dimensional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the design model was conducted on the basis of insuring the same diffuser size, the same biggest
diameter of the outer casing and the combustion chamber, the same boundary conditions with those of a certain existing type of single
annular combustor (SAC), and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SAC through the results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temperature rise reaches 1153 K, the pattern factor reaches 0.170, meet the desired performance parameters and satisfied the high
temperature rise combustor design requiremen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fuel and air ratio is 0.037.

Key words: high temperature rise; combustor with a multi-swirler 曰air staging曰曰multi-swirl device曰 numerical simulation曰

aeroengine

量比，以满足高温升燃烧室在高 驻T 状态下主燃区当

0 引言
高推重比航空发动机要求在提高单位推力的同
时，降低发动机质量。提高发动机单位推力实际上就

量比不至太高（<1.4）以抑制可见冒烟，在低 驻T 状态

及慢车状态下贫油熄火油气比不至太高（≤0.005）以
避免熄火，以及对良好出口温度分布的要求[13，15]。

是提高燃烧室出口温度，
并实现紧凑型设计。燃烧室

近年国内外对多级旋流器的大量研究[5,13-15]表明：

出口温度的增加意味着燃烧室将拥有更高的温升能

采用多级旋流器的燃烧室具有火焰稳定工作范围宽、

力，所以高推重比航空发动机燃烧室将向高温升方向

燃油雾化效果好、燃烧效率高、
污染排放低等优点。所

发展 。

以，多旋流燃烧室技术作为空气分级的 1 种方法，
有

[1]

高温升燃烧室面临的 2 项关键技术为主燃区气
[15]

望成为提高航空发动机推重比的 1 种新方法。

量调节和火焰筒冷却气量减小 。燃油分级和空气分

本文针对高温升燃烧室设计需求，提出了高温升

级技术 以及 2 种技术相结合可用于调节主燃区当

多旋流燃烧室设计方案。设计油气比为 0.037，温升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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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 K。利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该方案进行研究，
为下

型选为适于计算强旋流流动的 Realizable 模型，近壁

一步高温升燃烧室的选型和试验研究提供技术基础。

面采用标准壁面函数，燃烧计算采用非预混 PDF 模
型，辐射计算采用 Discrete Ordinates 模型,方程采用 2

1 数值模拟方法
1.1

阶迎风格式离散，压力速度耦合采用 SIMPLE 算法。

几何模型和网格划分

1.3 计算精度评估

旋流器由 4 级轴向旋流组成，其中 1 级旋流采用

1.3.1

斜孔，其余 3 级均采用直叶片结构，多级旋流器结构

网格无关性分析
正交六面体结构化网格具有较高数值精度，但对

如图 1 所示。旋流角度从内到外依次为 -40毅、+40毅、

航空发动机燃烧室来说，由于其几何结构复杂，获得

+45毅、-50毅（从旋流器进口看逆时针方向为正），旋流

完全正交的网格难度很大，
在研究过程中一般综合采

数从内到外依次增加。该燃烧室有 20 个头部，考虑到

用结构化网格和非结构化网格。本课题组前期初步研

其结构复杂性和对称性，
选用单头部燃烧进行建模研

究了网格对仿真结果准确性的影响，在相同网格数量

究。考虑到结构化网格在精度和计算效率以及非结网

下，
比较了采用准结构化六面体网格和完全非结构化

格在处理复杂几何结构方面的优势，计算中对燃烧室

四面体网格时仿真结果的差异。研究表明，网格种类
对速度、压力、湍流度、各组分浓度分布和温度场分布
等规律的影响显著，
特别是对燃烧室出口的温度分布
水平和高温区轮廓分布影响较大。采用准结构化网格
时获得的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系数与实际较为接近。
对航空发动机主燃烧室，只有在网格数量达到 1000
万时，
才有可能获得网格独立解。在现在的计算机资
源条件下，对需考虑速度、
湍流量、
组分、温度、辐射等

图 1 多级旋流器结构

因素影响的燃烧室计算问题，综合考虑到计算任务的
不同，灵活处理网格的密度分布，在关心火焰筒内流

进行分区处理，采用准结

场和燃气温度场时，近壁网格的尺度可以适当放大，

构化网格，约 220 万，如

200～300 万的网格得到的仿真结果虽然存在一定的

图 2 所示。
1.2

图 2 多旋流燃烧室网格

物理模型和边界条件

耗散，
但已能满足现在工程应用需求。
1.3.2

总压恢复系数

使 用 FLUENT 软 件 求 解 雷 诺 平 均 N-S

课题组应用本文所列计算方法，研究了燃烧室

（Reynolds-averaged Navier-stokes,RANS）方程来模拟

进口马赫数对冷态总压损失的影响，并与试验结果

燃烧室全流程 3 维带回流的湍流 2 相反应流定常仿

进行了比较，进口马赫数对总压恢复系数的影响如

真计算。为了与 SAC 数值和试验性能进行对比，
高温

图 3 所示。二者有相同的变化趋势，但计算的总压恢

升多旋流燃烧室采用与 SAC 相同的进、出口边界条

复系数比试验值偏低，在设计点时速度系数为 0.97，

件。计算中空气作为不可压理想流体处理，入口设为

总压恢复系数相差约

质量入口，给定空气流量为 3.125 kg/s,总温为 861 K；

1.4％。其原因一方面是湍

出口外环腔、火焰筒、内环腔 1 和内环腔 2 均设为

流模型的选取，但更重要

outflow，流量分别为 0.156、2.734、0.094 和 0.140 kg/s；

的可能是网格的数量、质

燃料选用航空煤油，高温升多旋流燃烧室设计油气比

量和差分格式等，有待进 图 3 进口马赫数对总压恢复

为 0.037，SAC 设计油气比约为 0.027 （均按可用空气

一步研究。

量计算，
即排除 12.5%的涡轮用气）；二者慢车油气比

1.3.3

均取为 0.01386。参考目前燃烧室火焰筒及涡轮冷却
水平，燃烧室流量分配如下：总进气量的 12.5%用作
涡轮冷却，20%用作火焰筒冷却，6%用作头部冷却，
22.5%用于主燃孔，余下 39%为多级旋流流量。从而
保证头部当量比小于 1.4，有效抑制可见冒烟。湍流模

系数的影响

出口温度分布系数
试验给出的严峻参数 SOTDF 对 FOTDF 的影响如图 4

所示。其中SPF 为燃烧室工作点严峻指数

蓸

T3
SOTDF=
828.9

蔀 蓸
-1.1

驻T4-3
943.3

蔀 蓸
-0.3

W 3c 姨T3
458.3·P3

蔀

-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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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DF= T4MAX-T4AV
T4AV-T3AV

（2）

结果比较接近实际。
total-pressure
3.62E+06
3.58E+06
3.52E+06
3.42E+06
3.38E+06
3.34851E+06
3.34306E+06
3.34E+06
3.3E+06

由 于 燃 烧 室 设 计 点 SOTDF=0.97， 故 试 验 FOTDF=
0.160，与计算值 0.168 非常接近。同时，网格上述试验
与仿真数据的对比说明仿真结果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所选数理模型可有效用于后期燃烧室的设计、燃烧性
能的预测和方案筛选。

total-pressure
512095
508286
504476
498762
494952
488857
485100
481371
477810
474000

图 4 试验给出的严峻参数 SOTDF 对 FOTDF 的影响
图 6 在设计点和慢车工况下中心截面总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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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变化规律一致，壁面附

2.2

燃烧效率

表 2 燃烧室燃烧效率

近偏差较大。由于试验时热电偶受侧壁辐射及热传导

燃烧室燃烧效率见

燃烧室

设计工况

慢车工况

的影响，
很难精确测得靠近壁面温度分布。考虑到试

表 2。从表中可见，多旋

多旋流

0.975

0.975

验测量过程中仪器的影响，测量值一般会偏低，所以

流燃烧室在设计点的燃

SAC

0.992

0.992

计算所得总体指标较试验值偏大是合理的。此外，计

烧 效 率 比 SAC 的 低

算中采 用时 均 湍流 模型

1.7%，一方面因为随着温升提高，燃烧效率会略有降

对近壁区域气膜和主流空

低，符合燃烧效率随油气比增大而降低的变化规律；

气的混合程度考虑不足，

另一方面可能因为主燃区组织燃烧不够高效。在设计

导致接近火焰筒内外壁的

点和慢车工况下的燃烧效率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

区域温度偏低。其后果是

见，主燃区回流区内燃烧效率较低，随着燃气向下游

FRTDF 的 计 算 值 达 到 了
0.12，而实际上 FRTDF 试验
值仅为 0.08，
差距较大。

运动，燃烧越来越充分，
在主燃孔截面位置，随着新鲜
图 5 燃烧室出口径向温度
分布比较

总压恢复系数
燃烧室总压恢复系

数见表 1。从表中可见，
多旋流燃烧室在火焰筒
出口和内环出口 1 的总
压恢 复 系 数 占 优 势 ，特
别是火焰筒出口的总压

烧室出口平面，对燃烧效率进行流量平均面积分，得
到燃烧效率为 97.5%。

2 计算结果和分析
2.1

空气的注入，未燃碳氢燃料（UTC）进一步燃烧。在燃

combustion efficiency
0.958665
0.9
0.8
0.6
0.3
0.1
0

表 1 燃烧室总压恢复系数
燃烧室部位

多旋流

SAC

外环出口

0.9786

0.98272

火焰筒出口

0.9423

0.92812

内环出口 1

0.9804

0.98156

内环出口 2

0.9793

0.98251

combustion efficiency
0.986034
0.977499
0.9
0.65
0.5
0.35
0.25
0.15
0.05

恢复系数优势较大。说明多级旋流器 4 级均采用轴向
进气，减少了旋流器部分的掺混损失，在设计点和慢
车工况下中心截面的总压分布如图 6 所示。同时说明
4 级旋流能更好地促进燃油雾化，组织燃烧，有效提

图 7 在设计点和慢车工况下的燃烧效率

高了火焰筒出口总压恢复系数。SAC 性能试验表明，
SAC 数值计算的总压恢复系数比试验值偏低，在设计
点相差 3%，所以多旋流燃烧室总压恢复系数的计算

2.3

燃烧室温升
在设计点和慢车工况下的总温分布如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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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见，
在燃烧室中心截面，
在设计点的总温分布

total-temperature
2150

较为理想，
保障了火焰筒出口良好的温度分布，
也避免

2050

了火焰筒壁面高温区的出现。但头部进气量较大使得

1950

高温区较为靠后，
且在内火焰筒附近出现高温区，
对壁

1750

1850
1650

面冷却提出挑战。相比于传统的 SAC 燃烧室，
多旋流

1550

燃烧室由于头部进气量和油气比影响，燃油在主燃区

1450
total-temperature

只是部分燃烧，经过主燃孔掺混后，未燃碳氢燃料

1140

（UTC）进一步燃烧。出口平均温度达到 2014 K，
实现温

1100

升 1153 K，
达到 1150 K 的设计温升水平。

1060
1020

total-temperature
2200
2000
1800
1500
1300
1100
900

980
940
900
860

图 9 在设计点和慢车工况下的出口温度分布

设计点和慢工况下均小于
0.12。SAC 设计点径向温度

total-temperature

分布系数的试验值小于计

2000
1900
1700
1500
1067.09
800
650
550

算值，说明该计算结果比
较符合实际情况，能满足
高温升的设计需求。
2.5

排放性能
在数值计算中，污染

图 8 在设计点和慢车工况下的总温分布

在慢车工况下，主燃区贫油、燃料基本完全燃烧，

图 10 在设计点和慢车工况
下的出口径向温度分布

物排放很难像其他性能

表 4 燃烧室出口径向温度

参数那样准确。考虑到

分布系数 FRTDF

使得高温区保持在主燃区，
从而证实造成在设计点下

CO 是 不 完 全 燃 烧 的 产

燃烧室 设计点

慢车

试验值

高温区靠后的原因就是头部气量较大。所以，通过对

物 ，因 此，通 常 在 低 工 况

多旋流 0.118

0.117

—

主燃区气流流动进一步优化，有望提高其温升和温度

状 态 下 的 发 散 明 显 ，而

0.110

0.062

分布水平。

NOx 是 高 温 燃 烧 的 平 衡

2.4

产物，通常在大工况状态下最高[9]。所以对在慢车工况

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
燃烧室出口温度分

表 3 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

布系数见表 3。从表中可

系数 FOTDF

见，多旋流燃烧室和 SAC

燃烧室 设计点

慢车

试验值

的出口温 度分 布系 数 比

多旋流 0.170

0.157

—

较接近，所以多旋流燃烧

SAC

0.149

0.160

0.168

SAC

0.120

下的 CO 排放 Eco 和在设计点下的 NOx 排放 ENOx 进行
了研究。
2.5.1

CO 排放
在慢车工况下的 CO 分布如图 11 所示，排放 Eco

见表 5。比较表 5 中多旋流燃烧室和 SAC 的 CO 排

室设计在提高 温升 的情

放，可见多旋流燃烧室在 CO 排放方面有较大优势，

况下，比较成功地解决了高温升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

在设计油气比大于 SAC 的情况下，CO 排放水平反倒

较差的问题。在设计点和慢车工况下的出口温度分布
和出口径向温度分布分别如图 9、10 所示。结合图 9、
10 的结果，进一步看出火焰筒出口温度分布较为合
理，高温区基本出现在火焰筒中部，从而降低了火焰
筒壁面冷却难度。

Mass fraction of co
0.28
0.248196
0.2
0.1
0.117316
0.06
0.02

燃烧室出口径向温度分布系数见表 4。从表中可
见，多旋流燃烧室的径向温度分布小于 SAC 的，且在

图 11 慢车工况 CO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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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慢车工况 CO 排放

表 6 在设计点下的 NOx 排放

ECO /(g/kg)

燃烧室

多旋流

15.92

多旋流

SAC

22.77

SAC

ENOx/(g/kg)
55.20
94.70

计燃烧室的性能参数符合高温升燃烧室的性能变化
趋势，达到设计温升，能获得比较理想的温度分布、总
压恢复、NOx 和 CO 排放水平。
对于燃烧效率略低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试
验验证。

Mass fraction of no
0.0020
0.0018
0.0016
0.0014
0.0012
0.0010
0.0008
0.0006
0.0004
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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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联式 TBCC 发动机模态转换模拟
王玉男 1，胡秋晨 2，
贾琳渊 2，张彦军 1
（1.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2.西北工业大学 动力与能源学院，西安 710072）
摘要：为开展涡轮基组合循环（TBCC）发动机模态转换过程研究，基于某小型涡喷发动机，应用串联式 TBCC 发动机总体性能数
值计算程序进行性能计算。根据沿飞行轨道 TBCC 发动机冲压涵道与涡轮发动机涵道气流混合过程中的参数变化规律，开展模态转
换过程模拟。分析了不同等动压头、加力 / 冲压燃烧室进口马赫数、出口温度等主要参数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根据小型串联式
TBCC 发动机模态转换过程和沿飞行轨道的发动机稳态特性模拟，确定了较为合理的模态转换区间，并得到了推力、耗油率等发动
机性能参数。研究表明：不同动压头对应不同的模态转换马赫数，加力 / 冲压燃烧室进口马赫数和出口总温对模态转换马赫数并无
影响。
关键词：涡轮基组合循环发动机；性能模拟；模态转换；涡轮发动机；冲压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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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Mode Transition Simulation of Co-axial and Tandem Configuration TBCC Engine
WANG Yu-nan1袁HU Qiu-chen2袁 JIA Lin-yuan2袁ZHANG Yan-jun1
渊1. 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
2.School of Engine and Energy,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72,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turbo/ramjet mode transition of TBCC engines, the performance calculations were conducted

using overall performance numerical calculation program of co-axial and tandem configuration TBCC engine based on a monotype turbojet.

According to the flight orbit, the thermodynamic parameters variation of ram duct and turbine duct during mode transition were studied. The

influences of main parameters on engine performance were analyzed, which include different dynamic head袁inlet Mach number of

afterburner袁outlet temperature , etc. More reasonable mode transition regions were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simulation of mode transition

process and the steady performance of the TBCC engine along the track. The thrust, oil consumption rate, performance parameters were

obtained. The researches show that different dynamic heads are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Mach number of mode transition袁while the inlet

Mach number and exit total temperature of after/ramjet burner have no influence on the Mach number.
Key words: TBCC engine曰 performance simulation曰mode transition曰turbine engine曰 ramjet

气式发动机，拥有比传统涡轮发动机更宽的飞行范

0 引言

围、
比火箭发动机更大的比冲、
可使用常规碳氢燃料、

在经历着深刻技术变革的今天，世界强国正在从

具有较好的经济性等特点，可作为水平起降重复使用

争夺空中优势向争夺太空优势转变。空天飞行器作为

临近空间飞机、空天入轨飞机以及远程高空高速导弹

未来航空、航天武器装备，由于其革命性的技术变革

的动力装置，
满足空天一体化飞行的发展趋势[3-7]。

和颠覆性的作战优势，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美国、欧

本文基于某小型涡喷发动机，通过串联式 TBCC

盟、日本等国家已将空天飞行器及其动力列为重要的

发动机性能计算，分析了沿飞行轨道的涡轮、冲压发

技术发展方向，并制定了相应研究计划

。

[1-2]

涡轮基组合循环（TBCC）发动机作为 1 种新型吸

动机的参数变化规律。根据沿飞行轨道的热力参数变
化规律，确定了涡轮冲压模态转换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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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串联式 TBCC 发动机性能分析
1.1

TBCC 发动机方案
所研究的 TBCC 发动机方案为串联式 [8]，在单轴

涡喷发动机（涡轮基）的外围增加冲压涵道，达到冲压
发动机的工作条件时，来自进气道的气流分为 2 股，
其中 1 股流经压气机、燃烧室和涡轮；另 1 股流经涡
轮发动机外围的冲压涵道，
这 2 股气流通过涡轮后的
混合室充分混合后进入全新设计的加力 / 冲压燃烧
室[9]（以下简称燃烧室），在燃烧室中加入燃油燃烧并
产生高温燃气，最后经由喉部和出口面积均可调的收
扩喷管排入大气中，串联式 TBCC 发动机结构如图 1
所示。

23

即 可进 行补 气 。故 对于 串 联式 TBCC 发 动 机 应 以
Ps55/P25<1.0 作为冲压外涵的恰好补气条件，从而计算
得到模态转换起始点[10-11]，而模态转换结束点由涡喷
发动机最大工作点决定。考虑到当恰好满足
Ps55/P25<1.0 时，冲压外涵 25 截面的速度很小，此时 25
截面需要打开很大的面积来满足尾喷管的流量平衡，
故需要在 P25 比 Ps55 高出一定的裕度后才会打开冲压
发动机通道。
在基于单轴涡喷发动机的 TBCC 发动机计算模
型中，即模态转换的计算过程为：首先假定关闭冲压
发动机通道，进行单轴涡喷发动机各截面气动参数计
算，计算完毕后打开冲压发动机通道，在保持涡轮基
状态不变的情况下，
通过冲压发动机通道与涡轮发动
机通道的静压平衡，以及进气道与喷管的流量平衡，
计算模态转换的截面参数与性能参数。

2

串联式 TBCC 发动机性能主要影响因素

分析
图 1 串联式 TBCC 发动机结构

1.2

针对影响 TBCC 发动机轨道性能的几个因素分
别分析，并综合考虑某型涡喷发动机的参数极限和串

涡轮基性能计算
TBCC 发动机的涡轮基计算过程与单轴涡喷发

动机的相同。发动机在 ISA 条件下，高度为 0～12

联式方案的难度风险，最终确定基于某型涡喷发动机
的串联式 TBCC 发动机总体方案。
经过综合考虑，影响串联式 TBCC 发动机主要包

km 的高度速度特性如图 2 所示 （部分计算数据采取

括飞行轨道动压头、燃烧室进口面积（设计点进口马

无量纲化处理）。

赫数 Ma6,ds）和燃烧室出口温度（T7）。
2.1

等动压头对性能的影响
研究针对 3 种不同的潜在使用对象选取了 3 种

不同的等动压头飞行轨道：
第 1 种是适用于高超声速
导弹的飞行轨道（等动压头为 80 kPa），
第 2 种是适用
于临近空间飞行器的飞行轨道（等动压头为 50 kPa），
（a）推力

（b）耗油率

图 2 某涡喷发动机加力状态高度速度特性渊T7=2000 K冤

1.3

模态转换计算方法

第 3 种是适用于高空高速侦察机的飞行轨道（等动压
头为 20 kPa）。
采用隔离变量的方法进行分析。即保持燃烧室进
口面积和燃烧室温度不变，
仅改变飞行轨道动压头，
观

在 TBCC 发动机计算过程中，较为复杂的是模态

察其对发动机性能和整机方案的影响。保持 Ma6,ds=

转换过程的非设计点计算。在模态转换区间，还必须

50 和
0.15，T7=2000 K，飞行轨道动压头 q 分别为 20、

保证混合段进口的涡轮涵道和冲压涵道的压力平衡

80 kPa，利用串联式 TBCC 发动机性能计算程序，计

关系和补气条件的实现。在 TBCC 发动机冲压涵道气

算获得 TBCC 发动机沿 3 种动压头轨道飞行的性能，

流与涡轮发动机通道气流的混合过程中，根据气体动

如图 3 所示。

力学可知，只要冲压外涵的总压 P25 大于涡轮发动机
的内涵出口静压 Ps55，总可以找到 Ps25 与 Ps55 相等时，

研究表明，飞行轨道动压头、燃烧室进口面积和
燃烧室出口温度这 3 个参数对 TBCC 发动机性能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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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产生重要影响。从图 3 中可见，随着轨道动压头的
增大，使发动机的流量显著提高，从而使发动机的推

2.2

燃烧室出口温度对性能影响
燃烧室出口温度 T7 对串联式 TBCC 发动机的性

力显著提高。在加力模态，动压头越大则耗油率越高；

能有重要影响，T7 的选择既要考虑对发动机性能的需

而在模态转换及纯冲压模

求，
又要兼顾燃烧室的设计难度及发动机的寿命。若

态，动压头越大则发动机

T7 过低，则不利于发动机性能的发挥；若 T7 过高，则

耗油率越低。尤其是在模

对燃烧室的热防护要求更高。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和目

态转换过程中轨道动压头

前涡轮发动机加力燃烧室与冲压发动机燃烧室设计

越大则推力越高，而耗油

水平，初步选择 3 种 T7 进行分析。保持 Ma6,ds=0.15，飞

率越低。

行 轨 道 动 压 头 为 50 kPa， 燃 烧 室 温 度 T7 分 别 为

（a）推力

1900、2000 和 2100 K，利
用本研究所编制的串联式
TBCC 发动机性能计算程
序，计算获得了 3 种 T7 下
TBCC 发动机沿轨道飞行
的性能，如图 4 所示。

（b）耗油率

（a）推力

（c）空气流量

图 3 发动机沿不同等动压头轨道的飞行性能
（T7=2000 K，Ma6,ds=0.15）

由于模态转换过程是 TBCC 发动机研制过程中
的关键和难点技术，因此，给出模态转换成功点附近
发动机的重要性能参数变化。飞行轨迹动压头对模态
转换起始点性能的影响见表 1。
表 1 飞行轨迹动压头对模态转换起始点性能的影响
q/kPa

Ma

20

渊T7=2000K，Ma6,ds=0.15冤
FN

SFC

ncor

2.39

1.20

0.796

0.785

50

2.30

2.87

0.779

0.804

80

2.27

4.50

0.776

0.809

A 25

BPR

W A25

W FA

FAR7

0.146

0.778

17.53

2.44

1.65

0.266

0.723

64.76

8.84

1.56

0.206

0.737

41.36

5.66

1.57

从表中可见，
动压头对发动机模态转换起始点的
性能有较大影响：不同动压头下 TBCC 发动机的模态

（b）耗油率
（c）空气流量
图 4 3 种 T7 下发动机沿轨道飞行的性能
渊Ma6,ds=0.15，q=50 kPa冤

从图中可见，随着 T7 的升高，发动机的推力略有
增大，这是因为 T7 升高，增大了其单位推力，但流过
发动机的流量减小，从而降低了其推力增大的幅度。
在加力模态和模态转换时，
T7 越高耗油率越高。而在
纯冲压模态，
T7 越高则发动机耗油率越低。可见在所
选 T7 范围内，T7 的升高对加力模态和模态转换时发
动机的性能增益很小，但是对纯冲压模态的性能增益
明显。值得注意的是，
在本研究过程中均假定 T7 始终
保持为常数，这样的选择实际上很难兼顾 TBCC 发动
机全轨道的性能。T7 对模态转换起始点性能的影响
见表 2，其重点给出了模态转换成功点附近发动机的
重要性能参数变化。

转换起始点马赫数分别为 2.39、2.30 和 2.27，换算转

从表中可见，T7 对发动机模态转换起始点的性能

速分别为 0.785、0.804 和 0.809，
表明动压头对模态转

有一定影响：在目前的模型下，T7 对 TBCC 发动机的

换起始点的马赫数有直接影响，
而对其换算转速影响

模态转换马赫数没有影响，
但是若考虑进排气系统与

相对较小；
且动压头越大，燃烧室出口的油气比越低、

发动机的匹配工作，则需要进一步优化

燃烧室燃油流量越大，模态转换下的涵道比、冲压涵

TBCC 发动机的模态转换换算转速没有影响；T7 越

道补气流量和补气点外涵面积 A 25 均越大。

高，模态转换下的涵道比越小，且在整个模态转换过

；T7 对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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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见，在现有模型和假设条件下，Ma6,ds 对

表 2 T7 对模态转换起始点性能的影响
（Ma6,ds =0.15，q=50 kPa）

加力模态下的发动机性能几乎没有影响，这是因为

T7/K

Ma

FN

SFC

ncor

Ma6,ds 的改变仅影响燃烧室的损失。同时，Ma6,ds 对模

1900

2.3

2.87

0.753

0.804

态转换和纯冲压模态的性能影响较大，这是补气量显

2000

2.3

2.87

0.779

0.804

2100

2.3

2.86

0.800

0.804

著变化的结果。可以说，Ma6,ds 越小发动机模态转换和

A 25

BPR

W A25

W FA

FAR7

0.222

0.793

44.49

5.46

1.48

0.192

0.687

38.51

5.82

1.67

0.206

0.737

41.36

5.66

1.57

纯冲压模态性能越好，同时可以降低燃烧室的设计难
度。在现有模型和假设下，Ma6,ds 对 TBCC 发动机模态
转换时马赫数没有影响，但是若考虑进排气系统与发
动机的匹配工作，则二者应有一定联系，其结果有待
进一步研究。Ma6,ds 对模态转换起始点性能的影响见

程中涵道比变化较小、补气点外涵面积 A 25 越小、冲

表 3，表中重点给出了模态转换成功点附近发动机的

压涵道补气流量越小，主要是尾喷管喉部始终临界，

重要性能参数变化。

T7 的升高起到了热节流的作用；T7 越高，燃烧室出口

表 3 Ma6,ds 对模态转换起始点性能的影响

的油气比越大、燃烧室燃油流量越大；在整个模态转

（T7=2000 K，q =50 kPa）

换过程中，Ma6,ds 几乎不变。

Ma6,ds

Ma

FN

SFC

ncor

2.3

0.15

2.3

2.87

0.779

0.804

0.20

2.3

1.98

0.774

0.804

0.25

2.3

1.45

0.814

0.804

A 25

BPR

W A25

W FA

FAR7

燃烧室设计点进口马赫数对性能的影响
由于燃烧室进口面积 A 6 由设计点进口马赫数

Ma6,ds 惟一确定，讨论 A 6 对 TBCC 发动机性能的影响
时，均采用 Ma6,ds 代替。A 6 的设计主要考虑燃烧室燃
烧的组织。若 Ma6,ds 过大，即 A 6 过小则冲压 / 加力燃
烧室内气流速度过高，难以有效组织燃烧；若 Ma6,ds 过
小，则会使得 A 6 过大，给试验件的设计加工带来不

0.206

0.737

41.36

5.66

1.57

0.030

0.108

6.09

2.76

1.30

0.096

19.41

3.73

1.39

从表中可见，
Ma6,ds 对冲压涡轮涵道比有较大影

便。文献[14-15]指出，CIAM 的 TBCC 发动机试验件
的燃烧室进口马赫数在 0.10~0.25 之间。

0.346

响，且 Ma6,ds 越大，模态转换时的涵道比越小，且在整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并结合目前涡轮发动机加力

个模态转换过程中涵道比变化较小；Ma6,ds 对燃烧室

燃烧室与冲压发动机燃烧室设计水平，初步选择 3 种

出口油气比有较大影响，且 Ma6,ds 越大，
燃烧室出口的

Ma6,ds 进行分析，分别是 Ma6,ds=0.15、0.20、
0.25。保持

油气比越低；因为 Ma6,ds 越大，则 A 6 和 A 8 越小，而尾

T7=2000 K，飞行轨道动压

喷管喉部始终临界，导致冲压涵道补气量小，从而燃

头为 50 kPa，利用串联式

烧室燃油流量越小；Ma6,ds 越大，补气点外涵面积 A 25

TBCC 发动 机性能数 值 计

越小，实际上补气涵道的面积与补气涵道流量的变化

算程序，获得了 3 种燃烧

趋势一致；燃烧室进口马赫数在整个模态转换过程中

室温度下 TBCC 发动机的

几乎不变。

轨道性能，如图 5 所示。

（a）推力

2.4

串联式 TBCC 发动机轨道特性
按照本方案计算获得的模态转换起始点参数见

表 4。通过分析不同因素对串联式 TBCC 发动机方案
表 4 串联式 TBCC 发动机模态转换起始点参数
（ q =50 kPa，T7=2000 K，Ma6,ds=0.15）

（b）耗油率
（c）空气流量
图 5 不同 Ma6,ds 下发动机沿轨道飞行的性能
（T7=2000 K，q＝50 kPa）

Ma6,ds

H/m

FN

SFC

ncor

2.3

14281

2.87

0.779

0.804

A 25

0.206

BPR

0.737

W A25

41.36

W FA

5.66

FAR7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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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以满足临近空间飞行器推力需求为目标，并
保证加力 / 冲压燃烧室在各模态性能最优，确定了沿
等动压头为 50 kPa 的轨道工作，Ma6,ds=0.15、
T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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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通讯网络拓扑结构优化
汤丽丽 1，宋军强 1,2，潘慕绚 1，黄金泉 1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省航空动力系统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16；2. 中航工业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研究所，江苏无锡 214063）
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通讯网络拓扑结构的构架问题，建立航空涡扇发动机机匣模型，选取具有代表性的 10
个传感器作为控制节点开展研究。同时考虑发动机表面存在通讯总线不可通过区域,以及控制节点的工作可靠性因其重要程度存
在差异的约束条件，利用遗传算法对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通讯网络的拓扑结构进行优化设计。结果表明：优化过程简单，并
且优化得到的通讯网络拓扑结构在满足约束条件的基础上线束总长度最短。
关键词：分布式控制；拓扑结构；通讯网络；遗传算法；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49.12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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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Topology Structure for Aeroengine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 Communication Network
TANG Li-li1, SONG Jun-qiang1,2, PAN Mu-xuan1袁 HUANG Jin-quan1
渊1.Jiang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erospace Power System,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 2. AVIC Aviation Motor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 Wuxi Jiangsu 214063, China冤
Abstract: Aiming at the topology structure of the communication network which was built for an aeroengine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

a turbofan engine model was established袁and ten typical sensors were chosen for study. In the meantime, the restrictions those the
inaccessible region on the engine surface for the communication bus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control nodes we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optimization design of topology structure for aeroengine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 communication network was conduted using genetic

algorithm. The results show that it's easy to get the topology structure which can satisfy restrictions with the shortest length of the
communication bus.

Key words: distributed control曰 topology structure曰communication network曰 genetic algorithm; aeroengine

的拓扑结构[8-9]。对于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采

0 引言

用通讯网络环形拓扑结构更有利于减轻控制系统的

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有利于减轻推进系
统控制器和附件系统质量，提高系统通用性和可靠
性

[1-5]

[7]

质量 [10-11]，但是在实际应用中环形拓扑结构的构架受
到诸多限制条件的约束。

，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其工作中的空间结构 。到

实际控制系统通讯网络中各控制节点的重要性

21 世纪初，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结构已有多种形

是不同的，即控制节点的工作可靠性的需求存在差

[3,5-6]

，例如过渡分布式控制系统，部分分布式控制系

异，其可靠性不仅取决于节点本身，也取决于此节点

统和完全分布式控制。其中，完全分布式控制系统是

的位置环境和与节点的连线冗余程度。后者对通讯网

分布式控制系统的发展方向。完全分布式控制系统是

络的拓扑结构的构架形成制约。另外，航空发动机机

由智能传感器、智能执行机构、子控制器等控制节点

匣表面情况复杂，存在发动机附件等较大部件的安装

构成的 1 个网络，每个节点都直接与通讯总线相连，

区域或者温度较高的区域，这些区域通讯总线都应避

连接方式构成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通讯总线

开绕行，这对控制节点之间通讯总线的连接路径的设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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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形成一定制约，
影响通讯网络控制系统的拓扑结构

度传感器（T3）、高压涡轮主动间隙传感器（SH）和第 2

的构架。

级低压涡轮导向器温度传感器（T49.5）。这 10 个传感器

航空发动机作为 1 种复杂的系统 ，
其控制节点，
[12]

对应的编号为 1～10，分别记为 V 1~V 10。选取的传感

尤其是智能传感器和智能执行机构众多。要对含所有

器的安装位置落在网格点上，其中进气总温和高压压

控制节点的通讯总线拓扑结构进行优化设计，传统的

气机出口温度传感器不可视。用各节点所在网格点编

搜索算法难以解决。近年来，随着对智能优化算法的

号表征其位置，优化节点位置见表 1。

不断深入研究，使得这类问题的解决有了更为有效的
方法。其中遗传算法[13]作为典型的群智能优化算法，
在几乎所有科学和工程问题中得到良好应用。
本文针对具体的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运
用遗传算法开展其通讯网络环形拓扑结构的优化研
究[14]。

1 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拓扑结构网格
模型

表 1 优化节点位置
节点

P0

T12

N2

PT25

SL

位置

483

979

3925

5050

6067

节点

N1

Ps3

T3

SH

T49.5

位置

6560

6830

7000

8475

9040

2 通讯总线拓扑结构的优化
2.1

形成抽象图

以某涡扇发动机为研究对象，其机匣壳体结构如

获得不存在不可通过区域的情况下发动机模型

图 1 所示。从图中可见，左侧圆柱为风扇部件，右侧圆

的每个网格点与其相邻的网格点之间的距离，然后利

柱包含压气机、燃烧室、高压涡轮、低压涡轮和尾喷

用最短路径的 Floyed 算法[15]求解传感器节点 V i 所在

管，其轴向总长度为 11 m，取红色区域为该发动机通
讯总线不可通过区域，记为 S。将该发动机机匣划分
网格并对网格点进行编号，基本方法是：每个截面圆
被分为 100 等分，沿轴向每 0.1 m 取 1 个截面圆，取
第 1 个截面圆上某 1 点为起始点，
顺时针依次用自然
数编号。则每个点的编号反映点所在截面圆的轴向位
置和在此截面圆内的角度位置。
进气总温
传感器

的网格点与传感器节点 V j 所在网格点之间的最短路

径（V i，
V j），并求得最短路径的长度，记为 d（V i，V j）
（式
中 i=1~10；
j=1~10），从而形成抽象图 G（V ，
E，
D）。其

中：V 为航空发动机通讯网络中各节点的集合；E 为
各节点对之间最短路径的集合；D 为 E 集合中所有最
短路径的长度所形成的距离矩阵。
V 2，V 3…，
V 10}
V ={V 1，
（V 10，
V 1），…，
（V 10，V 9），
（V 10，V 10）}

进口静压
传感器
高压压气
机进口温
度传感器

高压压气 高压压气
机出口压 机出口温
高压转速传感器 力传感器 度传感器

（1）

E={（V 1，
V 2），
（V 1，V 3），…，
（V 1，V 10），
…，

低压涡轮 低压转速 高压涡轮
主动间隙 传感器 主动门隙
传感器
传感器

第 2 级低
压涡轮导
向器温度
传感器

图 1 某涡扇发动机模型

D=

2.2

杉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删

d（V 1，V 1）…

…

… d（V 1，V 10）

d（V i，V j）
d（V 10，V 1）…

…

（2）
煽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闪

（3）

… d（V 10，
V 10）

处理约束条件

考虑实际航空发动机控制节点较多，而拓扑结构

航空发动机控制节点的重要性存在差异，可直接

优化的研究重点在于优化策略与算法的探索，仅选取

反映发动机性能和工作状态控制节点的重要性优于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10 个传感器开展通讯总线拓扑结

其他控制节点的。例如转速传感器测量的工作转速可

构优化研究。选取 10 个传感器：分别是进口静压传感

直接反映发动机的推力大小并判断是否超转；进口总

器（P0）、进气总温传感器（T12）、高压压气机转速传感

温传感器可反映飞机飞行的高度和马赫数；而主动间

器（N2）、高压压气机进口温度传感器（PT25）、低压涡轮

隙传感器的设置主要为了提高发动机的工作效率，并

主动间隙传感器（SL）、低压压气机转速传感器（N1）、

且不是提高发动机工作效率的主要措施。就此而言，

高压压气机出口压力传感器（PS3）、
高压压气机出口温

转速传感器和进口总温传感器优于主动间隙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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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此优化过程中没有附加约束，则对个体不施

对于重要节点的工作可靠性要求较高。在拓扑结
构设计中可以通过改善节点安装位置的工作环境和

以惩罚值。个体的适应度函数为
F（x）=gl

节点的连线冗余来提高重要节点的工作可靠性。由于

（6）

第 1 章中已确立了所选控制节点的安装位置，下面主

取 g=1，
即每一个体的目标函数值即其适应度值。

要考虑节点的连线冗余程度。为简化程序和减小程序

（3）交叉与变异。全局优化遗传算法中控制参数

运行时间，在通讯网络拓扑结构的优化过程中，选取

的选取将影响优化效果和速度，考虑到算法的计算速

2 个重要节点 V 2 和 V 3，即进气总温传感器和高压压

度和收敛程度，选择控制参数交叉概率 p c=0.8、变异

气机转速传感器，并设此重要节点的连线冗余为 2，

概率 p m=0.3 进行染色体交叉、变异，此过程则为标准

而其余节点的连线冗余为 1。
航空发动机表面存在通讯总线的不可通过区域
S，则集合 E 中的所有最短路径都不能通过 S 区域。
由 2.1 可知，最短路径的求解基于机匣表面所划分的
网格之间的距离，
故 S 区域内所划分的网格间的距离
为无穷，则求得最短路径都不通过 S 区域，并得到相
应的最短路径集合 E 和距离矩阵 D。
2.3

的交叉、变异。随机选取父代个体进行交叉和变异操
作，
产生新的个体，与父代个体合并成新的种群，新种
群的个体数为 Nn。
（4）选择操作。按个体适应度值与所有个体适应
度值总和的比值大小决定（3）中生成的新种群中个体
遗留的可能性。若某个体 （
i 某个通信网络拓扑结构）
的适应度为 Fi，则其被选取的概率为

基于遗传算法的优化

p i= NFi

采用遗传算法优化航空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通

移F

信网络拓扑结构。

i=1

（1）个体的选取及编码
个体反映选取的控制节点之间通讯总线的连接
情况。选取的 10 个节点编号 1～10，则控制节点之间
通讯总线的连线问题转化为 1～10 的排序问题，即个
体的编码为自然数 1～10 的随机排序。
设定节点 V 2 和 V 3 的连线冗余为 2，若某个体编
码 为（9，10，1，2，8，7，3，
6，5，4），则其表示 10 个
控制节点间的连接形式，

node1

node2

node4

node2

如图 2 所示。每一个体都

node7

系统通讯网络的 1 种可

node3

node6

图 2 拓扑结构

能拓扑结构。

代群。
按照上述优化步骤，对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
统通讯网络拓扑结构进行优化。优化的迭代结果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运用遗传算法可以在较短时间
内获得线束长度最短的拓扑结构。最优拓扑结构各节
点间的连接关系为 2-5-6-10-9-8-7-3-4-2-1-3，线
34.79 m，

其平面连接和立体效果分
别如图 4、5 所示。图 5 中

表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
node9

红色虚线表示连线在此视
图中不可见，蓝色节点表

这样的编码方式既不增加编码的复杂度又考虑

示选取的重要节点。
图 3 迭代结果

到重要节点的连线冗余。考虑到计算时间和收敛程
度，取种群中个体数目为 100。

T12

SL

（2）目标函数的确立及适应度的计算。
设某个体
pop=（V k ，V k ，
…，V k ）
2

（4）

10

为网络中各节点。
式中：V k（k
i=1~10）
i
连线冗余度为 2 的节点为 V k 和 V k 。则目标函
m

PT25

N2

SH
Ps3

T3

图 4 优化结果平面连接

图 5 优化结果立体效果

n

数l为

嗓

N1
T49.5

P0

1

i

选择被选取概率最大的 100 个个体组成新的父

束总长度 L min=

node8
node10

（7）

n

l=d（V km ，V k1）+d（V k1 ，V k2）+，…，+d（V k10 ，V kn），m≥n
l=d（V kn ，V k1）+d（V k1 ，V k2）+，…，+d（V k10 ，V km），m<n （5）

由此可知，运用本文探索的优化方法对具有约束
条件的分布式控制系统通讯网络拓扑结构进行优化，
得到的拓扑结构满足约束条件并且线束总长度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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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本文考虑航空发动机表面存在通讯总线不可通
过区域和控制节点的工作可靠性需求 2 大约束条件，
利用遗传算法对分布式控制系统通讯网络拓扑结构
进行构架，得到的拓扑结构在满足约束条件的情况下
线束总长度最短。线束总长度的减少可减轻航空发动

turboshaft engine systems[R]. NASA-TM-2009-215654.
[8] 黄金泉，徐科. 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结构分析[J]. 航空动力
学报，2003，
18（5）：
698-704.
HUANG Jinquan，
XU Ke.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s for aeroengines：a
survey[J].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
2003，
18（5）：
698-704.(in Chinese)
[9] 宋军强，潘慕绚，黄金泉. 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技术分析及
系统方案研究[J]. 航空动力学报，
2013，
28（10）：
2391-2400.

机控制系统的质量，同时减少信号的衰减和干扰对信

SONG Junqiang，
PAN Muxuan，HUANG Jinquan. Technology analysis

号的影响，
提高信号传输可靠性。

and system scheme for aero-engine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J]. Jour-

虽然本文对约束条件做了一定的简化，但基于遗
传算法的优化方法为确定在复杂条件下航空发动机
分布式控制系统通讯网络拓扑结构提供了 １ 种解决
方案。

nal of Aerospace Power，
2013，
28（10）：
2391-2400.（in Chinese）
[10] Thompson H A，
Chipper filed A J，
Fleming P J，
et al. Distributed
aeroengine control systems architecture selection using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J]. Control Engineering Practice，
1999，
7：655-664.
[11] Culley D E，
Behahani A R .Communication needs assessment for distributed turbine engine control[R]. NASA-TM-2008-215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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氦气涡轮转子系统整体数值仿真研究
李

琦，郭金佳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一研究所，上海 201108）
摘要：针对氦气涡轮转子系统中各构件复杂的非线性接触关系及结构强度问题，采用 Pro/E 建模软件对氦气轮机转子系统进
行了 3 维实体造型，
并利用 ANSYS 软件进行了数值仿真强度分析。真实模拟了涡轮转子在 4 种工况下的应力分布以及变形趋势。结
果表明：除接触应力和开孔处应力较大外，在转子轴系整体强度计算中，各级轮盘盘心处应力较大。根据各工况下的计算结果比较
分析得出，离心力对盘心处的应力影响最大，对温度场的影响次之。
关键词：氦气涡轮；转子系统；非线性接触；结构强度；应力；数值仿真
中图分类号：V231.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5.02.007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Helium Turbine Rotor System
LI Qi袁GUO Jin-jia
渊711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 Shipbuilding Industry Corp., Shanghai 201108袁China冤
Abstract: Aiming at the complex nonlinear contact relationship and structural strength problems in a Helium turbine rotor system, the

three-dimensional solid modeling of the Helium turbine rotor system was built by the Pro/E modeling software, which structure strength was
numerically simulated by the ANSYS.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and deformation trends of the turbine rotor were simulated in the four
oper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tact stress and open hole stress in the overall strength calculation of the rotor axial system are large,

and the stress in the middle of turbine disk is large also.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calculation results contract in different operations, the
centrifugal force has more influence on the stress of middle disk than that of the temperature field.

Key words: Helium turbine曰rotor system曰nonlinear contact曰structural strength曰stress曰numerical simulation

题，
直接影响强度分析结果[6-7]。高温气冷堆氦气轮机

0 引言

是将氦气轮机与模块式高温气冷堆相结合，利用高温

整体叶盘及叶轮是航空发动机中极为重要的关

堆产生的高温氦气直接推动气轮机作功进行高效率

键件之一。其几何形状、
结构形式及与相邻部件的连

发电的系统。氦气涡轮作为氦气轮机的关键部件之

接方式十分复杂，并处于高温、高转速及高气动载荷

一，
其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整机性能[8-9]。与航空发动

的恶劣工作环境。结构上均具有循环对称或分区循环

机涡轮系统类似，氦气涡轮的失效也会导致危险的后

对称特性，
其主要承受的离心、气动、热力和装配载荷

果[10]。氦气涡轮转子系统也具有航空发动机涡轮典型

也具备与结构类似的循环对称特性。整个转子系统使

结构特点，其强度数值分析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点，

用环境较为严酷且要求的寿命较长，
在气动、
热负荷与

从美国结构完整性系列标准 [11-15]中可知，涡轮转子的

机械载荷共同作用下，其结构完整性问题十分突出 。

结构强度设计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1]

由于其结构庞大，几何形状十分复杂，对其进行精确
地应力分析十分困难，
数据准备和计算工作量很大

。

[2-5]

在整个转子系统的结构强度分析中，存在大量接触问

本文应用 ANSYS 软件，对某氦气涡轮转子强度
进行了计算分析，在计算中考虑了非线性接触关系以
及连接螺栓预紧力的影响。

收稿日期：2014-03-19
作者简介：李琦（1972），
女，
博士，
研究方向为燃气轮机强度及转子动力学；
E-mail：
liqi801@163.com。
引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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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算方法应用及模型简化
Z

研究对象为某氦气涡轮转子，由前后轴、
6 级轮

Y

盘、
6 级台阶齿密封环、8 个连接螺栓、Ⅰ～Ⅵ级 240
对工作叶片和 56 个定位套管等组成。多处开有冷却
通流孔，其结构特点为相互关联的构件多、结构复杂，
各构件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接触关系。计算采用有
限元计算方法，运用 Pro/E 软件进行 3 维实体建模；
同时应用 ANSYS 软件进行结构强度校核计算分析和
温度场计算。
为了保证计算的可实施性，
对整体结构进行简化
处理并建立了计算模型。按等质量将轮盘榫槽的枞树
形截面改为梯形截面；不模拟轮盘及前后轴上（包括

图 2 有限元网格

非线性），具体接触位置为 1～6 级轮盘与 1～6 阶台
齿密封环配合面间、
前轴法兰端面与第 1 级台齿密封
环端面、后轴法兰端面与第 6 级轮盘外端面、连接螺
栓内端面与前后轴法兰外端面的轴向接触；轮盘与台
阶齿密封环间的径向接触；定位套管与盘孔之间、连
接螺栓相应外表面与盘孔内表面、
连接螺栓相应外表
面与前后轴螺栓孔内表面的周向接触等。接触关系如
图 3 所示。

孔边）的倒角和倒棱；将其他轮盘间台阶齿密封环上
的密封齿拉直；适当减少涡轮后轴阶梯数；工作叶片
在工况转速下产生的离心力施加在轮盘榫齿面上。简

Y
Z X

化准则为
（M-M'）/M0≤0.1%
'

（F1,2,3 -F1,2,3）/F1,2,3 ≤0.5%

（1）
（2）

图 3 涡轮轴系整体结构接触表面

3.2

式中：M、
M' 分别为涡轮转子系统简化前、后的质量；
F1,2,3 、F1,2,3 分别为简化前、后的部件前 3 阶模态。
根据结构的对称性和偏心孔的影响，取涡轮转子
整体结构的 1/4 建立计算模型进行计算研究分析，简

约束边界处理
计算模型中的对称面按对称边界处理，进行法向

位移的约束，
在涡轮转子后轴止推轴承处进行轴向位
移约束。另外，对每根螺栓都施加了预紧载荷。
3.3

载荷
在计算中主要考虑了离心载荷及热载荷对轴系

化后的计算模型如图 1 所示。

整体应力的影响。额定转速和超转速分别为 15000、
ZY

X

图 1 几何模型

2 有限元网格的划分

18000 r/min；
温度场按照涡轮入口温度 750、850 ℃时
计算；
按离心载荷及热载荷的组合进行了 4 种工况的
计算，
见表 1。
表 1 不同工况下载荷分析条件

由于计算模型庞大，
而且构件之间存在众多非线
工况

载荷

为了真实模拟整体结构各部件的几何形状，必须针对

1

15000 r/min；涡轮入口温度为 750 ℃时温度场

不同部位采用不同类型单元。为了减少计算单元的数

2

15000 r/min；涡轮入口温度为 850 ℃时温度场

3

18000 r/min；涡轮入口温度为 750 ℃时温度场

4

18000 r/min；涡轮入口温度为 850 ℃时温度场

性接触关系，因此网格划分是计算中重要工作之一。

量，提高计算速度，结构的主要部分都使用 6 面体单
元划分网格。在某些过渡区域，
使用 4 面体单元作为
过渡；同时在某些局部位置进行了疏密过渡，以满足
这些区域划分细密和粗疏网格的需要。共划分 76287
个单元，
有限元网格如图 2 所示。

3 计算载荷工况及边界条件
3.1

接触面及接触关系定义
转子各部件之间的连接皆定义为接触关系（结构

3.4

温度载荷
在涡轮入口温度分别为 750、850 ℃ 2 种工况下

计算了温度场分布。计算结果表明：在 2 种工况下的
温度场分布趋势相同，均为第 4 级轮盘温度最高，后
轴温度最低。在涡轮入口温度为 750℃时计算，后轴
温度最低为 101 ℃，第 4 级轮盘温度最高为 616 ℃，
温度场云图如图 4 所示；在涡轮入口温度为 8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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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为 689 ℃，温度场如图 5 所示。

Y X
Z
101.6

158.772

215.944

273.116

330.288

387.46

444.632

501.804

558.976

616.14

15000 r/min ；

18000 r/min ；

18000 r/min ；

涡轮入口温度

涡轮入口温度

涡轮入口温度

涡轮入口温度

750℃温度场

850℃温度场

750℃温度场

850℃温度场

957

1080

1210

1230

0.199E+09

级轮盘的接触应力最大。但由于接触应力有明显的局
限性，依照航空发动机设计手册，接触应力进行强度
储备校核时，高强度合金钢的点接触情况为 滓max≤
（8～10）滓b；线接触情况为 滓max≤（5～7）滓b，所以按材

Y X
Z
0.997E+08

15000 r/min ；

尽管在离心载荷与热载荷作用下，连接螺栓与各

图 4 涡轮转子温度分布（750 ℃）

0

MPa

表 2 接触应力

时计算，后轴温度最低为 101 ℃，第 4 级轮盘温度最

料拉伸极限性能，仍具有较大的强度储备。

0.299E+09

0.399E+09

0.498E+09

0.598E+09

0.698E+09

0.798E+09

0.957E+09

4.2

图 5 涡轮转子温度分布（850 ℃）

盘心应力和强度储备
除接触应力、开孔处应力外，整体模型中的涡轮

盘的盘心应力也较大，应力分布如图 8 所示，盘心应

4 计算结果

力见表 3。

整体应力分布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
在整个模
型当中，最大应力为连接螺栓与各级轮盘之间的接触
应力；
另外，
开孔处的应力也比较大，
其次是盘心处。
Y X
Z
0

Y X
Z
101.6

166.925

0.115E+09

0.172E+09

0.229E+09

0.286E+09

0.344E+09

0.401E+09

0.458E+09

0.550E+09

图 8 15000 r/min、涡轮入口温度为 750 ℃温度场下

232.251

297.576

362.902

428.227

493.553

558.878

624.204

盘心应力分布

689.529

表 3 1～6 级轮盘盘心在几种工况下平均应力

图 6 在 15000 r/min、涡轮入口温度为 750℃时

15000 r/min；

温度场整体应力

4.1

0.573E+08

轮盘

接触应力
在离心载荷与热载荷作用下，连接螺栓与各级轮

盘的接触应力最大。在 15000 r/min、涡轮入口温度为
750 ℃时的温度场，连接螺栓与盘接触面上的接触应
力为 957 MPa，应力如图 7 所示。几种工况下连接螺
栓接触面上应力见表 2。

MPa

15000 r/min；

1800 0r/min；

18000 r/min

750 ℃时 温度场 850 ℃时温度场

750 ℃时温度场

850 ℃时温度场

第1级

413

301

588

445

第2级

341

390

509

572

第3级

403

415

572

584

第4级

391

420

566

592

第5级

415

413

592

590

第6级

424

430

604

577

材料屈服极限 滓s=730 MPa，可见盘心处应力也
具有较大的强度储备。从表 2、3 中可见，除接触应力
和开孔处应力外，在转子轴系整体强度计算中，各级

Z X
Y

0

0.833E+08

0.167E+09

MN

0.250E+09

0.333E+09

0.417E+09

0.500E+09

0.583E+09

0.667E+09

0.800E+09

轮盘盘心处应力较大。
4.3

涡轮整体变形
从变形计算结果和云图可见，
涡轮转子整体变形

图 7 连接螺栓在 15000 r/min、涡轮入口温度为 750℃时

比较协调。在离心力和热应力作用下涡轮转子分别轴

温度场应力

向收缩、伸长。在 15000 r/min，涡轮入口温度 750 ℃
时温度场工况下 ，涡轮转子轴向总伸长量为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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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涡轮转子在几种工况下的轴向变形情况见表 4。
从表中可见，温度对轴向总伸长量的影响大于转速的
影响。

nese Journal of Aeronautics, 2013, 26（3）：
631-637.
[6] Johnsom K L. 接触力学 [M]. 徐秉业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
125.
Johnsom K L. Contact stress[M]. XU Bingye, translated. Beijing: Higher

表 4 几种工况下轴向变形
15000 r/min
工况

aeroengine blades considering nonlinear strength degeneration [J]. Chi-

15000 r/min

18000 r/min

18000 r/min

750 ℃温度场 850 ℃温度场 750 ℃温度场 850 ℃温度场

轴向 /mm

2.95

3.18

2.72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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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Kim H S, Mall S. Investigation into three-dimensional effects of fin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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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来流边界条件不确定性的数值模拟方法
吴逸飞 1，2，
邹正平 2
（1.南昌航空大学 飞行器工程学院，南昌 330063；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针对气动热力学边界条件不确定性的数值模拟方法，进行了考虑来流边界条件不确定性对流体流动影响研究。算例中
提取来流边界条件为设计变量，采用拉丁超立方抽样方法对设计变量进行采样，运用 CFD 软件对所有样本进行数值模拟计算后得
到响应变量，最后分析得到来流边界条件对流体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来流边界条件中湍流度的不确定性对压力系数的影响大于
来流速度的不确定性对压力系数的影响。
关键词：边界条件；不确定性；拉丁超立方抽样；数值模拟；气动热力学；湍流度；压力系数
中图分类号：V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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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of Uncertainty for Inflow Boundary Conditions
WU Yi-fei1袁 ZOU Zheng-ping2
渊1. School of Aircraft Engineering袁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袁 Nanchang 330063袁 China; 2. 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袁
Beihang University袁 Beijing 100191袁 China冤
Abstract: Aiming at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of uncertainty for the dynamic thermodynamics boundary conditions, the effect

of the uncertainty for the inflow boundary conditions on the fluid flow was studied. Taking the inflow boundary condition as design variable,

these samplings were obtained by Latin Hypercube Sampling 渊LHS冤 method. The response variables were obtained by numerically simulating
the samples using the CFD software. Then the effect of the inflow boundary conditions on the flow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ncertainty of turbulent intensity for inflow boundary conditions has more influences on pressure coefficient than that of the uncertainty of
the inflow speed.

Key words: boundary condition曰 uncertainty曰Latin Hypercube Sampling曰 numerical simulation曰dynamic thermodynamics曰 turbulent

intensity曰pressure coefficient

叶片叶根倒角、叶形的偏差、
圆机匣及转子偏心等造成

0 引言

的转子周向非均匀叶尖间隙等问题，都会导致涡轮真

随着计算技术的飞速发展，
研究各种流体流动的

实几何条件与原始理想设计存在偏差，从而造成涡轮

重要方法包括计算流体力学（CFD）数值模拟、传统的

实际与设计性能的偏差[3-5]；同时，在涡轮工作过程中，

理论分析和试验测量方法。采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问

温度与离心载荷等产生受力变形、
磨损、高温氧化、热

题时常常会简化，例如几何和物理模型的简化、物性

腐蚀、
烧蚀、表面产生凹坑或有尘物堆积等情况[6-7]，导

参数和边界条件的近似等，造成实际情况与结果之间

致零件性能随工作时间发生退化。在数值计算和试验

[1]

存在差异 。在航空发动机研制中，受认识、设计技术、

中，合理的边界条件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Garg 等 [8]

制造工艺及装配等客观因素的限制，实际装机后系统

研究不同射流入口边界条件可导致射流出口下游高

和各部件所达到的性能水平与理论设计值必定存在

达 60%的换热系数差异。在航空发动机中，
燃烧室出

[2]

不确定性的偏差 。在涡轮设计和加工过程中，在转静

口温度分布、
高自由流湍流度和热条纹等参数影响第

子之间的轴向间隙及泄漏流、
强度和加工方面存在的

1 级静叶传热；
中、
低自由流湍流度、
上游静叶片后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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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尾流、
热条纹以及旋转影响第 1 级动叶传热[9]。文

假设关于输入变量的线性函数
d

y=移ajxi

献[10-12]表明来流的速度分布、
湍流强度、
温度分布、
压
力分布、
质量流量和雷诺数等气动热力边界条件对流体
的流动有重要影响。在数值模拟方法应用中，
不同的物

利用 MC 和 LHS 抽样方法分别估计均值，
结果为

理模型对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
例如有 / 无黏、
定常 / 非

y軃
=1
N

定常、
湍流模型、
多相流动、
化学反应等[13]。20 世纪 70 年
代中期前，
叶轮机械内部流场的数值模拟大都基于无黏
流体流动模型。但是，
无黏流动假设改变了流体的物理
属性，
在数学上使流动方程及相应的定解条件发生了本
质变化，
应该考虑采用黏性流体流动模型[14]。叶轮机内
存在不同尺度、
频率和类型的非定常流动现象，
采用全
3 维非定常数值模拟研究其内部一些固有的非定常流
动现象，
可进一步提高气动热力性能[15]。
本文针对气动热力学边界条件不确定性的数值
模拟方法进行探讨，分析边界条件与真实情况的差异
对数值模拟计算结果的影响。

（1）

i=1

标准误差分别为
MC：
LHS：

N

f x）
移（
n

（2）

n=1

E[（y-滋y）2]= 1
N
E[（y-滋y）2]= 13
N

d

移a 滓
i=1

d

（3）

2
= 13 滓y
N

（4）

2

i

xi

移a 滓
i=1

= 1 滓y
N

2

2

2

i

xi

2

由此，LHS 标准误差 = 12 ，分层抽样降低了误
MC 标准误差 N
差的方差，因此采用 LHS 抽样方法估计均值和方差
的效果比 MC 有所改善，并且明显地减少了样本数
量，节省了大量计算成本和时间，并提高了效率。
本文采用试验设计（DOE，
Design of Experi-ment）[18]

1 试验方法

方法进行研究。首先以某一确定性解为基础，对具有

目前流体中不确定性分析主要指模型参数不确

不确定性的设计变量统计 LHS 抽样产生随机变量的

定性对其输出参数的影响，即不确定性在流场中的传

相关参数；然后对所有抽取的样本进行确定性解，对

播，且不确定性变量为服从概率分布的随机变量 。

这些确定性结果进行统计后得到响应变量；最后分析

蒙特卡洛（MC，Monte Carlo）[16] 方法是随机分析

不确定性设计变量对响应变量的影响。应用 CFD 软

常用的方法，其实质是通过大量随机试验，利用概率

件，
可避免出现修改现有求解器而可能造成新误差的

论解决问题。主要优点是其敛散性依赖于独立的随机

风险。具体流程如图 2 所示。

[13]

参数个数，得到的结果是随机变量。因此，
在给出点估
计后，还需要给出该估计值的波动程度及区间估计。
缺点是高精度的计算结果需要大量的随机数即需抽
取大量样本，因此计算成本较高且效率低。拉丁超立
方抽样（LHS，Latin Hypercube Sampling）是 1 种多维
分层抽样方法，合并了随机和分层抽样的优点，是最
好的小样本蒙特卡洛方法之一[17]。对于多个随机变量
的输入，
分层抽样需要将输入的样本空间等概率化为
N 个区域。工作原理是首
先定义 参 与 计 算 机 运 行

X2

的抽样数目 N；其次把每
次输入 等 概 率 地 分 成 N
列 ，xi0<xi1<xi2<xi3< … <xin<
…<xiN；使得 P（xin<x<xin+1）

图 2 边界条件不确定性数值模拟方法流程

=1/N；最后对每列仅随机
抽取 1 个样本，如图 1 所
示。

X1

图 1 LHS 方法抽样

DOE 通过改变 1 个系统的输入来观察输出的情
况。目的是确定哪些设计变量对响应的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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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设定有影响的设计变量水平，以使响应达到或尽

LHS 方法，通过 DOE 组件对设计变量抽样，样本为

可能接近期望值，并使其分散度（或方差）尽可能减

100 个，
分别计算得出响应结果，
然后分析每种设计变

小，最大限度地减小不可控参数对响应的影响。通过

量对每个响应的影响，
得出主效应和 Pareto 贡献率图。

试验数据的分析探索设计空间，
得出设计变量对响应

为了避免 2 个来流边界条件下不同上下限百分
比对流动产生不同的影响，设定二者相同的赋值范

的影响，并以此作出设计决定。
对确定性解的响应变量数组进行数据分析处理，

围，
即上、下限分别为各自 150%、50%初值。为了阐述

包括敏度分析、主效应分析、
交互效应分析等，如用帕

该方法的原理，在赋值时给的范围比较大，以便分析

累托法（Pareto）得出来流边界条件对流体的影响。

所得边界条件的不确定性能引起流动变化的量突显

2 算例

出来，
而在实际情况下的不确定性边界条件变化的范

采用 DOE 法需要对每个抽取的样本进行 CFD
数值模拟计算，为了节省计算时间和成本，本文仅给

围不一定有这么大。

3 结果分析

出 1 个简单算例说明来流边界条件不确定性数值模

Cp 与 Re 的关系如图 5 所示。流动为定常且不可

拟的方法在原理和流程上是可行的。例如：孔板流量

压缩，几何模型也不变。横、
纵坐标分别为进口流体的

计是通过测孔板前后的压力差来计算管道中的流量。

雷诺数 Re 和对压差无量纲化的压力系数 Cp。

假定几何和物理模型均不变，仅考虑来流边界条件变
化，确定其对孔板前后压力变化的影响。
2.1

算例模型
根据原理对孔板流量计模型进行简化，如图 3 所

示。从图中可见，
可以构建对称轴以上的部分为模型
对 2 维对称流动问题进行数值模拟。
C F

B

G

D E
A

H

图5

Cp= Po-Pi
1 籽v 2
2

2
100

100

图3

孔板流量计简化模型

设定计算流体为水，流动形态为湍流，采用 资-着
模型，流动为定常，不可压缩，计算不计重力作用对流
体性能的影响。流体入口半径 A B=20 mm，
孔在距离入
口 100 mm 的位置，
孔板厚度为 2 mm，内径为 20 mm；
在孔板右侧面切 45毅，出口

Cp 与 Re 的关系

式中：籽 为流体密度。
从图中可见，Cp 随着 Re 的增大而增大。当湍流
度变化时，Cp 在湍流度不变时位置上下波动。
Cp 与 tu 的关系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来流速
度不变时，Cp 变化较平缓，在 tu=0.10～0.13 之间最
小，随着 tu 增大则 Cp 也增大。当来流速度发生变化
时，Cp 则会在来流速度不变时的位置上下剧烈波动，

端面距孔板右侧 100 mm。
网格划分采用非结构网
格，数目为 6947 个，如图
4 所示。
2.2

（5）

图 4 网格分布

实现方法
本算例运用商业软件 Fluent 进行 CFD 模拟，设

定确定性数值模拟来流边界条件中的湍流度 tu 和流
体进口速度 v 为设计变量。然后在输出的结果中提取
进、出口面压力 P（面加权平均）
、
Po 为响应目标。采用
i

图 6 Cp 与 tu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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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最大、最小速度压力系数值的范围之内。
可见，来流速度和湍流度都能引起压差的变化，
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
tu 变化比 Re 变化使压力系

初值±50%变化时，得出 Cp 偏差中最大正、负偏差分
别 为 8.7% 和 4.6% ；R e 和 tu 对 Cp 的 贡 献 率 分 别 为
35.96%和 64.04%。

数 Cp 的波动更剧烈，即 tu 对 Cp 的影响要大于 Re 的

利用该方法可以研究多个来流边界条件共同作
用下对流体流动的影响，例如在复杂的流动中，提取

影响。

多于算例中 2 个来流边界条件，边界条件之间的交互
相互影响关系也远比算例中的复杂，
该方法只需要根
据所抽样本数进行计算，计算量不会因为提取边界条
件种类的增加而增大，抽样数越多计算量越大，所得
数据分析则越精确。本方法也可对来流边界条件不确
定性的范围进行提前约束，
并根据研究对象的具体情
况设定，对流体的影响偏差的范围也可以通过数据处
理分析得出，
又可反推出要达到流体流动的某种状态
或某些范围，则需要控制的边界条件的不确定性范
图 7 Cp 的主效应

围。在研究航空发动机时，可以提取来流边界条件为

在来流速度和湍流度为其各自基准值的±50%

设计变量，
并设定来流边界条件不确定性的误差范围，

的偏差范围，对 Cp 的影响的最大正、负偏差分别为

模拟计算得出压气机或涡轮等的效率误差，分析得出

8.7%、4.6%。来流边界条件对流体影响正负偏差最大

边界条件中对压气机或者涡轮等的效率影响最大的参

的压力、
速度云图如图 8 所示。

数，为调控这些不确定性的来流边界条件提供可靠依

（a）最大正偏差下的压力

（b）最大负偏差下的压力

（c）最大正偏差下的速度

P/Pi
100
-20
-140
-260
-380
-500
-620
-740
-860
-980
-1100
V /V i
1.50
1.32
1.14
0.96
0.78
0.60
0.42
0.24
0.06
-0.12
-0.30

（d）最大负偏差下的速度
图 8 来流边界条件对流体影响正、负偏差最大的压力和速度

如果期望得到各设计变量对响应的影响，可以对
抽样样本计算所得的数据组进行 Pareto 法分析，得出
来流速度和湍流度对压力系数的贡献率，其中 tu 和
Re 对 Cp的贡献率分别为 64.04%、35.96%。

4 总结
综上所述，提取来流边界条件为设计变量，通过
LHS 方法抽样计算及 pareto 法分析可以得出不同敏
感边界条件对流体流动的影响。当来流 Re 和 tu 给出

据。如果对所提取的设计变量进行扩展，
比如将几何模
型的关键尺寸提取为设计变量，则可研究几何模型不
确定性对数值模拟结果与实际情况的差异等。

5 结束语
本文针对考虑来流边界条件不确定性的数值模
拟方法进行尝试性研究，分析了对流体流动的影响。
算例结果表明，在来流边界条件中湍流度的不确定性
对压力系数的影响大于来流速度的。考虑来流边界条
件不确定性的数值模拟方法比传统数值模拟方法计
算量有所增加，其大小由所抽取样本数决定。该方法
可扩展应用到更多来流边界条件不确定且更复杂的
流动分析，或应用于其他模型的不确定性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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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非线性谐波法评估压气机转静干涉
诱发的强迫响应
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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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培屹 2，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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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针对压气机转静干涉诱发的强迫响应问题，对某型风扇试验件进口可变弯度导向叶片进行流固耦合数值模拟。基于
NUMECA 的非线性谐波法，求解在后排转子势流作用下可调导叶的非定常流场，从而获得谐波压力，并对其作用在前排可调导叶相
应模态下的强迫响应进行了计算，与试验验证结果吻合。结果表明：基于非线性谐波法的流场计算以及强迫响应分析，为工程应用
建立了转静干涉诱发强迫振动响应的数值评估方法。
关键词：压气机；转静干涉；非线性谐波法；强迫响应；流固耦合；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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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ng of the Forcing Response under Compressor Stator-Rotor Interaction Using NLH
SUN Hai1袁WANG Pei-yi2袁ZHENG Ning1袁YANG Lin1袁CHEN Yu-zhi1
渊1. 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
2. School of Jet Propulsion,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冤
Abstract: Aiming at the forcing response of compressor stator-rotor interaction, the numerical fluid-solid coupling simulation of the

fan pivoting-stator were performed. Based on the nonlinear harmonic method in NUMECA, the unsteady flow field of the variable guide vane
was solved under the potential flow effect of back row rotors. With the achieved harmonic pressure on the variable guide vane, the forcing

response under the corresponding model was predicted. These results are in agreement with those obtained from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n engineering numerical method of evaluating the forcing response under stator-rotor interaction was achieved based on the
nonlinear harmonic simulation in the flow field and forcing response analysis.

Key words: compressor曰stator-rotor interaction; NLH曰forcing response曰fluid-solid coupling曰aeroengine

0 引言

迫响应阻尼比的取法以及工程适用性等方面还存在
不足。

在叶轮机械工程应用中，流体诱发振动导致叶片

本文采用非线性谐波法计算非定常流动产生的

断裂是 1 种主要的结构破坏形式。其引发的故障在各

谐波压力，进而计算该压力在叶片上的强迫响应，计

类发动机故障中占相当高的比例，且危害较大，是航

算精度和效率都有一定提升，建立了适合工程应用

空燃气涡轮发动机结构完整性和可靠性的主要威胁。

的、能够评估由于转静干涉诱发的强迫响应的方法。

而转静干涉是叶轮机械流体诱发强迫振动的重要因
素，是由转、静子叶片间的相互转动而产生的非定常
流动现象。国内外虽然对由转静干涉引起的尾流激振

1 研究背景
一般来说，叶轮机械中的流体诱发振动问题可以

或者由势流扰动而引起的强迫响应开展了一些研究，

分为气动弹性稳定性问题和响应问题 2 种基本类型。

但在气动层面非定常脉动压力的计算精度、效率和强

气动弹性稳定性问题对应叶轮机械的自激振动，而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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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问题对应强迫振动。与叶片的自激振动相比，在航

应力。但是，非定常流场计算采用的参数多项式方法

空发动机的发展历程中，
由流体激励诱发的强迫振动

精度不足，阻尼的取法也使响应计算的准确性受到影

所造成的叶片振动破坏故障的次数要远超过由叶片

响。孟越等[6]针对转子叶片在前排静子叶片尾流激振[7]

颤振造成的故障。

情况下的位移和应力进行预估计算，
采用 3 维非定常

当前对转静干涉研究较多的是上游叶片对下游

求解，将 3 维非定常气动力引入转子叶片有限元结构

叶片的尾流激振和下游叶片的势流扰动对上游叶片

计算中，对尾流激振情况下叶片强迫响应问题 [8]进行

非定常表面力的周期性影响。

瞬态分析。通过分析可知，
叶片响应大小与叶片表面

由于尾流激振力或势流扰动很难用具体的解析

所受气动激振力大小、相位和分布有关。宁方飞 [9]以

表达式表示，因而数值模拟计算尾流激振力是工程中

1.5 级高负荷风扇为研究对象，
利用谐波法[10-11]捕获了

最主要的方法。A.J.Sander 和 Fleeter[1]研究了 1 种可用

转子激波向上游的传播，以及转子尾迹对下游静子的

于预测轴向和离心式叶轮机械响应的模型，用于分别

影响，结果与常规非定常方法吻合，但并未涉及强迫

计算叶片排在上下游势流和在上游尾迹作用下的强

响应计算。

迫响应。结果证明，无论是在轴流还是在离心式压气
机中，叶片的强迫响应幅值为同一量级。因此，对于叶

2 非定常脉动力的研究对象、
计算方法和结果

片排间距较近的压气机，
流势与叶片尾迹具有同样的

2.1

研究对象

重要性。Y·T·Lee 和 J·Z·Feng[2]等研究了不可压流在

针对某风扇试验件进口可变弯度导向叶片开展

多级叶排的流动情况，分别研究了转子 / 静子、静子 /

数值模拟和试验研究。风扇进口可变弯度导向叶片分

转子 2 种模型。研究指出，在轴向间距为 10%弦长

为固定部分和可调部分，可调部分可绕转轴旋转调节

时，
尾迹效应提供了气动载荷峰值的 10%。针对转子

以满足不同转速转子预旋的需求，由于导叶可调部分

数目的影响，研究了转子 1/ 静子 / 转子 2 模型，并且

只在转轴处固支，与常规静子的 2 段全部固定相比，

转子 1 和静子、转子 2 和静子之间的轴向间距可调，

更容易受转静干涉影响而被诱发振动。因此，针对后

发现不同轴向间距最小值到最大值的非定常气动力

排转子叶片的位势作用对上游可调叶片的强迫响应

变化较大。Bjorn Laumert 和 Hans.Martensson 通过 3

进行分析。

维数值模拟，得出在亚声速工况下，转子叶片压力面

2.2

[3]

非线性谐波法

上压力值主要受静叶尾流的影响，而在吸力面，压力

非线性谐波法（nonlinear harmonic method）能够

值主要受静叶势流和尾迹共同影响。由于 3 维转子叶

在一定的计算量范围之内，
提供 1 种介于定常和非定

片沿径向形状不同，使得叶片表面压力分布沿径向也

常之间的计算方法，
其计算精度较高能够满足计算要

有所不同。叶片表面激振力的大小沿叶根向叶尖幅值

求。该方法将流体非定常扰动傅里叶分解为不同阶次

逐渐减小。Stuart M 提出 1 种松散的耦合方式对叶片

谐波叠加。基于求解时间平均和不同谐波阶次的定常

在气流激振力下强迫响应进行预估计算。假定气动力

输运方程，能够有效地在频域内求解非定常问题，尤

对叶片的模态没有影响，先在 ANSYS 中计算叶片某

其是对于转静干涉问题有较高的计算效率和精度。

[4]

一模态的振型和频率，然后将其带入 CFD 进行频域

转静干涉是叶轮机械流动中最常见的非定常因

求解，计算气动力和阻尼力，再带回有限元模型计算

素，
对转、静子通道内流动的影响具有周期性。采用谐

该模态下的振动响应。王梅等 通过研究均匀叶栅的

波函数逼近，经过周期性扰动近似以及线化假设，可

尾迹引起的高频振动问题，把已有的气动计算方法和

以将 N-S 方程分解为时均方程和扰动方程，扰动方

强度计算方法整个串起来，
为工程应用初步建立起了

程的个数由谐波的阶次确定，各阶扰动方程之间相互

1 个尾流激振情况下叶片振动应力预估的半经验方

独立，在谐波的频率给定之后，可以将扰动方程由时

法。具体是通过计算转子通道流场，得到转子叶片表

域转化到频域。最后在频域内对时均方程和各阶扰动

面的非定常压力幅值沿叶片表面的分布，然后在结构

方程耦合求解，就能得到流场各物理量的时均值和各

计算中将叶片表面的压力幅值等效地转化为有限元

阶扰动值，将其叠加起来就得到近似解。可以通过选

节点上的节点力，
再通过有限元方法计算叶片的振动

择谐波的阶数来控制求解的精度，谐波阶次越高，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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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定常势流影响，主要分

解精度也就越高。
引入周期性扰动假设后，在非定常流动中，守恒

布在可调导 叶表 面上半

型变量可以分解为时均值与周期性扰动之和，而每个

部，由此判断，谐波压力

周期性的扰动可以用 N 阶谐波来逼近，即

幅值较大区 域可 能会引

U（r軆
,t）=U（r軆
）+移U'（r軆
,t）

起较大的强迫响应。
（1）

90% 叶 高 相 对 马 赫 数 如

N

軒
軆
軒-k（r軆
U'（r軆
,t）=移（U
（r
）e I棕kt+U
）e -I棕kt）
k

风扇后排转子 50%、

（2）

图 2 所示。后排转子马赫

軒-k 为共轭复数，
軒k 和U
r 为位置矢量；t 为时间；U
式中：軆

数图中的空 白部 分为超
声区。可调导叶表面依旧

其模为扰动幅值。

是谐波压力幅值。在转子

k=1

采用有限体积法的守恒型非定常流动方程可表
示为

90%叶高吸力面有较强激
波，而在 50%叶高处没有

赘i dU =-移Fc+移Fv+赘iQi
dti
驻S
驻S

（3）

子存在相对转动，转子上
半部分存在 的激 波通过

流项和黏性项；S 为面积；Q 为源项。

势流作用不 断扫 掠前 排

具体展开式见文献[12]。展开式中包含的未知数

可调导叶，影响可调导叶

数目是原 N-S 方程的 2N+1 倍，求解谐波方程仅相当

上半部，尤其影响靠近尾

于求解 2N+1 个时刻的定常方程。理论上，计算的谐

缘的后 半部 分边 界 层状

波阶次趋于无穷，
其计算结果应当趋近于时间推进的

况，造成较大的谐波压力

非定常求解结果。一般选取前若干阶（小于 5）即可满

脉动。

足工程需求。而且，一般认为，第 1 阶非定常扰动在幅

3

现象），高阶扰动因其频次过高，
其距风扇叶片低阶共

第 1 阶谐波压力

响应的 分析 模型 ， 应用
MATLAB 和 ANSYS 的 2
次 开 发 语 言 APDL 编 制
流场与结构的接口程序，

功运用 NLH 法模拟叶排间的流动状况，上下游叶片

将流场 计算 的 3 维非 定

周向网格数需要达到一定要求，具体见文献[13]。根

常激振力 完 整加 载 到结

据网格数目限定，做出风扇网格，采用 NUMECA 的

构中，并对结构进行强迫

Fine 进行计算。

响应瞬态分析，具体计算

以该多级风扇试验件作为流场计算对象。计算时

图 1 风扇进口可调导叶

本文建立的强迫谐

2.3

网格使用 AUTOGRID5 生成。Vilmin 认为若要成

（c）幅值

强迫响应分析

振频率过远，因此影响较小。
计算设置及结果分析

（b）虚部

激波。由于可调导叶和转

式中：赘i 为网格单元的体积；Fc 和 Fv 分别为离散的对

值上占绝对主导地位（对于尾迹或势流造成的非定常

（a）实部

图 2 风扇后排转子 50%、90%
叶高相对马赫数和第 1 阶谐波
压力幅值

流程如图 3 所示。

给定进口总温 288.15 K，
进口总压 101325 Pa，给定出

选取可调导叶部分

口靠近轮毂位置静压值，
且静子出口静压满足简单径

（略去固定支板） 进行有

向平衡方程。采用 Harmonic Method 进行非定常计

限元建模，叶片在厚度方

算。非定常流场求解以相同进、
出口边界条件下的定

向分为 2 层，对前缘和尾

常结果为初场。为提高计算效率，
每个扰动的谐波数

缘进行了适当加密，整体

设置为 2，每个叶排最大的扰动数设置为 2。

网格数约为 1.6 万，如图 4 所示。模拟可调导叶真实

风扇进口可调导叶第 1 阶谐波压力实部、虚部及
幅值如图 1 所示。第 1 阶谐波压力反映了后排转子的

图 3 强迫谐响应分析系统

的约束情况，给定叶尖前缘部分全约束，叶根前缘部
分周向和轴向约束，可绕径向轴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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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模态激励因子评估强迫响应
如前所述，在叶轮机械中，由转静干涉引起的叶
片强迫响应振动主要是以转速为基频的周期性激励。
图 4 有限元模型及施加约束

尤其是在某些特定阶激励频率 （可引起危险共振的，
如第 n 阶激励频率）作用下叶片的强迫响应。

利 用 SUR F154 单 元
进行脉动压力的传递，利

与一般激励不同，这里的激励为非同步激励，即

用 FEM 模 型 表 面 节 点 以

除了频率以外，
在任意时刻，流场中的任意 1 点（包括

及 CFD 模 型 靠 近 叶 片 的

叶片表面上）的作用力由 2 个参数确定，即：幅值和相

第 1 层网格节点插值，如

位。这 2 个参数均是点的空间位置坐标的函数。

图 5 所示。图中红色节点

尾流激励或者是势流扰动所具有的非同步激励场

为 FEM 模 型 可 调 导 叶 部

的特性，决定了叶片的强迫响应既取决于激振力场又

分 ，蓝 色 为 CFD 模 型（包

取决于模态位移场。模态激励因子可以包含这 2 方面

括固定支板）。程序自动寻

性质，
能够对某阶共振的相对危险性做出一定评价。

找较近点进行插值，因此

激振力、模态位移都以场的形式出现，其中激振

多余的固定支板不影响插

力场又是场的复数形式的叠加。这就使得激励 - 响

值结果。

应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场的角度描述。可以引入欧氏空
间的相关概念，从数学上讨论激励场与模态位移场的

对叶片进行模态分
析，找寻到与势流激励相

图 5 CFD 与 FEM 模型

近的模态阶数。在气动载

插值节点

激振因子的解释。

von Misses stress/MPa

荷的激励下，进行谐响应

4.6228

von Mises stress 如 图 6 所

13.5793

9.1010

示。除去转轴处固支带来的

18.0575

应力集中，
叶身振动应力幅

27.0140

22.5357
31.4922

值约为 20 MPa，与试验应

35.9704
40.4487

不同模态阻尼比振动

定义模态激励因子[14]

字= 嗓 准s 瑟 蓘 撰（e j兹）蓡 嗓 F 瑟

0.1446

分析，模态阻尼比取 5e-4。

力水平相当。

空间相对位置对叶片响应的影响，从理论上给出模态

图 6 阻尼比为 5e-4 时谐
响应 von Misses stress

响应分析的动应力结果见

T

（4）

嗓 瑟 为激励的幅值向量；撰
蓘 （e j兹）蓡 为以激励相位
式中：F

为对角线元素的对角矩阵； 嗓 准s 瑟 为对系统质量矩阵
T

归一的第 s 阶模态向量。模态激励因子的几何意义为
尾流激励的空间分布与叶片振动模态的夹角。
激励因子的幅值反映了尾流激励或势流扰动在
某阶模态投影的大小；相角反映了激振力场与模态位
移场间的夹角，夹角越小，作用越强。

表 1。从表中可见，模态阻尼比是振动响应分析的重

以某风扇导向器叶片与转子轴向间距改变对尾

要影响因素。如果试验能够获得较为准确的阻尼数

迹激振的影响为对象，对非同步激励场作用下叶片高

据，则采用该方法能够较好地评估叶片由于尾流激振

激振力场阶共振的危险性评定方法进行校核，结果如

或势流扰动造成的强迫响应。然而，在工程设计阶段，

图 7 所示。

没有试验件的生产，无法通过试验获得阻尼数据，因

45

Gemeralized Force vs Variation of Axial Distance

40

此很难准确确定模态阻尼比，导致谐响应分析存在较

35
30

大误差。这就要分析在不需要阻尼比的情况下，评估

25
20
-0.10

这种强迫响应造成的高周疲劳水平。

3

-0.05
0
0.05
Variation of relative Axial Distance

0.10

2

表 1 不同模态阻尼比下响应分析的动应力结果

1
0

参数

状态 1

状态 2

状态 3

状态 4

状态 5

-4
模态阻尼比 （×10
/
）

10

7.5

5

2.5

1

叶身动应力幅值 /MPa

9

12

20

35

65

-1
-2
-3
-0.20 -0.15 -0.10 -0.05
0
0.05 0.10
Variation of Rebfive Axial Distance

图 7 激励因子及其和相角随轴向间距变化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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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见，随着轴向间距的增加，激励因子
的模呈下降趋势，
这与实际物理现象吻合；相位变化，
反映了上游尾迹进入下游转子通道的时间先后发生
了变化。可见，
激励因子能够直观定量地反映出结构、
气动参数变化对结构共振响应造成的影响，能够真实
地反映物理实际。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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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非线性谐波法以及插值程序，把已有的气动
计算方法和强度计算方法结合起来，为转静干涉中的
尾流激振和势流扰动产生的强迫响应建立了适用于工
程设计的、
合理的流固耦合计算模型及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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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对称横向射流入射对尾喷流红外辐射特征
抑制的数值研究
王

飞 1，张

勃 1，吉洪湖 1，
李

伟 1，张宗斌 2，罗明东 2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苏省航空动力系统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16；2.中航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成都 610041）
摘要：降低高温核心区长度是减小尾喷流红外辐射的有效途径。针对某轴对称收敛喷管，研究 1 种横向射流主动强化尾喷流
掺混与红外抑制技术，采用横向射流技术强化外流与热喷流的掺混，通过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 2 股横向射流喷射频率与流量变化
对强化尾喷流掺混与红外抑制特性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在与横向射流流动方向垂直的探测面上尾喷流辐射强度衰降明显，探测
角度为 90毅时红外辐射强度衰降可达 48%。随着 2 股射流流量差的减小，强化掺混与红外抑制效果逐渐增强。
关键词：红外抑制；尾喷流；强化掺混；轴对称收敛喷管；横向射流；数值模拟
中图分类号：V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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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f Infrared Radiation Sup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for Plume with Geometric
Symmetrical Transverse Jets
WANG Fei , ZHANG Bo , JI Hong-hu1, LI Wei1, ZHANG Zong-bin2, LUO Ming-dong2
1

1

渊1. Jiang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erospace Power System,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曰2. AVIC Chengdu Aircraft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Chengdu 610041, China冤
Abstract: Decreasing the plume temperature is an effective way to reduce infrared radiation of plume. Aiming at an axisymmetric

convergent nozzle, a mixing and infrared suppression technology of the plume was studied, which enhanced by a transverse jet including the
outer and hot jet mixing. The influence law of the frequency and flow changing for two kinds of transverse jets on enhancing the plume

mixing and infrared sup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was studied by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adiation intensity of the

plume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on the vertical transverse jet. The intensity of infrared radiation reduced by 48% when the detection angle is
90毅. The results of enhanced mixing and infrared suppression are increased gradually with the decrease of flow deviation for the two kinds of
jets.

Key words: infrared suppression曰plume曰enhanced mixing曰axisymmetric convergent nozzle曰transverse jet曰numerical simulation

混与红外抑制特性进行了研究；刘友宏等[5-6]对波瓣混

0 引言

合器的影响参数进行了深入研究；黄勇等[7-8]对小突片

随着红外探测技术的发展，为了提高战场生存

结构对喷流红外辐射特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邓洪伟

力，
对飞行器的红外隐身要求逐渐提高[1]。航空发动机

等[9]研究了某型发动机喷管及其喷流流场的红外辐射

高温尾喷流是飞行器 3～5 um 波段上红外辐射的主

特征分布。上述研究主要集中于射流被动掺混技术，

要来源之一。研究者对尾喷流的红外抑制技术开展了

而对射流主动掺混技术的研究开展较少。

[2]

大量研究，张勃等 发现随着矩形喷管宽高比增大,红
外抑制作用逐渐增强；张靖周等

对波瓣混合器的掺

[3-4]

文献[10-13]表明，在喷管出口下游的剪切层内
注入横向射流，能够有效加强尾喷流与环境流体的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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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效果，抑制噪声；尚守堂等 [14-15]研究表明，降低发动

动机地面工作状态，在喷

表 1 边界条件

机热喷流气体辐射较为有效的手段是降低其温度（如

管出口引入横向射流，研

总压 /Pa

总温 /K

加强冷热气流掺混）；朱希娟等 发现在亚声速条件

究其对尾喷流气动与红外

喷管进口

175800

840

下，少量横向射流射入尾喷流后与环境流体混合，高

辐射特性的影响。边界参

外场

101325

300

温核心区长度及红外辐射强度均有大幅衰减；美国

数 条 件 见 表 1。 CO2、
CO、

Flint 计划研究表明，当横向射流流量占主流 3%时，

H2O 的 质 量 分 数 分 别 为

可以缩小尾喷流高温区 50%以上。

6%、0.05%、3%，红外辐射

[16]

本文研究了横向射流流量与喷射频率的变化对
尾喷流强化掺混与红外抑制特征的影响规律，以增强

160

射流流量

80

计算在 3~5 滋m 波长范围

0

内展开。

0.2

0.8

1.0

横向射流以质量流量 图 4 横向射流流量随时间

尾喷流掺混与红外抑制效果。

变化分布

进口为条件，随着时间变

1 物理模型

化呈正弦分布，上下 2 股横向射流出口截面上流量峰

以某轴对称收敛喷管

值均为 0.16 kg/s（约占尾喷流流量的 3%）。随着时间的

为基础，在出口下游设置 2

横向射流

股横向射流，其中横向射

变化，
上下横向射流流量之和保持恒定，
均为 0.16 kg/s，
如图 4 所示。

流与尾喷流流动方向夹角

射流流量为

为 90毅，射流喷射结构的物
图 1 物理模型

理模型如图 1 所示。

由于计算模型具有对称性，计算时采用 1/2 模
型，其 2 维结构如图 2 所示。

（1）

3 计算方法
拟，采用耦合隐式求解器分别计算连续、动量和能量

上缝射流
45毅

Y

喷管进口

方程。利用 2 阶迎风差分格式进行离散，湍流模型运
用 SST 2 方程模型，采用组分输运模型计算各组分质

Z

X轴

觶 =0.08+0.08×sin（0.5×仔×t）
m
（kg/s）

本文利用 FLUENT 软件对流场与温度场进行模

5

量分数，采用 DO 模型计算辐射换热的影响。
红外辐射特征计算采用本文自主研发的基于离

喷管出口
下缝射流

图 2 计算模型 2 维结构

2 计算域、网格及边界条件

散传递法的 NUAA-IR 软件进行。
红外辐射特征探测
面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
见次流入射喷口形 状与
入 射 位 置 ，XOZ、XOY 探

设定计算模型喷管出口直径为 D，整个计算域

测面分别与 横向射流入

长、宽分别为 30D、8D。模型计算域对称面网格分布

射方向垂直、平行。其中

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喷管内流域、
射流核心区

探测角为 0毅、90毅分别在

以及壁面附近，气流速度、温度梯度较大的区域内网

喷管正后方和垂直于喷

格划分比较密集，其中气流内、外流域向贴近壁面处

管轴线的位置。

逐渐加密，气流外流场下

90毅
XOY 探测面
Y

Z

X

XOZ 探测面

0毅

90毅

图 5 探测面

4 计算结果及分析

游网格间距沿程逐渐增

由式（1）可知，横向射流流量随时间呈周期性变

大。整体网格数为 180 万，

化，
1 个循环周期 T=4s。根据气流量变化规律，在 1 个

经过网格独立性验证，满

循环周期内，
选取 t=0.25T、0.50T 以及 0.75T 3 个典型

足设计要求。
本文模拟某型航空发

0.4
0.6
T/ 周期

图 3 计算域对称面网格

时间点分别进行分析，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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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比较，本文
定义无横向射流的状态
为基准模型，有喷流的
状态根据其喷射时间分
别 以 0.25T、0.50T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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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横向射流流量分布
350 400 450 500 550 600 650 700 750 800

0.25T 0.50T 0.75T
上缝流量 /
（kg/s）

0.16

0.08

0

0.16

0.08

0

下缝流量 /
（kg/s）

700
0

2

4

6

8

10

6

8

10

6

8

10

（a）0.25T

0.75T 模型命名。
不同时刻尾喷流流场对称面（XOY 面）温度分布
如图 6 所示。图中横坐标为无量纲长度（x/D）。在不同
时刻，尾喷流高温区均呈锥形分布。当 t=0.25T 时，

700
0

2

4

（b）0.50T

上、下横向射流流量均达到峰值，高温区长度 为
4.4D；当 t=0.50T 时，上、下横向射流流量均为峰值的
一半，高温区长度为 5.05D；当 t=0.75T 时，上、下横向

0

2

射流流量均为 0，高温区长度增大为 7.8D，高温区宽
度也明显增大。可见横向射流单侧射入时，掺混效果

4

（c）0.75T
图 7 不同时刻 XOZ 平面温度分布
200
0毅
10毅
30毅
60毅
90毅

最好；两侧等流量射入时，掺混效果明显下降。
150
350 400 450 500 550 600 650 700 750 800

700

0

2

100
4

6

8

10

（a）0.25T

50

700

0

2

4

6

8

10

0

3.0

（b）0.50T

3.5

4.0

4.5

5.0

4.5

5.0

姿/（滋m）

（a）XOY 探测面
150
0毅
10毅
30毅
60毅
90毅

700

100
0

2

4

6

8

10

（c）0.75T
图 6 不同时刻尾喷流流场对称面（XOY 平面）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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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刻 XOZ 平面温度分布如图 7 所示。图中
横坐标为无量纲长度（x/D）。该平面上高温区长度与
XOY 平面上所示相同，但形状发生了明显改变。当
t=0.25T 和 t=0.50T 时，射流高温区横向扩张增强，呈
多峰现象，
其射流结构类似于矩形喷管射流结构。射
流的横向扩张强化了其与外流掺混效果，缩短了高温
区长度。
4.1 模型光谱强度分布
在 t=0.25T 时刻光谱辐射强度分布如图 8 所示。

图中给出了 t=0.25T 时刻、3~5 滋m 波段上的光谱辐
射强度随波长的变化规律。其中，横、纵坐标分别为波

0
3.0

3.5

4.0
姿/（滋m）

（b）XOZ 探测面
图 8 在 t=0.25T 时刻光谱辐射强度分布

长和光谱辐射强度 I姿，
单位分别为 滋m、W/（sr·滋m）。

基于 XOY 与 XOZ 探测面，给出了探测角度为

0毅、
10毅、
30毅、
60毅、
90毅时的光谱曲线。以 XOY 探测面上

0°探测结果为例，在 3~4.16 滋m 和 4.6~5 滋m波长范

围内，由于高温固体壁面的光谱辐射导致辐射强度较

大；
而在 4.16~4.6 滋m范围内，由于对应波段上 CO2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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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气体的吸收与放射，导致辐射强度出现波峰、波谷

从图 9（b）中可见，随角度分布规律与 XOY 面上

分布。结果表明，XOY 与 XOZ 探测面的光谱辐射强

的相同，但是不同时刻积分辐射强度变化较大。以

度分布规律相同，但是在 4.16~4.6 滋m 范围内 CO2 与
CO 气体的吸收与放射较少。

在不同探测角度下，
红外光谱辐射强度曲线规律

相同，但是在 3~4.16 滋m和 4.6~5 滋m 波长范围内的

辐射随着探测角度的增大而减小，而在 4.16~4.6 滋m
范围内则逐渐增大，这是由于固体壁面与气体辐射的
不同特征导致的。
4.2

对光谱红外辐射强度进行积分，得到红外辐射强
I=

0.25T 时刻尾喷流积分辐射强度降幅达 48%，0.50T
时刻降幅则为 41%。这是由于在此探测平面测到的
尾喷流受到两侧横向射流“挤压”，
引起高温区长度缩
短而导致的。

5 结论
本文对横向射流入射对发动机尾喷流温度场以

积分辐射强度分布

度分布为

90毅探测结果为例，相比基准喷管，采用横向射流时，

乙

及红外辐射特性的影响进行了数值模拟。在保持入射
流量和喷射规律一定的情况下，比较研究不同时刻尾

姿2
姿1

I姿d姿

（2）

姿2 为本文
式中：I、I姿 分别为红外、光谱辐射强度；姿1，
研究波段的下限与上限，
取值分别为 3、5 滋m。

在不同时刻、探测面上，尾喷流辐射强度分布如

喷流掺混与红外抑制特性随时间的变化特征。
（1）采用横向射流入射，能够显著强化尾喷流掺
混效果。当横向射流流量为主流 3%时，尾喷流高温
区长度明显缩短，与横向射流流动方向垂直的探测面
上尾喷流辐射强度降低可达 48%。

图 9 所示。从图 9（a）中可见，加入次流前，基准模型

（2）在对称横向射流入射时，尾喷流掺混效果随

中尾喷流积分辐射强度总体上随着探测角度的增大

时间变化较大。当 2 股射流喷射相同流量时，强化掺

而增大；加入次流后，其随探测角度变化规律与基准

混效果最强，红外抑制效果最佳；而随着两侧喷射流

模型相似，
但是量值减小，
且随着探测角度增大，减小

流量差别增大，尾喷流强化掺混效果逐渐减弱。

值逐渐增大。在 t=0.25T、0.50T、0.75T 时刻得到的红
外辐射强度分布规律相同，但是在 0.25T 与 0.75T 时
刻的结果相近，而在 0.25T 时的红外辐射强度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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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接触形式下轮盘叶片系统的振动响应分析
王

迪，吴志渊，能海强，
马

辉

（东北大学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沈阳 110819）
摘要：以某压气机盘片系统为研究对象，基于 ANSYS 软件，建立了接触模型、接触不分离模型和刚性连接模型 3 种榫连结构接
触约束形式下的盘片有限元模型，分别对 3 种模型进行了固有特性的分析，对比了三者的共振频率和振型；在离心力和气流激振力
作用下，对 3 种模型进行了振动响应分析，得到三者的位移响应和应力随转速的变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接触模型和接触不分离
模型的固有特性一致性较好，而刚性连接模型和接触模型在高频段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刚性连接模型和接触不分离模型能够极大
地改善接触模型在低转速下的收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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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bration Response Analysis of Disc-Blade System under Different Contact Forms
WANG Di, WU Zhi-yuan, NAI Hai-qiang, MA Hui
渊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冤
Abstract: A compressor disc-blade system wa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ANSYS software, three finite element models of

disc -blade system with different constraint forms of dovetail structure were established, including contact model, contact model without
separation and rigid coupling model. Na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kinds of models were analyz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sonance

frequencies and vibration shapes were compared. Vibration responses of three models were analyzed under the effect of centrifugal and

aerodynamic force and the rules of the displacement and stress with the changing of rotating speed were obta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ntact model had a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contact model without separation in natural characteristic. However, there was a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tact model and rigid coupling model in high frequency range. Furthermore, the rigid coupling model and the
contact model without separation both could improve the convergence greatly in low speed range.
Key words: disc-blade system; vibration response; contact; natural characteristic

考虑榫槽 - 榫头接触连接或刚性连接，进行盘片耦合

0 引言

系统的固有频率及耦合振型分析 [8-11]；考虑榫根和叶

旋转轮盘叶片结构的振动和叶片振动疲劳损伤
故障一直是透平机械中较为严重的问题。盘片系统在

冠干摩擦阻尼，进行盘片耦合系统的共振频率及强迫
振动响应分析[12-13]。

工作时，
受离心载荷和非稳态气流激振力等复杂载荷

从上述文献分析可知，关于接触对固有特性的

的共同作用产生强迫振动，而轮盘榫槽与叶片榫头的

影响的研究较多；对榫槽 - 榫头接触的研究多限于

接触面连接，起传递载荷和约束定位的双重作用，在

静态接触特性分析；关于接触对振动响应的影响研

一定程度上影响盘片系统的振动特性。

究较少。基于这一情况，本文运用 ANSYS 软件分析

按照研究目的的不同，对盘片系统的振动特性研

了榫槽 - 榫头接触、不分离接触和刚性连接 3 种不

，

同接触面约束形式，对盘片系统固有特性及振动响

；

应的影响。

究主要分为榫槽 - 榫头的接触动力学特性分析

[1-5]

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展的接触疲劳和微动疲劳研究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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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旋转叶片振动的有限元动力学方程

导致的离心刚化，在进行谐响应分析前应先考虑对离
心力进行静力分析。

旋转叶片振动的动力学方程为
M俟+（C+G）u觶 +（K+S-K spin）u=F

（1）

n

式中：
M= 移 Me，为整体质量矩阵，其中 n 为单元数，
Me=

乙

V

NTN籽dV，为单元质量矩阵，N 为形函数矩阵，籽
n

e=1
n

元阻尼矩阵；G= 移 G e，为整体科氏力矩阵，其中 G e=

乙

V

NT赘N籽dV ，为单元科氏力矩阵，赘 为与转速相关
n

e=1

V

BTDBdV ，为单元结构刚度矩阵，B 为应变矩阵，D
n

为弹性矩阵；S=移Se，为整体应力刚化矩阵，其中 Se=

乙

e=1

G 子GdV，为单元应力刚化矩阵，G 为对形函数求偏
T

V

2.1

盘片结构有限元模型
本文基于 ANSYS 有限元软件，建立了 3 种有限

元模型：考虑接触面的分离、滑移和黏合等影响的榫
槽 - 榫头接触模型；接触面和目标面接触后相连接，
考虑接触面的相对滑动和黏合等影响的榫槽 - 榫头
不分离接触模型；
榫槽 - 榫头接触面绑定的刚性连接
模型。
模型为中心对称结构，因此选取整周模型 1/38

e=1

的矩阵；K= 移 K e，为整体结构刚度矩阵，其中 K e=

乙

2 盘片结构固有特性分析

e=1

为单元密度；C=移Ce，为整体阻尼矩阵，其中 Ce 为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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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形区中的单个叶片

节点 104

进行建模，其结构和有
限元模型如图 1 所示。
节点 64

为了更好地模拟接触，
对榫槽和榫头接触区
域的网格进行了细化
（放大如图 1（b）所示）。

Y
棕

Z

X

榫头网
格放大

三 者 接 触 面 部 分 的 差 （a）结构示意图 （b）有限元模型
图 1 盘片结构与有限元模型
异如图 2 所示。

导得到的矩阵，子 为整体笛卡尔坐标系下的柯西应力
n

矩阵；K spin= 移 K spin ，为整体旋转软化矩阵，其中 K spin
e

e

e=1

=赘T赘Me，为单元软化矩阵；俟、u觶 、u 分别为系统的加速

（a）接触

度向量、速度向量和位移向量；F 为外载荷向量。

图 2 盘片接触面模型

令 C1=C+G，K 1=K+S-K spin，则旋转叶片的动力学
方程可简化为
M俟+C1u觶 +K 1u=F

（2）

采用谐响应分析，求解不同转速下系统在气动激
振力作用下的振动响应
u=（umaxe i渍）e i赘 t=（umax（cos 渍+i sin渍）
）e i赘 t=（u1+iu2）e i赘 t（3）
式中：umax 为最大位移向量；i 为虚数单位；渍 为位移相
位角；赘=2仔f，
f 为气动力激振频率。
F=（Fmaxe ）e =（Fmax（cos 鬃+i sin鬃）
）e =（F1+iF2）e （4）
i鬃

i赘 t

i赘 t

i 赘t

式中：Fmax 为最大激振力向量；
鬃 为激振力相位角。
将式（3）和（4）代入式（2）得
（K 1-赘 M+i赘C1）
（u1+iu2）=F1+iF2
2

（b）不分离接触 （c）刚性连接

本文所选用盘片系统的材料参数如下：叶片的弹
性模量 E=1.25×1011 Pa，密度籽=4370 kg/m3，泊松比
自=0.3。采用 Solid186 实体单元，对盘片模型进行网格
划分，其中有限元模型共划分 22948 个单元和 89943
个节点。接触面设定为 Conta174 单元、目标面设定为
Targe170 单元。
2.2

固有特性分析
考虑到离心刚化、旋转软化以及科氏力对固有特

性的影响，根据不同转速下的各阶固有频率绘制
Campbell 图，如图 3 所示。由于上游静子叶片数为 42
片，
因此转子每转 1 周受到 42 次尾迹气流激振力，所

（5）

基于 ANSYS 软件，采用完全法求解式（5），获得
系统随转速变化的幅频响应曲线。考虑旋转离心力所

以 激 励 线 的 谐 波 数 K=42， 其 斜 率 为 42/60。 在
Campbell 图中激励线与各阶动频交点为潜在的共振
频率点，各阶共振频率下的振型图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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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盘片结构振动响应分析

4335

4
3
2

0
0.5

2599
2039

4阶

621

1阶

2

叶片故障的统计分析表明，叶片的损坏多由叶片

5阶

振动的动应力过大引起，而影响叶片动应力的主要因

3阶

1770

1

素是离心力和非稳态气流激振力[14]。因此，需要对盘

2阶

4

6

8
10
12
14
转速 棕/（×103 r/min）

16

18

片系统在气流激振力作用下的振动响应进行分析。叶
20

片表面的气流激振力可简化为周期性的正弦激振力[15]
F（t）=A 0+A 1sin（ 2仔棕Nt +渍）
60

（a）接触模型

5

3
2

片表面的压力脉动幅值；N=42，为转子前排静子叶片

4341

4

4阶
3阶

1800

623
0
0.5 2

数；棕 为转速(r/min)；
渍 为相位角。

5阶

2518
2008

1

本文不考虑定常压力值的影响，即假定 A 0=0。叶
片存在叶盆和叶背 2 个面，2 个面的脉动幅值 A 1 分

2阶
1阶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转速 棕/（×103 r/min）

C=琢M+茁K 1
5阶
4阶

2935

3

2阶

623

1阶

2

4

6

8

10

12

14

16

18

1

琢=2（孜2/棕2-孜1/棕1）（1/棕
/
2 -1/棕1 ）

（8）

茁=2（孜2棕2-孜1棕1）（棕
/ 2 -棕1 ）

（9）

2

3阶

2150

1910

0

（7）
2

4383

4

1

采用比例阻尼(Rayleigh)模型

K=42

6

2

别取 0.20 MPa 和 0.16 MPa。
在计算响应之前首先需要确定系统的阻尼，本文

（b）不分离接触模型

5

（6）

式中：A 0 为转子叶片表面的定常压力值；A 1 为转子叶

K=4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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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式中：棕1、
棕2 分别为系统的第 1、2 阶固有角频率；孜1、孜2
20

转速 棕/（×103 r/min）

（c）刚性连接模型

分别为系统的第 1、2 阶模态阻尼比，本文取 孜1=孜2=
0.04。
在 ANSYS 软件中采用谐响应分析来计算系统的

图 3 3 种模型的 Campbell 图及振型

幅频振动响应，在计算过程中考虑旋转导致的离心刚

从图 3 中可见，接触与不分离接触模型的第 1、

化、旋转软化和科氏力的影响，并在扫频时考虑气体

2 和 4 阶的共振频率和振型吻合较好，刚性连接模

激振力频率和转频存在的 N 倍关系。主要选择了叶

型的振型只有第 1、2 阶与另 2 种模型的振型接近，

盆面上的 2 个位置来对比接触模型、不分离接触模型

高阶振型相差较大，并且刚性连接模型与 2 种接触

和刚性连接模型的仿真结果，所提取的节点位置如图

模型的共振频率差距较大。3 种模型的前 5 阶共振

1（b）所示。
考虑气动力作用，
接触模型在低转速下很难收敛，

频率见表 1。

因此将接触模型的起始气动力频率调整为 1200 Hz。
表 1 3 种模型共振频率对比
阶次

共振频率 /Hz

经过分析可知 3 种模型都在叶根处（节点 64）的等效
叶片振型描述

接触

不分离接触

刚性连接

1

621

623

630

1 阶弯曲

2

1770

1800

1910

1 阶扭转

3

2039

2008

2150

弯扭耦合

4

2599

2518

2935

2 阶弯曲

5

4335

4341

4383

2 阶扭转

应力最大，其幅频响应曲线如图 4 所示。其中，图 4
（a）为整个频率段处的最大等效应力，图 4（b）为局部
放大。从图中可见，3 种模型的动应力随频率的变化
趋势相近，且接触模型与不分离接触模型的动应力几
乎相同。刚性连接模型与不分离接触模型在中低频段
(f<5000 Hz)的动应力幅值相近，且在第 1、2 第 4 阶固
有频率处发生共振。在第 1 阶固有频率处发生的共振
最危险，刚性连接与接触模型在高频段（f>500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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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较大差异，由三者的共振峰位置可知，刚性连接

叶片在节点 104 处 x、y 和 z 3 个方向上的位移

模型共振频率要大于接触模型的。分析最大等效动应

幅频响应曲线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叶片的轴向

力可得：
在低频段时接触模型计算不收敛，
第 1 阶共振

振幅（z 向）和切向振幅（x 向）较大，径向振幅（y 向）较

时的最大动应力不易测出，所以在低频段可以用不分

小，
故叶片合幅值的变化主要受轴向幅值和切向幅值

离接触模型近似代替接触模型进行振动响应分析。

影响。由于叶片存在一定

5

的扭转角，在气动激振力

4

作用下会产生轴向弯曲和

3

800

150

接触
不分离接触
刚性连接

接触
不分离接触
刚性连接

600

径向弯曲，所以在盘片系

100 2 阶
400

统设计中要注意叶片在轴

2阶
1阶

2阶

50
200

4阶
4阶
4阶

向和径向的振动。

放大区域

0

2

10

（a）最大等效应力幅频响应曲线

2.5
3.5
气动力频率 f/kHz

4.5

经过分析可知，
3 种模型的合位移幅值最大值均
在叶尖处（节点 104），其合位移幅频响应曲线如图 5
所示。图 5（a）为整个频率段的位移幅频响应曲线，图
5（b）为局部放大。从图中可见，
接触模型与不分离的
接触模型在整个频率段都较为相近。与最大等效应力
幅频响应规律类似，在中低频段（f<5000 Hz）刚性连
接模型与不分离接触模型的变化规律相似；在高频段
（f>5000 Hz）二者的幅值存在较大差异，且随气动力
频率增加差距增大。刚性连接模型与接触模型在高频
段的动应力和幅值差别较大，为了在高频段时得到准
确的结果，必须考虑接触的影响，不能用刚性连接模
型来代替接触模型。盘片系统在第 1、
2 和 4 阶处发生
共振，且在第 1 阶时振幅最大、破坏性也最大。在低频
段接触模型计算不易收敛，第 1 阶共振不易被发现，
所以在低频段计算时可采用不分离接触模型或刚性
连接模型来代替接触模型。
7

1阶

5

0

1 1阶
2放大区域
4
6
8
气动力频率 f/kHz

（b）y 方向

10

0

2放大区域
4
6
8
气动力频率 f/kHz

10

（c）z 方向

图 6 叶尖处 3 个方向的幅频响应对比（节点 104）

由上述分析可知，刚性连接模型的振动响应与接
触模型和不分离接触模型的存在一定差别。在高频
段，
接触模型的位移幅值与动应力幅值大于刚性连接
模型的，而接触模型和不分离接触的模型在整个频率
段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刚性连接模型和不分离接触模
型在中低频段一致性较好。盘片系统在第 1 阶固有频
率处发生共振，且此时等效动应力和位移幅值最大，
盘片系统破坏也最为严重。但是接触模型在低频段
（f<1200 Hz）下计算不易收敛，第 1 阶共振特性不易
被发现。因此可以适当选用不分离接触模型或刚性连
接模型来近似分析盘片系统在低频段的振动响应。

4 结论

（1）接触模型和接触不分离模型的固有特性吻合
较好，
但与刚性连接模型的相差较大。

2阶 4阶
4阶
4阶

2
1

2

三者固有特性以及振动响应，得到以下结论：

2阶
2阶

3

接触
不分离接触
刚性连接

型：
接触模型、不分离接触模型和刚性连接模型。对比

接触
不分离接触
刚性连接

4

10

基于 ANSYS 有限元软件，建立了 3 种有限元模

接触
不分离接触
刚性连接

6

0

2放大区域
4
6
8
气动力频率 f/kHz

3

1 1阶

图 4 叶根处最大等效应力幅频响应曲线（节点 64）

0

4
接触
不分离接触
刚性连接

3
2

（b）局部放大

1

（a）x 方向

4

0
1.5

接触
不分离接触
刚性连接

2

5

5

4
6
8
气动力频率 f/kHz

1阶

放大区域

（2）刚性连接模型与不分离接触模型在中低频段
一致性较好，而在高频段存在较大差异；接触模型与

2

4

6

气动力频率 f/kHz

（a）幅频响应曲线

8

10

1.5

2.5

3.5

气动力频率 f/kHz

（b）局部放大

图 5 叶尖处位移幅频响应曲线（节点 104）

4.5

不分离接触模型在整个频率段一致性较好。盘片系统
在第 1、2 和 4 阶固有频率处发生共振。
（3）由于不分离接触模型和刚性连接模型能够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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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接触模型在较低转速下考虑气动力计算不收敛的
问题，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可以适当地选用 2 种模型
来近似分析盘片系统在低转速下的振动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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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型发动机 150 h 持久试车涡轮部件
寿命消耗研究
徐可君，王永旗，
夏毅锐，秦海勤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青岛校区，山东青岛 266041）

摘要：基于某型航空发动机的技术特征，应用有限元素法分析了该型发动机涡轮部件的模拟稳态温度场和应力场，确定了叶
片和轮盘的寿命分析考核点。利用采集到的 473 组飞行任务参数记录和 150 h 持久试车数据，基于 EGD-3 疲劳分析理论和 Miner
线性累积损伤理论计算了叶片和轮盘各考核点的低循环疲劳损伤。采用插值法和拉森 - 米勒公式，分别计算了叶片和轮盘的持久
损伤，并利用时间 - 循环分数相加法进行了疲劳 / 持久损伤分析，得到了叶片和轮盘各考核点的总损伤。按照等效损伤原则，完成
了该型发动机 150 h 持久试车寿命消耗向外场飞行使用寿命消耗的等当量换算。
关键词：寿命消耗；持久试车；涡轮盘；涡轮叶片；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9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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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Life Consumption of Turbine Components for an Aeroengine in 150 Hours Endurance Test
XU Ke-jun, WANG Yong-qi, XIA Yi-rui, QIN Hai-qin
渊Qingdao Campus of Naval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 Institute, Qingdao Shandong 266041, China冤
Abstract: Based on the technology characteristics of an aeroengine, the simulative steady temperature field and stress field of the 2nd

HP turbine rotor blade and disk were analyzed by finite element method. The life access points of blade and disk were conformed. Based on
the fatigue analysis theory of EGD-3 and damage cumulative theory of Miner, the fatigue damage of access points were evaluated by using

real flight parameters in 473 flight missions and firing test data in 150 hours factory endurance test. The endurance damage of blade and

disk were achieved by the method of interpolation and Larson -Miller formula. Meanwhile袁 fatigue and endurance united damage were
analyzed by means of time-cycle fraction add method, and the total damage of blade and disk access points were gained. The aeroengine life

consumption equivalent transformation from 150 hours factory endurance test to outfield flight is conducted under the principle of equivalent
damage.

Key words: life consumption; endurance test; turbine disk; turbine blade; aeroengine

0 引言
某型发动机按照持久试车大纲进行 150 h 试车
后，整机及各大部件的寿命均有剩余。为了给该型发
动机交付机队后的继续使用和寿命管理提供寿命消
耗依据，需确定该发动机在 150 h 持久试车中发动机
整机 / 大部件寿命消耗情况。但国内既没有确定发动
机 150 h 持久试车的寿命消耗的先例，也没有可供工

程使用的该型发动机 150 h 持久试车任务换算率；同
时，由于发动机在 150 h 试车时的载荷情况较发动机
实际使用有较大不同，因此不能照搬发动机实际使用
时依据综合飞行任务换算率确定寿命消耗的方法，需
要基于发动机 150 h 持久试车时的载荷谱计算其寿
命消耗，并换算成发动机实际使用寿命消耗，以实现
该发动机在交付外场使用后的寿命控制和管理。
高压涡轮盘和涡轮叶片是该型发动机的关键和

收稿日期：2014-03-31
基金项目：海军航空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创新基金（2013111014）资助
作者简介：
徐可君（1963），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航空发动机结构可靠性和寿命、振动及测试；E-mail: wangchengguo2011@126.com。
引用格式：

重要零件。本文通过对机队的实测飞行参数进行预处
理、雨流计数法、线性累积损伤理论的计算[1-4]，分别得
到发动机在 150 h 持久试车和实际使用时的涡轮部
件损伤值，最后以等效损伤为基准研究该型发动机涡
轮部件 150 h 持久试车寿命消耗向发动机实际使用
寿命消耗的等效换算。

1 飞行载荷谱和持久试车载荷谱分析
1.1

飞行载荷谱基本情况分析
通过飞参记录共获得发动机 473 组数据、946 台
次的使用情况，
飞行总时间为 1445.89 h。
1.2 基于飞参记录的工作循环和参数分配谱编制
在进行寿命计算时，
气动载荷、
振动载荷、传动扭
矩以及装配应力对叶片和轮盘的静强度影响较小，因
此，主要考虑热负荷和离心力的影响[5-14]。高压转子部
件疲劳损伤计算与高压转速有关，所以统计了飞行载
荷谱下高压转速循环矩阵，见表 1；由于计算中涉及
到涡轮转子叶片和轮盘的持久损伤问题，而持久损伤
与燃气温度、转速、时间有关，所以统计了涡轮转速与
涡轮后燃气温度相关时间矩阵，见表 2。利用雨流计
数法统计了这些参数，以工作循环和参数分配谱来表
示，其中 Nh 表示高压转速。
表 1 飞行载荷谱下高压转速循环矩阵
谷值
≥90

峰值

%Nh

≥95

90~95

80~90

70~80

60~70

＜60

74

0

0

0

0

0

0

0

表 2 飞行载荷谱下转速 / 涡轮后燃气温度相关时间矩阵
高压转速 /
%Nh

750

700~750

650~700

192

28005

55900

18099

1740

90~95

17

2060

25025

114875

137078

85~90

—

354

3028

41012

522323

80~85

—

69

1902

3073

7284

70~80

—

11

2380

3264

1698

60~70

—

5

724

4174

2332

50~60

—

20

177

5268

23392

40~50

—

—

—

4

122

30~40

—

—

—

—

13

＜30

—

—

41

8

537

高压转速 /

400~450

＜400

≥95

1131

718

44

—

90~95

78457

6666

241

—

85~90

2186775

522056

3030

4

80~85

187812

558434

34956

287

70~80

21073

62853

15325

21445

60~70

7346

19909

14453

36540

50~60

120113

167710

26040

27181

40~50

892

2913

3072

8622

30~40

187

1222

2119

11372

＜30

640

2141

5781

39439

表 3 未考虑调整试车时 150 h 持久试车高压

1358

70~80

269

307

1075

10

0

0

60~70

47

52

146

112

17

0

50~60

924

26

202

1292

360

81

40~50

34

4

11

4

0

0

≥90

12

80~90
70~80
60~70
50~60

1.3

1

0

150 h 持久试车谱统计分析
150 h 持久试车包括调整试车和阶段前、阶段后
性能检查以及 25 个 6 h 阶段试车，由于实际操作、调
整试车和排故等原因，25 个阶段持久试车总时间多
于 150 h。其中调整试车过程需要频繁起动 - 停车，
势必加大高压转子部件的疲劳损伤，因此，将调整试
车过程的发动机工作循环和参数分配谱单独统计，与
不考虑调整试车的 150 h 持久试车的发动机工作循
环和参数分配谱区别开来，以利于后面的损伤分析，
见表 3~6。

涡轮后温度 /℃
450~500

2505

9

550~600

500~550

1255

5

600~650

%Nh

80~90

969

涡轮后温度 /℃

≥95

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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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

转速循环矩阵
谷值

峰值
≥95

90~95

80~90

70~80

60~70

＜60

7

0

0

0

0

0

50

11

4

0

0

0

17

3

4

0

0

0

1

1

4

7

1

0

49

5

19

17

11

1

40~50

1

0

0

1

0

1

＜40

25

0

0

0

0

2

2 飞行载荷谱和持久试车载荷谱分析
在得到 2 种载荷谱下转速、排气温度循环矩阵以
及转速和排气温度时间相关矩阵后，
确定了叶片温度
场、应力场分析边界条件；利用 Patran/Nastran 软件构
造叶片和盘的有限元模型并进行温度场和应力场分
析；
根据计算结果确定叶片和盘的损伤分析考核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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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未考虑调整试车时 150 h 持久试车转速 / 涡轮后燃气
s

温度相关时间矩阵
高压转速 /

涡轮后温度 /℃

%Nh

≥750

700~750

650~700

600~650

550~600

550~600

≥95

—

1

5245

542

1

涡轮后温度 /℃
600~650

表 6 调整试车转速 / 涡轮后燃气温度相关时间矩阵 s

高压转速 /

%Nh

≥750

700~750

650~700

≥95

—

1968

154739

8550

21

90~95

—

—

193

856

1634

90~95

—

9

19379

43442

6497

85~90

—

—

—

28

1064

85~90

—

—

11144

19204

18144

—

2

34

1801

21540

80~85

—

—

—

—

69

80~85
70~80

—

9

1387

26815

28713

70~80

—

—

2

21

116

60~70

—

3

1390

4527

30185

60~70

—

—

2

35

97

50~60

—

—

475

7483

23494

50~60

—

—

-

48

1960

40~50

—

—

—

65

250

40~50

—

2

3

150

436

30~40

—

—

—

—

5

30~40

—

—

—

8

42

＜30

—

—

—

—

—

＜30

—

—

—

—

—

高压转速 /

高压转速 /

涡轮后温度 /℃

涡轮后温度 /℃

%Nh

500~550

450~500

400~450

＜400

%Nh

500~550

450~500

400~450

＜400

≥95

—

—

—

—

≥95

—

—

—

—

90~95

32

—

—

—

90~95

14

—

—

—

85~90

7045

125

—

—

85~90

770

286

—

—

684

1004

—

—

80~85

22123

20666

402

—

80~85

70~80

17086

4203

15

—

70~80

2486

2250

1

—

60~70

10036

5340

60

—

60~70

357

562

8

—

50~60

48125

7109

38

—

50~60

12958

2400

17

—

40~50

275

14

20

2

40~50

195

34

58

5

30~40

28

48

67

183

30~40

102

167

210

564

＜30

—

—

2

2761

＜30

—

11

72

4327

谷值
≥90

0

90~95
0

80~90
0

70~80
0

60~70
0

＜60
0

5.65+002

9.29+002
9.07+002
8.85+002

峰值
≥95

5.70+002

9.51+002

%Nh

表 5 调整试车高压转速循环矩阵

温度
最高点

温度
最高点

5.60+002
5.55+002

8.63+002

5.50+002

8.41+002

5.45+002

8.19+002

5.40+002

7.97+002

5.35+002

7.75+002

5.29+002

7.53+002

5.24+002

7.81+002

5.19+002

7.09+002

5.14+002

5.87+002

5.09+002

5.65+002

5.04+002

5.43+002

4.99+002

80~90

4

2

0

0

0

0

70~80

0

1

3

0

0

0

60~70

0

0

0

0

1

0

图 1 在设计工作状态下的

图 2 在设计工作温度下

50~60

4

3

2

3

1

0

计算结果

第 2 级高压涡轮盘的温度场

40~50

0

0

0

1

0

1

＜40

15

1

4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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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位移边界条件
后，分别计算了各典型转
速下的 Von Mises 等效应
力场，各等效应力场云图
分布类似，仅列出 90% Nh
下的计算结果，如图 3 所
示。左边为叶盆方向视图，
（a）叶盆 （b）叶背
右为叶背方向视图。
方向
方向
各等效应力场云图分 图 3 90%Nh 米泽斯等效
布类似，在 100% Nh、设计
应力结果

5.31+002
4.96+002
4.61+002
4.25+002

2.1

涡轮转子叶片和盘的温度场分析结果
确定温度边界条件后，温度场在典型排气温度下
叶片温度分布规律基本类似[7-9]，下面仅列出设计工作
状态下的计算结果，如图 1 所示。在设计工作温度状
态下第 2 级高压涡轮盘的温度场如图 2 所示。
2.2 涡轮转子叶片和盘应力场分析
参考文献[6-15]，为简化分析，轮盘的强度计算
主要考虑离心载荷和温度载荷的影响。

3.90+002
3.54+002
3.19+002
2.84+002
2.48+002

叶身等效应
力最大点

2.13+002
1.78+002
1.42+002
1.07+002

叶身等效应
力最大点

7.16+001
3.62+001
8.7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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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温度状态下的热弹性径向应力计算结果如图 4
所示。图 4（a）为正视图，图 4（b）为左视图。
2.3 涡轮盘榫槽与叶片榫头接触有限元分析
榫头上作用有叶片的离心力、气动力、离心力弯
矩和接触表面的摩擦力等，本文只考虑起主要作用的
叶片质量离心力的影响[7-10]。在 80% Nh 转速下接触最
大等效应力分布云图和最大拉伸应 力分布云图如
图5 所示。
7.35+002

7.35+002

6.80+002

6.80+002

6.26+002

6.26+002

5.71+002

5.71+002

5.16+002

5.16+002

4.62+002

4.62+002
4.07+002

4.07+002

3.52+002

3.52+002

2.97+002

2.97+002

2.48+002

2.48+002

1.88+002

1.88+002
径向 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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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02

1.33+002

7.86+001

7.86+001

2.39+001

2.39+001

-3.08+001

-3.08+001

-8.55+001

（a）正视

（b）左视

图 4 第 2 级高压涡轮盘在 100%Nh、排温 688.75 ℃下
热弹性等效应力结果
4.29+002

4.63+002

4.00+002

4.09+002

3.71+002

3.55+002

3.43+002

3.01+002

3.14+002

2.46+002

2.85+002

1.92+002

2.57+002

1.38+002

2.28+002

8.38+001

2.00+002

2.95+001

1.71+002

-2.48+001

1.42+002

-7.87+001

1.14+002

最大等效应力点

-1.33+002

8.50+001

-1.88+002

拉伸应力最大点

5.64+001

-2.42+002

2.78+001

-2.96+002

-0.78+000

（a）最大等效应力分布

-3.50+002

（b）最大拉伸应力分布

图 5 榫槽在 80%Nh 下接触计算等效应力、拉伸应力分布

2.4

涡轮转子叶片和盘损伤分析考核点的选择
根据 EGD-3 应力标准[16]，结合有限元计算结果，
涡轮转子叶片满足静强度设计要求。基于以上温度场、
应力场分析，
选取以下叶片损伤分析考核点，
见表7。
表 7 涡轮叶片损伤分析考核点基本信息
考核点 1

考核点 2
伸根叶背接近

部 位

叶身中部进气边

分 类

叶片温度最高点 等效应力最大

100% Nh 下
应力 /MPa

176.36

考核点 3
伸根叶背 与 下缘

榫头处进气边侧 板连接过渡圆角处

656.47

存在应力集中，温
度较高
481.13

根据轮盘有限元计算结果，
在各工作状态下和未
考虑叶片、轮盘接触的情况下，1/4 辐板处，即热弹性
径向应力最大点作为损伤分析考核点。综合接触问题
的计算结果，3 个损伤分析考核点见表 8。

表 8 涡轮盘损伤分析考核点基本信息
考核点 1

考核点 2

考核点 3

部 位

1/4 辐板

第 1 榫槽

第 2 榫槽

分 类

盘身径向应力最大

等效应力最大

径向应力最大

644

670

724

100% Nh 下
应力 /MPa

3 涡轮转子叶片和盘的损伤分析
3.1

材料的 S-N 曲线转变为结构的 S-N 曲线
材料的 S-N 曲线一般由材料疲劳试验获得，但
在试验数据缺乏的情况下，采用 EGD-3 简化的方法
来得到对称循环疲劳寿命曲线（S-N 曲线），考虑到实
际循环中平均应力的存在，
必须考虑平均应力对寿命
的影响。EGD-3 方法采用 Goodman 图来考虑平均应
力效应。为了得到偏于安全的疲劳寿命，可对疲劳寿
命（或疲劳强度）取一安全系数，即疲劳储备系数（疲
劳安全系数）[10,16]。本文选取疲劳储备系数为 1.15[16-17]。
3.2 计算各循环的损伤
根据有限元分析结果，
各损伤考核点的应力均在
弹性范围内，且考核点的应力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
只要计算出各损伤分析考核 点在 100% Nh 时的应
力，得到在单个转速循环对应的应力循环，从而得到
该循环的平均应力和应力幅，利用 Goodman 曲线进
行反内插即可获得对应的循环数。利用线性累积损伤
理论，即 Miner 理论，将各循环的疲劳损伤转换成标
准循环的损伤，并求出其线性累积损伤值。
3.3 计算持久损伤
对于轮盘，材料数据提供了持久寿命计算的拉森
- 米勒（L-M）公式
lgt=b 0+b 1/T+b 2x/T+b 3x2/T+b 4x3/T
将轮盘考核点应力和温度带入上式，即可计算得
到该应力水平的持久寿命 Tci。
对于叶片，由拟合数据得到持久强度 - 寿命公式
lg S=a+b lg T
式中：
S 为持久强度，
MPa；T 为寿命，h；a、b 为与温度
有关的常数。得到应力 S 后，按照上述公式得到该应
力水平的持久寿命 Tci。
根据飞参记录得到计算状态的保持时间 tci，则
该状态对叶片的损伤为
Dci =tci /Tci
式中：Dci 为第 i 个状态造成的损伤。
3.4 叶片和轮盘疲劳 / 持久损伤计算
按照 Miner 和 Robinson 的损伤相加原则 [18]，将与
时间无关的疲劳损伤 Df 和与时间相关的持久损伤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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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加，即得叶片的总损伤 D=Df+Dc。
如果无疲劳 / 持久交互作用，则 D 值接近于 1 时
寿命耗尽，达到破坏；如果偏离 1，则说明存在疲劳 /
持久交互作用。在目前还缺乏相应试验数据的条件
下，暂不考虑疲劳 / 持久的交互作用。利用获得的发
动机 473 个飞行任务的实测数据和 150 h 持久试车
数据，对叶片和轮盘的各 3 个考核点进行损伤计算。

4 150 h 持久试车寿命消耗向外场实际使用
寿命消耗的换算
结合前述计算结果，根据损伤相当原则，建立
150 h 持久试车涡轮部件寿命消耗向外场实际使用
寿命消耗的换算关系。
4.1 持久试车的累积损伤与外场实际使用累积损
伤对比
飞行载荷谱和 150 h 持久试车谱下涡轮叶片和
盘的损伤结果见表 9，具体过程可参见文献[7-8，11]。
表 9 2 种载荷谱下的损伤比较
考核点 疲劳损伤
1 0.0026
2 1.5111
叶片
3 0.1661
飞行载荷谱
1 0.2957
涡轮盘 2 0.6037
3 0.3645
1 1.38e-4
2
0.042
叶片
3 0.0027
150 h 持久试车
1 0.0124
（未考虑调整试车）
涡轮盘 2 0.0249
3 0.0154
1 2.61e-4
2 0.1138
叶片
150 h 持久试车
3 0.0067
1 0.0338
（考虑调整试车）
涡轮盘 2 0.0639
3 0.0403

持久损伤
0.2100
0.0344
0.0778
0.0019
0.0858
0.0308
0.1499
0.0306
0.0732
0.0010
0.0524
0.0197
0.1539
0.0313
0.0751
0.0011
0.0536
0.0206

总损伤 疲劳损伤比例 /% 持久损伤比例 /%
0.2126
1.21
98.79
1.5455
97.77
2.33
0.2439
68.11
31.89
0.2976
99.37
0.63
0.6895
87.558
12.442
0.3953
92.20
7.80
0.15
0.0921
99.9079
0.0726
57.876
42.124
0.0759
3.68
96.32
0.0134
92.355
7.645
0.0773
32.229
67.771
0.0351
43.987
56.013
0.1541
0.17
99.83
0.1451
78.44
31.56
0.0818
8.25
91.75
0.0348
96.96
3.04
0.1175
54.42
45.58
0.0609
66.176
33.824

从表中可见，相对于实际飞行，150 h 持久试车
各考核点低循环疲劳损伤比例减小，持久损伤比例加
大，轮盘所有 3 个考核点、叶片第 2、3 考核点表现得
尤其明显，即持久试车相对实际飞行持久损伤成分明
显增加，
符合实际。相对于 150 h 持久试车，
调整试车
阶段时间不长，但各考核点消耗的低循环损伤明显增
大，
这主要是因为调整试车需要频繁起动 - 停车所致。
4.2 150 h 持久试车换算为实际使用的等当量寿
命换算率
按照线性累积损伤理论，零件的总损伤 D 可由
与时间无关的疲劳损伤 Df 和与时间相关的持久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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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线性相加得到[10]。在不考虑疲劳 / 持久交互作用的
情况下，当 D 值接近于 1 时寿命耗尽，达到破坏。因
此可以认为当 Df 的数值与 Dc 的数值相等时，疲劳损
伤与持久损伤是等效的。按此原则，零部件在不同载
荷谱下的损伤可以等效换算。
假设零部件在试车载荷谱下损伤考核点的损伤
为 D1，在实际使用载荷谱下损伤考核点的损伤为 D2，
实际使用时间 T，则持久试车相当于外场实际使用的
时间 T0=（D1/D2）×T。
4.2.1 叶片持久试车寿命消耗与实际使用的等当量
寿命换算
（1）不考虑调整试车时，叶片在 150 h 持久试车
时的损伤最大点是考核点 1，最大损伤是 0.1499；飞
行载荷谱下的损伤最大点是考核点 2，最大损伤是
1.5455； 则 试 车 损 伤 相 当 于 外 场 实 际 使 用 损 伤 的
9.705% ， 相 当 于 外 场 实 际 使 用 时 间 T1=9.705% ×
1445.89=140.32 h。
（2）考虑调整试车时，持久试车时损伤最大点是
考核点 1，最大损伤是 0.1541；在飞行载荷谱下的损
伤最大点是考核点 2，最大损伤是 1.5455；则试车损
伤相当于外场实际使用损伤的 9.97%，相当于外场实
际使用时间 T2=9.97%×1445.89=144.19 h。
4.2.2 轮盘持久试车寿命消耗与实际使用的等当量
寿命换算
（1）不考虑调整试车时，轮盘在 150 h 持久试车
时的损伤最大点是考核点 2，最大损伤是 0.0773，其
中低循环损伤占 32.229%；飞行载荷谱下的损伤最大
点是考核点 2，最大损伤是 0.6895；则试车损伤相当
于实际使用损伤的 11.209%，相当于实际使用时间
T3=11.209%×1445.89=162.07 h。
（2）考虑调整试车时，轮盘持久试车的损伤最大
点是考核点 2，最大损伤是 0.1175，其中低循环损伤
占 54.42%；在飞行载荷谱下的损伤最大点是考核点
2，最大损伤是 0.6895；则试车损伤相当于外场飞行损
伤的 17.039%，相当于外场实际使用时间 T4=17.03%
×1445.89=246.37 h。
综合以上计算可知，轮盘受低循环影响较叶片为
大。为了安全起见，该型发动机涡轮部件 150 h 持久
试车寿命消耗换算为实际飞行寿命消耗应以轮盘为
准，
换算率 茁=246.37/150=1.642。

5 结论和建议
（1）基于温度场、应力场和榫头、榫槽接触分析计
算结果，确定了叶片和轮盘的寿命考核点，采用时间
- 循环分数相加法对叶片和轮盘进行了疲劳 / 持久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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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分析。计算结果表明，
在飞行载荷谱下低循环疲劳
损伤是叶片和轮盘损伤的主要因素，持久损伤比例较
小；
150 h 持久试车下持久损伤所占比例明显增加，
疲劳、持久相当。
（2）按照损伤等效原则完成了 150 h 持久试车寿
命消耗向外场实际使用寿命消耗的当量换算。不考虑
调整试车时，150 h 持久试车与实际使用的换算，对
叶片相当于 140.32 h，对轮盘相当于 162.07 h；考虑
调整试车时，150 h 持久试车与实际使用的换算，对
叶片相当于 144.19 h，
对轮盘相当于 246.37 h。150 h
持久试车的发动机寿命消耗换算为实际使用寿命消
耗应以考虑调整试车的轮盘为准，换算率为 1.642。
（3）由于缺少系统、完整的材料性能试验，本文采
用 EGD-3 疲劳寿命分析方法进行疲劳损伤评估，在
缺乏试验数据的情况下，
采用简化方法得到对称循环
疲劳寿命曲线作为构件疲劳寿命计算的依据，计算结
果存在一定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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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型弹用涡扇发动机振动故障建模与分析
王海飞 1，陈

果 1，
廖仲坤 2，张

璋2

（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民航学院，南京 210016；2. 北京动力机械研究所，北京 100074）
摘要：针对某型弹用涡扇发动机振动超标问题，建立了 1 维有限元梁模型进行仿真与模拟，并结合实际试车数据进行了故障
分析和仿真。结果表明：压气机前、后支承刚度对系统第 2 阶临界转速有很大影响，不合适的支承刚度使系统在工作转速范围内出
现第 2 阶临界转速，从而导致整机振动超标。因此，降低该故障的途径是有效控制支承装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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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ure Modeling and Analysis of a Missile Turbofan Engine
WANG Hai-fei1袁CHEN Guo1袁LIAO Zhong-kun2袁ZHANG zhang2
渊1. College of Civil Aviation袁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 Nanjing 210016袁China;
2. Beijing Power Machinery Research Institute袁Beijing 100074袁China冤
Abstract: Aiming at the vibration beyond standard limit problems of a missile turbofan engine, one-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beam

modeling was built, and the failure was analyzed and simulat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test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ront and back
support stiffness of the compressor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econd critical speed of the system, which caused by the unsuitable support
stiffness within the operation speed, and the overall engine excesses the vibration standard limit. Therefore,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reduce
the failure by controlling assembly accuracy of the stiffness.

Key words: overall engine vibration曰dynamic modeling曰finite element model曰failure analysis曰critical speed曰assembly accuracy曰

missile turbofan engine

0 引言
弹用涡扇发动机由于装配控制精度不够，易发生
转子不平衡、支承松动、转子不对称、临界转速共振以
及转静碰摩等故障，从而导致整机振动超标，极大地
影响弹用涡扇发动机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28000～30000 r/min 之间出现振动超标的情况进行
排故分析。r/min

1 试车数据分析
某试车增、减速过程如图 1 所示。其中，转速
V4
V 1=24000 r/min，V 2=26200 r/min，V 3=30000 r/min，

为了弄清转子系统各种故障机理，国内外学者对

为试车减速过程。从图中

整机建模以及故障仿真[1-8]做了大量研究工作。航空发

可见，由 V 2 增至 V 3 过程

动机故障仿真与实际排故存在较大差异，理论分析缺

中，机匣加速度振动幅值

乏与实际振动数据的对比和验证，
因此分析结果难于

陡增。

应用于实际情况。国内针对试车数据也做出大量分
析

[9-15]

某试车数据水平测

，但是缺乏理论分析。

点 1～4 倍频随转速的变

本文针对某型弹用航空发动机试车数据在

化曲线如图 2 所示。测点

时间

图 1 某试车增、减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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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压气机支承对应的机

力矩，设转子的自由度为
滋s=(xA,yA,兹xA,兹yA,xB,yB,兹xB,兹yB)T

匣水平方向的测点。从图
中可见，
在转速升高的过
程中，
1 倍频增加。从水平
方向的振动值来看，在转
速 28000 r/min 下 ，
1 倍 图 2 压气机机匣横向加速度
振幅 - 转速曲线
频 振 幅 为 7g； 在 转 速
30000 r/min 下，1 倍频振幅为 18g，相比 1 倍频，
其他

图 4 有限元转子动力学模型

高倍频分量很小。因此，初步判断振动超标是由于在
30000 r/min 附近出现了临界转速和过大的不平衡量所

则转子系统的运动方程为

致。然而，
由不平衡激励机理可得，
不平衡量激发的响应
与转速平方成正比。因此，
如果在转速 28000 r/min 下，
1 倍频振幅为 7g；
在转速 30000 r/min 下，
1 倍频振幅应
为 7（300002/260002）= 9.5g <18g。由此可见，
该发动机

Msq咬 s+(Cs-棕Gs)q觶 +Ksqs=Qs

式中：Ms、Cs、Gs、Ks、Qs 分别为系统的质量矩阵、阻尼
矩阵、
陀螺力矩矩阵、刚度矩阵和所承受的载荷。
采用比例阻尼，即 Cs=琢0赚s+琢1Ks，得到第 i 阶阻

在 30000 r/min 附近出现了临界转速，为找到其原因
需进行整机振动仿真分析。

尼比为

某型弹用航空发动机模型
某型弹用航空发动机的转子 - 支承 - 机匣模型

如图 3 所示。其中，P1、P2、P3、
P4、P5 分别为风扇盘、电
机盘、压气机盘、涡轮盘 1、涡轮盘 2；C1、C2 分别为中
G3 分别为风扇轴与传动
介机匣、燃烧室机匣；G1、G2、

蓸 琢棕

孜i= 1
2

2 航空发动机整机动力学模型
2.1

0
i

2.2.2

本文假设机匣为不旋转的梁，
得到其运动方程为
Mcq咬 c+Ccq觶 c+Kcqc=Qc
机匣的质量矩阵、阻尼矩

点、压气机前支点、压气机后支点、涡轮支点；I1、
I2 分

阵、刚度矩阵和承受的载

别为前、后安装节；k g 为齿轮泵啮合刚度；kf1、kf2、
kf3、kf4

荷，
具体见表 1～3。

为转子 - 机匣支承刚度；k c 为机匣 - 基础连接刚度。

风扇转子 压气机转子 涡轮转子
11

10

机匣

11

24

P2

P3

P4

P5

3.88

1.41

5.17

10.28

10.28

极惯性矩 Jdp（kg
/ ·m ）

0.03

0.003

0.03

0.05

0.05

赤道惯性矩 Jdd（kg
/ ·m ）

0.02

0.002

0.03

0.03

0.03

弹性模量 E/10 Pa

2.07

2.07

2.07

2.07

2.07

2

2

11

泊松比 滋

0.3

0.3

0.3

0.3

0.3

密度 籽/（kg/m3）

7800

7800

7800

7800

7800

5

5

5

5

5

1.35

1.35

1.35

1.35

1.35

比例阻尼系数 琢0
比例阻尼系数 琢1/10

动力学建模

点上的力和力矩分别为整机中部件之间的耦合力和

表 1 转子与机匣单元数

P1

质量 /kg

有限元转子动力学模型如图 4 所示。其中转子节

（3）

表 2 转子参数
参数

转子系统的动力学模型

（2）

机匣模型

机轴与涡轮轴套齿联轴器；S1、S2、S3、S4 分别为风扇支

2.2.1

蔀

琢1 和 Cs。

Kc、Qc 分别为
式中：Mc、Cc、

2.2

+琢1棕i

通过转子任意 2 阶固有频率和阻尼比，求解 琢0,

轴套齿联轴器、传动轴与压气机轴套齿联轴器、压气

图 3 某型弹用航空发动机的转子 - 支承 - 机匣模型

（1）

-5

表 3 机匣参数
壁厚 /mm

E/Pa

15

2.07×10

11

籽/（kg/m3） 泊松比 滋

琢0

琢1

7.8×10

5

1.35×10-5

3

0.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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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子 - 机匣间的支承连接

表 4 滚动轴承参数

设 mwi 为 滚 动 轴 承 外

外滚道

滚动

圈质量；mbi 为轴承座质量；

内滚道

轴承 半径 /mm 半径 /mm

13

12.4×10

0

2

10

13

12.4×109

0

2

10

17

14

11.9×109

0

2

10

17

14

11.9×10

0

2

10

承座之间的连接刚度和阻

S2

39.5

29

尼；k fi，c fi 分别为机匣与轴

S3

32

承座之间的连接刚度和阻

S4

32

9

表 5 转子 - 机匣支承参数

所示。图中 FyRi 和 FxRi 为转

转子

机匣

节点

节点

RC1

3

2

RC2

1

RC3
RC4

支承

图 5 转子 - 机匣支承

本文设定轴承内、外圈分别固定在转轴和轴承座
令 x=xRm-xwi，
上。当转子第 m 个节点位移为 xRm 和 yRm，

可以得到转子作用于第 i 个支承的轴承力

kt /

ct /

kf /

（N/m） （N·s/m）
1×10

8

9

1×10

8

11

16

1×10

8

8

22

1×10

8

cf /

（N/m）

（N·s/m）

2000

1×10

8

1000

2000

1×10

8

1000

2000

1×10

8

1000

2000

1×10

8

1000

N

FxRi=移Cb(xcos兹j+ysin兹j-ro)3/2·

位移为 xri、yri、准ri、
鬃ri 速度为x觶 ri、y觶 ri、准觶ri、鬃觶 ri，则作用在转

j=1

H(xcos兹j+ysin兹j-ro)cos兹·
j
N

FyRi=移Cb(xcos兹j+ysin兹j-ro)3/2·

（4）

子节点 i 上的力和力矩 Fxi，Fyi，Mxi，Myi，作用在机匣上
的节点 j 上的力和力矩 Fxj，Fyj，
Mxj，Myj 为
Fxi=k gx（xcj-xri）+c gx（x觶 cj-x觶 ri），Fyi=k gy（ycj-yri）+c gy（y觶 cj-y觶 ri）

j=1

H(xcos兹j+ysin兹j-ro)cos兹j

式中：Cb 为赫兹接触刚度，由内外圈和滚珠的赫兹接

扇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墒设

Mxi=k g琢（准cj-准ri）+c g琢（准觶cj-准觶ri），Myi=k g琢（鬃cj-鬃ri）+c g琢（鬃觶cj-鬃觶ri）
Fyj=-Fyi，Mxj=-Mxi，Myj=-Myi
Fxj=-Fxi，

触弹性分析得到；H(·)是亥维塞函数，当函数变量大
于 0 时，函数值是 1，否则为 0；
兹j 为第 j 个滚珠处的

滚珠个数；棕Cage 为保持架旋转速度，设外、内滚道半径
为 R 和 r，棕Cage= 棕×r ，
棕 为转轴旋转角速度；ro 为轴
R+r

承间隙。

表 6 转子 - 机匣连接参数 Tg
连接
RK1

2.5

因此，滚动轴承外圈的运动微分方程为
mwix咬 wi+k ti(xwi-xbi)+Fdxi=FxRj

扇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墒设

mwiy咬 wi+k ti(ywi-ybi)+Fdyi=FyRj-mwig

转子

机匣

节点

节点

6

4

c gx/

k gx/

k gy/

（N/m） （N·s/m）
1×10

0

8

c gy/

（N/m）

（N·s/m）

1×10

0

8

转子 - 转子间的联轴器连接以及机匣 - 基础

间连接
（5）

左、
右转子之间的联轴器连接参数见表 7，
机匣与
基础间的连接参数见表 8，
具体力学关系参考文献[8]。
表 7 转子 - 转子连接参数

i=1，2，
…N

式中：Fdxi 和 Fdyi 为阻尼力，若考虑为黏性阻尼，则
觶 wi-x觶 bi），
觶 wi-y觶 bi）
Fdxi=c（x
Fdyi=c（y
ti
ti

（7）

转子 - 机匣连接参数见表 6。

角度位置，兹j=棕Cage×t+ 2仔 (j-1)，j=1,2,…Nb，其中 Nb 为
Nb

联轴器

（6）

滚动轴承和转子 - 机匣支承参数分别见表 4、5。
2.4

mb /
kg

c ti 分别为轴承外圈与轴
k ti、

扇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墒

mw /
kg

29

为机匣所承受力。

r0 /
um

39.5

子所支承的外力；
FyCi 和 FxCi

Cb /（N/m3/2）
9

S1

尼。转子 - 机匣支承如图 5

Nb

GC1
GC2

转子 - 机匣间的弹性连接

kt /

ct /

（N/m）
3.6伊10
3.3伊10

8

k At /

c At /

（N·s/m）

（N·m/rad）

（N·m·s/rad）

0

2.5伊10

0

0

8

2.7伊10

5
5

0

表 8 机匣 - 基础连接参数

设转子和机匣第 i、j 个节点采用弹性连接，径向

k c/

k 琢/

c c/

c 琢/

刚度为 k gx、k gy，径向阻尼为 c gx、
c gy，角向刚度为 k gα、

连接

机匣节点

k gα，角向阻尼为 c gα、
c gα。设转子的第 i 节点的位移为
觶
xri、yri、准ri、
鬃ri 速度为x ri、y觶 ri、
准ri、鬃ri，设机匣的第 j 节点的

CB1

8

1×109

1×105

2000

0

23

1×10

1×10

2000

0

CB2

（N/m） （N·m/rad） （N·s/m） （N·m s/rad）

9

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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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域数值求解方法
本文采用传统和改进的 Newmark-茁 法 （新型显

示积分法 - 翟方法）求解，流程如图 6 所示。

图 6 转子 - 支承 - 机匣动力学求解流程

3 临界转速影响因素分析
为研究压气机支承刚度对整机振动的影响，改变
其前、后支承刚度，分析机匣横向临界转速。

（a）后支承刚度 5×107 N/m

（b）后支承刚度 1×108 N/m

（c）后支承刚度 1.5×108 N/m

（d）后支承刚度 2×108 N/m

图 8 不同后支承刚度下机匣横向加速度振幅 - 转速曲线

不同临界转速下的振型如图 9 所示。其中，
（a）为
第 1 阶临界转速 21000 r/min 下的涡轮转子的俯仰振

不同压气机前支承刚度下机匣横向加速度振幅

型；
（b）为第 2 阶临界转速 31000 r/min 下的压气机转

- 转速曲线如图 7 所示。在后支承刚度为 1.5×108

子的弯曲振型。从图中可见，在第 2 阶临界转速下，由

N/m 条件下，
4 种不同刚度下的第 1 阶临界转速均为

于前后转子变形较大，故压气机前、后支承的刚度对

21000 r/min； 第 2 阶 临 界 转 速 分 别 为 27000r/min、

转子的振型影响显著。

31000r/min、
32000r/min、
34000 r/min。

（a）第 1 阶振型
（a）前支承刚度 5×107 N/m

（b）前支承刚度 1×108 N/m

（b）第 2 阶振型

图 9 不同临界转速下的振型

对比实际试车数据得到的临界转速，并且由压气
机前、后支承刚度对其临界转速影响分析可得，压气
机前、后支承刚度均为 1.5×108 N/m，仿真模型和实
际航空发动机相近。
仿真与试验得到的水平测点的 1 倍频随转速的
（c）前支承刚度 1.5×108 N/m

（d）前支承刚度 2×108 N/m

图 7 不同前支承刚度下机匣横向加速度振幅 - 转速曲线

变化曲线如图 10 所示。测点为压气机支承对应的机
匣横向测点。从图中可见，
在转速升高的过程中，1 倍
频增加。从水平方向的

不同压气机后支承刚度下机匣横向加速度振幅

振值可见，在转速为

- 转速曲线如图 8 所示。在前支承刚度为 1.5×108

28000 r/min 下，1 倍频振

N/m 下 ，4 种 不 同 刚 度 下 的 第 1 阶 临 界 转 速 均 为

幅为 6.5g；在转速 30000

21000 r/min；第 2 阶临界转速分别为 28000、34000、

r/min 下 ，1 倍 频 振 幅 为

图 10 机匣横向加速度

32000、33000 r/min。

19.5g。因此，
仿真结果与

振幅 - 转速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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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车数据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J]. 振动与冲击，
2012，
32（7）：
142-147.

4 结论

analysis for support bearing in an inner-and-outer dual rotor system[J].

FENG Guoquan，ZHOU Baizhuo，LIN Lijing，et al. Misalignment

（1）针对某弹用涡扇发动机，建立了整机振动有
限元动力学模型，模型中考虑滚动轴承的非线性，及
转子与机匣之间的弹性连接。

Journal of Vibration and Shock，
2012，
32（7）：
142-147.（in Chinese）
[8] 陈果. 航空发动机整机振动耦合动力学模型及其验证[J]. 航空动力
学报，2012，
27（2）：
242-254.
CHEN Guo. A coupling dynamic model for whole aeroengine vibration

（2）由于压气机前、后支承刚度对转子的临界转
速影响较大，所以需要控制好主要影响因素——
—支承
刚度。

and its verification [J].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2012，27（2）：
242-254.（in Chinese）
[9] 姜广义，王娟，姜睿. 航空发动机风扇机匣振动故障分析[J]. 航空发
动机，2011，
37（5）：
38-44.

（3）从试车与仿真数据对比分析得出，在临界转

JIANG Guangyi，WANG Juan，JIANG Rui. Aeroengine fan casing

速附近的 1 倍频的振幅变化具有良好的一致性，为控

vibration fault analysis [J]. Aeroengine，
2011，
37 （5）：38-44. （in
Chinese）

制其产生共振提供理论依据。

[10] 郑旭东，
张连祥. 航空发动机整机振动典型故障分析[J]. 航空发动
机，
2013，
39（1）：
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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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筒头部积碳对燃油雾化特性影响的试验研究
万云霞，柴

昕，
窦义涛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针对火焰筒头部文氏管表面分别为无积碳和带有 2 mm 均匀积碳、3 mm 左右不均匀积碳的试验件，运用相位多普勒粒
子分析仪（PDPA）进行不同油气比状态的下游燃油雾化场的试验研究，得到了不同积碳形式对头部雾化场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在
相同油气比状态下，头部带有不均匀积碳时，其下游流场的索太尔平均直径（D32）明显大于头部无积碳和带有均匀积碳的形式的；
相对于无积碳和存在 2 mm 均匀积碳状态，不规则积碳状态下的雾化装置下游燃油粒子数的密度沿周向分布更加不均匀；当头部
带有均匀积碳和不规则积碳时，燃油雾化场的喷雾锥角增大。
关键词：火焰筒；积碳；燃油雾化；文氏管表面；相位多普勒粒子分析仪；航空发动机；燃烧室
中图分类号：V231.2+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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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Effect of Coking for Liner Dome on Fuel Spray Characteristics
WAN Yun-xia, CHAI Xin, DOU Yi-tao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Aiming at experiments with non-coking, 2 mm uniform coking and 3 mm non-uniform coking forms on the Venturi surface

of the liner dome, the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fuel spray field at different fuel gas ratio was conducted by PDPA.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coking forms of the fuel spray field were obtain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32 downstream of liner dome with non-uniform
coking is greater than that with non-coking and uniform coking forms on the same fuel gas ratio. The circular distribution of fuel particle

number density for the spray downstream with non-uniform coking is more non-uniform than that of non-coking and 2 mm uniform coking

forms. The cone angle of spray was increased in the fuel spray fiel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uniform and non-uniform coking of the liner
dome.

Key words: liner曰coking曰fuel spray曰Venturi surface曰PDPA曰aeroengine曰 combustion chamber

与燃烧时火焰偏斜，
使火焰筒局部受到持久过烧[13-15]。

0 引言

本文通过对文氏管表面带有积碳的火焰筒头部

在航空燃气轮机研制的过程中，积碳是燃烧室部

旋流装置进行雾化性能试验，
得出文氏管部位不同形

件中的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在燃烧室工作过程中，
燃

态积碳对旋流装置下游雾化场的影响规律，为燃烧室

油喷嘴、
头部旋流器等部件常常会产生各种积碳[1-4]。随

部件的设计、
使用及修理维护提供技术支持。

着军用航空发动机推重比的增大，对燃烧室温升的要
求越来越高[5，8]；同时要求燃烧室具有更高可靠性和更

1 试验件及试验条件

长使用寿命，因而解决火焰筒头部装置的积碳问题显

试验件主要包括火焰

得更紧迫。

筒头部旋流雾化装置和离

燃烧室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火焰筒头部文氏管表

心式燃油喷嘴，如图 1 所

面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积碳，导致燃油浓度场及燃烧

示。其雾化过程是经过离

室头部气动流场匹配不佳 ，
进气不对称，
以及油气参

心喷嘴初步雾化的燃油颗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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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以 60毅左右的锥角入射在头部旋流装置的文氏管
表面，并形成油膜后经过燃烧室头部旋流装置的旋流
空气的强剪切作用，继续破碎成更小的燃油粒子进入
火焰筒参与燃烧。
在保持该头部旋流雾化装置的 2 级旋流器以及
喷嘴的结构参数不变的条件下，
改变文氏管表面积碳
状态进行试验。由于火焰筒头部积碳状态在使用过程
中会在气流作用下发生变化，试验采用在文氏管端面
涂抹胶质来模拟实际积碳状态，
旋流雾化装置包括文
氏管表面光洁、扩张段有均匀 2 mm、
3 mm 左右不均

图 3 47 mm 截面处 D32 分布（油气比 0.145）

匀的 3 种积碳形态。
本文针对各积碳形态的雾化装置主要进行 3 个
试验状态的雾化性能试验，得出其头部油气比分别为
0.080、0.145、0.240。

2 试验结果
2.1

试验测量参数
为分析喷雾场下游流场燃油雾化特性，对距离雾

化装置文氏管积碳表面出口轴向距离分别为 47、
68
mm 位置截面的燃油粒子雾化流场进行分析。

图 4 47 mm 截面处 D32 分布（油气比 0.240）

试验运用相位多普勒粒子分析仪（PDPA）对经过

由于雾化装置安装的为双油路离心喷嘴，在其下

头部旋流雾化装置雾化后的燃油粒子进行喷雾场测

游 47 mm 截面处和不同油气比状态下，无积碳、带有

量，测量主要参数包括索太尔平均直径（D32）、燃油粒

均匀和不均匀积碳形式的的旋流雾化装置，燃油粒子

子数密度分布、燃油粒子特征直径和分布指数、雾化

D32分布呈 3v 形，在喷雾外围和中心区，其 D32 都呈先

锥角、喷雾场偏心度等，其中燃油粒子分布指数 N 按

减小后增大趋势。在同一油气比状态下，相对无积碳

R-R（Rosin-Rammler）分布统计。

和均匀积碳的头部，
带有不规则积碳的雾化装置下游

2.2

流场燃油粒子的 D32 明显增大，并且燃油粒子沿径向

燃油粒径分布
在雾化装置下游 35

mm 截面位置，头部油气比

分别为 0.080、0.145 和 0.240 下 D32 沿径向的分布规
律如图 2～4 所示。

分布对称性变差。
在雾化装置下游 47 mm 截面处，油气比分别为
0.080、
0.145、
0.240 下，
带有 3 种积碳形态的雾化装置下游
喷雾场的燃油粒子的特征直径和 R-R 分布指数见表 1。
表 1 47 mm 截面燃油平均粒径和分布指数
积碳情况

无积碳

均匀积碳

图 2 47 mm 截面处 D32 分布（油气比 0.080）

不规则积碳

油气比

平均粒径 /滋m

分布指数

0.080

41.1

2.82

0.145

49.1

2.95

0.240

54.0

3.12

0.080

35.9

2.68

0.145

42.9

2.70

0.240

52.2

2.85

0.080

44.8

2.68

0.145

55.5

3.05

0.240

60.1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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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5～7 中可见，
在下游截面，在任何 1 个油气

对同 1 种积碳模式下的液滴分布指数分析可知，
随着雾化装置油气比的增大，燃油粒子的 R-R 分布

比下，相对头部文氏管端面带有均匀积碳和无积碳形

指数增大，说明其燃油粒子分布相对更均匀，但是液

态，文氏管端面带有不规则积碳状态的雾化装置的

滴平均粒径增大；而在同一油气比下，相对于头部文

D32 较大。而在同一油气比下，存在不规则积碳时，燃

氏管端面带有均匀和无积碳形态，文氏管端面带有不

油粒径分布明显偏离，且在 68 mm 截面的偏移量要

均匀积碳的雾化装置，其下游喷雾场燃油粒径加大，

比在 47 mm 截面的更大。

但二者分布均匀性相当。

在雾化装置下游 68 mm 截面处，油气比分别为

在雾化装置下游 68 mm 截面处，油气比分别为

0.080、
0.145、0.240 下，带有 3 种积碳形态的雾化装置

0.080，0.145，0.240 下，燃油粒子 D32 沿径向方向的分

下游喷雾场的燃油粒子的平均粒径和液滴分布指数

布规律如图 5～7 所示。

的综合值见表 2。
表 2 68 mm 截面燃油平均粒径和分布指数
积碳情况

无积碳

均匀积碳

图 5 68 mm 截面处 D32 分布（油气比 0.080）

不规则积碳

油气比

平均粒径 /滋m

分布指数

0.080

40.1

2.86

0.145

48.6

2.71

0.240

59.4

2.51

0.080

37.9

2.59

0.145

47.7

2.56

0.240

55.9

2.67

0.080

42.4

2.78

0.145

52.5

2.60

0.240

62.9

2.87

通过对表 1、2 中 2 个截面下的 3 种积碳模式的
燃油粒径对比可知，在相同油气比下，相对于文氏管
端面无积碳和带有不规则积碳的状态，文氏管端面带
有均匀积碳时，其雾化装置在同一位置的燃油粒径更
小，即带有均匀积碳状态的燃油粒径小于文氏管端面
无积碳状态的，文氏管端面带有不规则积碳状态的燃
油粒径最大。
在均匀积碳情况下，由于出口面积减小，使得雾
图 6 68 mm 截面处 D32 分布（油气比 0.145）

化空气对燃油粒子的剪切作用增强，
对燃油雾化起到
了促进作用；存在不规则积碳时，使得雾化空气分布
不均匀，局部雾化效果得到增强，
下游流场受到影响，
总体雾化质量有所降低。无论对任何积碳形式下的喷
雾场，平均粒径均随着油气比的增大而增大。
对比表 1、2 中数据还可知，在油气比为 0.080 和
0.145 下，燃油粒径在 47、
68 mm 截面位置基本相当，
但是在油气比为 0.24 时，相对于雾化装置下游 47
mm 截面位置，在 68 mm 截面位置燃油粒子平均粒径
变大，粒子分布指数减小，分布更不均匀。

图 7 68 mm 截面处 D32 分布（油气比 0.240）

2.3

燃油颗粒数密度
在燃油雾化装置下游 47、
68 mm 截面处，燃油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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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在不同油气比（0.08，
0.14，0.24）、不同积碳形式（无
积碳、2 mm 均匀积碳和不规则积碳）下燃油粒子数密
度沿径向分布规律如图 8～13 所示。

图 11 68 mm 截面燃油数密度分布（油气比 0.080）

图 8 47 mm 截面燃油数密度分布（油气比 0.080）

图 12 68 mm 截面燃油数密度分布（油气比 0.145）

图 9 47 mm 截面燃油数密度分布（油气比 0.145）

图 13 68 mm 截面燃油数密度分布（油气比 0.240）

于离心喷嘴的燃油经过雾化装置的雾化的结果。
从图 11～13 中可见，在距离燃油雾化装置出口
68 mm 截面处，
文氏管端面带有无积碳和均匀积碳的
2 种状态的雾化装置，其下游燃油粒子数密度分布相
图 10 47 mm 截面燃油数密度分布（油气比 0.240）

似。但是由于在雾化装置下游燃油喷雾场受到不规则
积碳的影响而发生了偏移，相对于无积碳、均匀积碳

从图 8～10 中可见，无论对于何种积碳形式，在
雾化装置下游 47 mm 截面处，燃油粒子数密度变化

的试验状态，带有不规则积碳的雾化装置，其下游流
场的燃油粒子数密度沿周向分布更加不均匀。

有着相同的分布规律，从中心到外围呈先增大后减小

通过对喷雾场下游 47、
68 mm 截面处的燃油粒子

分布，在喷雾中心区域内燃油粒子密度较小，这是由

数密度分布曲线对比分析可得，距离雾化装置出口轴

第2期

向越远，其燃油粒子数

2.4

积碳形态

喷雾锥角
采用拍照法对雾化

无积碳

装置的燃油进行雾化锥
角测量，带有 3 种积碳
形态的雾化装置在不同

均匀积碳

油气比下的喷雾锥角试
验数据见表 3。

规则积碳时，
其油雾喷雾锥角明显变大。

表 3 喷雾锥角

密度沿径向对称分布性
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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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则积碳

通过对不同积碳

油气比

喷雾角度 /
(毅)

0.080

75

0.145

76

0.240

73

0.080

84

0.145

88

0.240

81

0.080

86

0.145

88

0.240

85

形式油雾的雾化锥角
试验数据分析可得，相对于无积碳状态，在各油气比
下，雾化装置头部带有均匀积碳和不规则积碳状态
时，其油雾喷雾锥角明显变大。

3 结论
上述试验分析表明，
文氏管表面积碳对雾化装置
下游的喷雾场有着明显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油气比对平均粒径的影响。在相同油气比下，
平均粒径变化规律显著。头部存在均匀积碳、无积碳
和不规则积碳状态下燃油粒子 D32均呈递增趋势；而
且随着雾化装置油气比的增大，
燃油粒子平均粒径也
逐渐增大。
（2）积碳对燃油粒径的影响。在 47、68 mm 截面，
文氏管端面带有 2 mm 均匀积碳的燃油雾化装置下
游流场平均粒径要比无积碳时略有减小，但是其分布
规律没有明显变化；由于文氏管出口截面的不规则积
碳对旋流器旋流效果的影响，雾化装置下游流场发生
改变，燃油粒子平均粒径相比无积碳和带有 2 mm 均
匀积碳明显增大。
（3）积碳对喷雾场均匀性的影响。文氏管端面无
积碳和带有 2 mm 均匀积碳的雾化装置，其燃油粒子
下游喷雾场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而文氏管端面存在不
规则积碳时，其下游燃油粒径分布发生了明显偏移，
随着轴向距离加长，其燃油粒子沿径向分布的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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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机匣同轴度的测量与调整
王晓梅，张春青
（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沈阳 110043）
摘要：为排除航空发动机振动故障，从某型航空发动机机匣同轴度检测原理入手，研究机匣同轴度的检测机理，针对机匣同轴
度不合格故障提出调整与解决措施。制定出选配偏心环、机匣安装边位移铰孔及车削机匣安装边等多种故障修复方法，通过机匣位
移铰孔、调整选配偏心环、增设自动化电动测具等改进措施，达到提高机匣同轴度测量精度，保证发动机装配质量要求。
关键词：机匣；同轴度；位移铰孔；振动；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63.6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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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and Adjustment of Aeroengine Casing Concentricity
WANG Xiao-mei 袁ZHANG Chun-qing
渊Shenyang Liming Aero-Engine Group Corporation Ltd.袁Shenyang 110043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exclude an aeroengine vibration failure, the mechanism of casing concentricity was investigated. Focus on the

failure of the casing concentricity, many methods were proposed to eliminate the failure, such as matching eccentric ring, edge displacement
reaming casing installation and turning casing installation side. The measurement precision are improved and the quality of engine assembly
are ensued by reaming displacement, adjusting the matching eccentric ring and adding an electric automated measurement tool.
Key words: casing曰concentricity曰 reaming displacement曰vibration; aeroengine

0 引言
振动是导致航空发动机返厂排故及修后无法正

机工作可靠性。

1 发动机结构特点

常交付出厂的常见故障，
几乎在所有型号航空发动机

某型发动机机匣同轴度由支点同轴度和静子机

上都发生过，并且发生于其整个使用过程中，是长期

匣同轴度 2 大部分组成。发动机支点同轴度又分 3 段

制约航空发动机发展的主要故障之一[1]。发动机转静

保证，即低压涡轮后支点相对高压压气机前支点的发

子碰摩、转子不平衡量过大以及支承轴承松动等都是

动机机匣同轴度、中介机匣小同心度及低压前支点相

发动机振动诱发因素，其中，由于发动机机匣同轴度

对低压后支点的压气机静子组件支点跳动。

不合格而导致其转静子碰摩而发生振动故障，约占发

以位于涡轮支承组件内的低压涡轮后支点对中介

动机故障总数的 60%。引起发动机机匣同轴度不合

机匣组件内的高压前支点的跳动为例，阐述发动机机

格因素非常多，发动机工况复杂及机件磨损是主要影

匣同轴度的检测机理[2]。发动机机匣同轴度测量表面如

响因素，但转静子间装配间隙过小、机件装配过程中

图 1 所示。该检测通过测量手段，
调整和控制低压涡轮

清理不仔细、甚至不同操作者测量手法、读表误差等
外在因素也是诱发机匣同轴度不合格的客观原因。
本文针对发动机机匣同轴度不合格的调整及修
复技术开展论证研究工作，制定控制措施，满足发动

后支点轴承安装座内表面 M 中心相对高压压气机转
子前支点轴承安装座内表面 O 的中心偏移；调整和控
制低压涡轮导向器蜂窝插件表面和封严篦齿表面
N2、N4、高压涡轮导向器嵌入件表面和漩流器凸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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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跳动值，其中 1、3、5、
7 点的坐标值确定点在空间
XY 坐标系下的 1 个坐标点，2、4、
6、8 点坐标值确定
理论空间与 XY 坐标系相差 45毅的同原心坐标系 X 1Y 1
下的另 1 个坐标点。以 １ 台发动机数据为例：实测涡
轮 支 承 M 面 1、
3、5、7 点 跳 动 值 为 0.06、
0.35、0.16、
0.26，对 1、5 点，3、7 点数据分别取差值除以 2 计算出
图 1 发动机机匣同轴度测量表面

面 N1、
N3 及偏心环密封盖封严篦齿表面 囟1 相对发动
机理论中轴线的相对跳动量。

点的具体位置数值，
该点空间方向则偏向数据大的一
侧，即 M 点在 Y 轴上的偏移量为（0.16-0.06）/2=0.05
mm，方向偏下 （5 点方向）；在 X 轴上的偏移量为
（0.35-0.26）/2=0.045 mm，方向偏左（3 点方向）。由这

2 同轴度测量原理

2 个数值得到 XY 坐标系下的 1 个点 A 。同理，由 2、

某型发动机机匣同轴度是以中介机匣为基准，模

4、6、8 点的跳动值可计算出 X 1Y 1 坐标系下的另 1 个

拟发动机工作状态，依次将高压静子组件、9 级整流

点 B。在空间平面内，2 个相差 45毅的同原心坐标系

器、带偏心环密封盖及高压涡轮导向器的换热器机匣

上 ，连接 2 个 点 A 、B，取

组件、低压涡轮导向器和涡轮支承组件依次逐级竖直

A 、B2 点 连 线 中 点 即 为 M

地安装在测量夹具上，分别拧紧固定后，周向均布 8

面的实测中心，根据设计

点测量 M、
N2、N4、N1、N3 及 囟1 表面跳动值。

图纸要求，涡轮支承轴承

同轴度测量原理如图 2 所示。中介机匣内中心点

安装座中心位置如图 3 所

O 与涡轮支承内中心点 M 所形成轴线即为发动机的

示。从图中可见，M 面实测

实际中轴线，保证 M 与 O 的同心度即可满足发动机

中心到基准中心 O 距离不

机匣同轴度的要求。以中介机匣 O 面为基准（测具基

大于 0.2 mm，且 A B 线段 图 3 涡轮支承轴承安装座

准），
根据各测量面在中轴线方向上距 O、
M 支点的距

不长于 0.04 mm。

中心位置

离，
对发动机实际中轴线进行理论划分。实测要求涡

按组件装配顺序依次倒序分解，分下涡轮支承组

轮支承轴承座 M 面跳动相对基准 O 的中心偏移量不

件，测量 N2、N4 表面相对跳动量；分下低压涡轮导向

大于 0.2 mm；
N2、N4 的偏心量以 M 点为中心，偏移不

器组件，测量 N1、N3 表面及 囟1 表面的相对跳动量，分

大于 0.2 mm；N1、
N3 的偏心量以 O 到 M 距离的 80％

别计算空间点坐标值，确定各表面的偏移量。根据设

为中心，偏移不大于 0.2 mm。考虑转子下沉等诸多因

计图纸要求，N2、N4 面中心位置如图 4 所示。从图中

素影响，偏心环 囟1 的中心

可见，N2、N4 的实测中心相对 M 面实测中心偏移不大

点位于中心轴向上距离点

于 0.2 mm。N1、
N3 面中心位置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

O 的距离约为 O 到 M 点

见，N1、
N3 的实测中心相对 C 点偏移不大于 0.2 mm。

距离的 46％左右，囟1 的偏

并且，N1、N2 线长不超过 0.15 mm，
N3 线长不超过 0.08

心量以 M 点实际偏移量的

mm，
N4 线长不超过 0.13 mm。

46％为中心，且该截面的
实际中心位于发动机轴线
基 础 上 再 下 移 0.2 ±0.05
mm， 且 偏 移 不 大 于 0.15
mm 范围内。
图 2 同轴度测量原理

3 同轴度测量分析

图 4 N2、N4 面中心位置

图 5 N1、N3 面中心位置

在专用测具上，分别以机匣各测量面的理论装配

装 0 组偏心环时 椎 面中心偏移量位置如图 6 所

上刻线对表确定测量零点，依次测得各表面的 8 点实

示。从图中可见，偏心环的装配首先选取“0 组”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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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以确定 囟1 表面中心点位置，设计图纸要求 囟1 面实

别间的偏心量变化都有一定规律。每组偏心环的第 5

测中心相对 D 点的偏移不大于 0.15 mm，且线长不超

孔为基准孔，0 组偏心环无偏心量，其余 4 组偏心环

过 0.08 mm。

之间相差 0.1 mm，且同

合格的偏心环 囟1 面中心偏移量位置如图 7 所

一组别的偏心环选择不

示。从图中可见，考虑转子下沉因素，对于偏移量不合

同定位孔均可轻微改变

格的偏心环通过调整偏心环上定位孔装配位置和更

囟1 点中心位置，这样针

换偏心环组别的方法，
保证 囟1 面实测中心在竖直方向

对 囟1 点中心不在规定范

上比 D 点低 0.2±0.05 mm，水平方向偏移不超过 0.15

围内故障，通过转动偏心

mm，
且线长不超过 0.08 mm。

环变换定位孔装配位置
或更换偏心环组别可调

图 8 偏心环结构

整 囟1 点的中心位置，保证同轴度精度要求。

5 同轴度不合格深度修理
针对 M 点中心不在技术要求范围内；表面 N1、
N2、N3、N4 中心点不在规定范围内，
且各测量面中心点
呈现偏向一侧或散乱分布等复杂情形时，需根据发动
图 6 装 O 组偏心环时 椎 面

图 7 合格的偏心环 囟1 面

中心偏移量位置

中心偏移量位置

4 同轴度不合格常见故障排除
4.1

机实际状态，
分析机匣组件各表面中心点的位置变换
关系，制定进一步深度修理方案。
5.1

位移铰孔
针对 M 点中心不在规定范围内，表面 N1、N3、N2、

机匣同轴度不合格常见故障

N4 中心点偏移方向基本与 M 点偏移一致时，采取位

（1）M 点中心不在规定范围内；

移铰孔方法修复故障效果最好[6]。通过施加外力，使空

（2）表面 N1、
N2、
N3、
N4 和 囟1 线长超出规定值；

空换热器机匣与燃烧室机匣结合安装边处产生轻微

（3）表面 N1、N2、N3、N4 和 囟1 点的中心不在规定

位移，将安装边上精密螺栓孔重新组合铰孔扩大，换

范围内。

装加大组别的精密螺栓固定。精密螺栓孔变化和非精

4.2

密螺栓孔变化分别如图 9、
10 所示。精密定位螺栓分

人为因素误差排除
以上 3 种常见故障排除首先考虑各大组件间的

装配误差，
排除各安装边间装配间隙和紧固螺钉的拧

6 个组别，每组相差 0.1 mm，根据实际装配情况，机匣
安装边孔径允许最大到 椎6.7。

[3]

紧力不均衡等问题 。具体操作步骤：卸开机匣安装边
之间的连接紧固螺钉，机匣壳体各结合安装边应清
洁，无划痕、压伤及任何机械损伤，故障排除后重新装
配进行机匣同轴度检查[4]。
4.3

表面 N1、N2、N3、N4 及 囟1 线长故障排除

排除人为因素导致的误差，
针对各测量表面线超
长故障，
通过机械方法修磨对应机匣耐磨层的磨损表
面，
在设计图纸要求范围内，
调整相应测量表面的跳动
值来调整各表面的线长，
保证同轴度检测精度要求[5]。
4.4

表面 囟1 中心点超出故障排除

（a）移动前（b）移动后（c）铰孔后 （a）移动前
图 9 精密螺栓孔变化

（b）移动后

图 10 非精密螺栓孔变化

采取移动空空换热器机匣调整 M 面中心点的方
法，对低压涡轮导向器 N2 和 N4 面中心点的偏移量变

偏心环结构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偏心环分

化影响较大，而高压涡轮导向器 N1 和 N3 中心相对变

5 个组别，其中 0 组偏心环只有 1 个定位孔 （第 5

化很小（不超过 0.1 mm），偏心环 囟1 面的中心点基本

孔），
其余组别的偏心环有 9 个定位孔，每个定位孔组

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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铰非定位螺栓孔

则连在由电脑控制的主机

铰非定位螺栓孔的修理方法仅在空空换热器机

上，通过专用控制软件，接

匣安装边上的精密螺栓定位孔已达到最大组别，且采

通电源，测量轴按专用程

用其他修理工艺无法保证机匣同轴度技术要求前提

序均匀转动；测量表杆装

下实施的 1 种深度修理工艺。具体操作方法与机匣位

上数显指示表与电脑相

移铰孔实施方案基本一致，判断出机匣位移方向后，

连，测量头直接伸到预测

图 11 新结构同轴度

取空空换热器机匣安装边上圆周均布的 18 个非精密

量位置，电机转动直接记

测具底座

螺栓孔，将孔径由原 椎6.5 扩铰到 椎6.7，使其成为精

录测量数据，
并同步绘出被测量面中心点位置图。

密定位螺栓孔。
此种修理方案有风险，但是针对延寿发动机机匣

采用电动设计结构测具测量方案，1 人便可操作
整个测量过程，省时省力，测量准确，出图准确率高，

同轴度不合格修理方法的补充，
此方法的应用大大降

大大缩短了发动机同轴度测量及同轴度不合格的判

低了发动机修理成本。

断及修复周期。

5.3

7 总结

车加工中介机匣安装边端面
针对机匣同轴度的各测量面中心点散乱分布并

且 M 点偏离过大，无法通过位移铰孔修复故障时，对
高压静子后机匣安装边端面、中介机匣安装边端面进
行针对性的跳动及尺寸检查，准确记录各安装边圆周
8 点跳动值，以此数据为基础，分析各测量面中心点
的变化及分布规律，在保证安装边最小壁厚 2.88 mm
条件下，对中介机匣安装边端面进行局部车加工，加
工后允许安装边局部保留有没加工到的痕迹。此种修
理方案是迫使发动机后部机匣组件装配后产生轻微
倾斜，进而迫使涡轮支承的轴承座中心 M 点与各测
量面中心点集中产生位移，再通过辅助调整措施满足
机匣同轴度检测技术要求。
中介机匣安装边的去除量非常有限，采用此修理
方案满足发动机机匣同轴度检测要求风险大，在充分

（1）造成机匣同轴度不合格的因素很多，人为因
素引起的约占故障总数的 70%～80%。利用新结构电
动测具测量发动机机匣同轴度，排除人为干扰因素，
提高检测精度，大大缩短同轴度测量和故障判定修复
周期。
（2）针对发动机机匣同轴度不合格故障，更换偏
心环、机匣位移铰孔排故方案各有利弊。通过故障
特征分析确定排故方案，有效地保证了发动机装配
质量。
（3）在发动机装配过程中增加上述控制措施，可
大幅度提高发动机试车合格率。
（4）车加工机匣安装边修复工艺属于破坏性技术
修复，风险性大，仅可用于延寿和高寿发动机同轴度
不合格的试验修复。

分析和论证条件下，按此方案修理合格的高寿发动机
出厂使用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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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机条件下主燃烧室参数测量研究
门玉宾，柴

昕，
张羽鹏，尹

东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针对整机条件下主燃烧室的性能参数测量问题，运用现阶段改装手段和试验设备，提出了 1 种适合在整机上进行主燃
烧室参数测量的方法，得到了主燃烧室进、出口及内外环等位置上的温度、压力等参数数据。结果表明：随着发动机转速的提高，燃
烧室出口温度场数值呈减小趋势，压力损失呈增大趋势；内、外环腔的压力、温度逐渐升高，但分别小于进口压力、大于进口温度。该
方法未对发动机产生不良影响，测量参数基本准确，能够反映主燃烧室在整机条件下的工作状态，可用于完善主燃烧室部件设计。
关键词：主燃烧室；测量技术；性能参数；整机试验；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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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s Measurement Investigation of a Combustor in Engine Testing
MEN Yu-bin袁 CHAI Xin袁 ZHANG Yu-peng袁 YIN Dong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and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arameter measurement problems of combustor performance in engine testing conditions, a suitable parameter

measurement method of combustor in the testing was presented by the refitting methods and experiment equipments at present. The
parameters data including the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on the inlet and outlet,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vity of the combustor were obta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reasing speed of engine caused the decrease of the outlet temperature for the combustor and increase of
pressure loss. The pressur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vity is increased but less than the inlet pressure, and the temperatur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vity is increased but more than the inlet temperature. The new method has no effect on the engine, which can measure the exact
parameters and reflect the operation conditions of combustor in the testing to improve the component design for the combustor.
Key words: combustor曰measurement technology曰performance parameter曰engine testing曰aeroengine

条件下对主燃烧室参数进行全面、
准确地测量。一些

0 引言

先进的测试技术，如：先进激光测试技术包括激光粒

主燃烧室是航空发动机核心机的主要组成部分

子图像技术（PIV）[2-3]、激光多普勒测速技术（LDV）[4-6]、

之一，其在整机上的表现，直接决定着发动机的性能

激光相位多普勒技术（PDPA）[7-9]和以激光为基础的光

和试车安全。所以主燃烧室部件不仅需要在部件试验

谱测量技术等，可以测量发动机燃烧室内的速度场、

时进行相关参数的测量，
也需要在整机条件下对其主

组分质量分数等，其高精度、易捕捉性是其他测量技

要参数进行测试，以便检验主燃烧室部件性能，并对

术无法比拟的[10]，但由于受试验条件的限制暂时还无

其进行修改和完善。

法应用到整机试验中。在现有水平下，大部分试验依

通常航空发动机整机试车时只测量主燃烧室进

旧采用比较传统的压力和温度测量方法，在压力测量

口参数，
其余部位参数在部件试验中测量。在整机试

方面仍采用探头布点的方式；示温漆测量是 1 种较为

验过程中由于压气机出口气流的扰动，增加了在整机

准确、快速、可靠而且非常实用的测量技术，被普遍应

上准确测量的难度，而在零部件试验中得到的数据又

用于燃烧室部件温度测量

不能完全代表其在整机上的表现 。因此需要在整机

高、应用广泛，可以测量燃烧室火焰筒壁温和机匣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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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壁温等多个参数 [12-13]，可以得到所测位置的稳态和

分别为中、内、外环腔。根据测得的中、内、外环腔压

瞬态数值。

力，并考虑 3 股腔流量的比例分配进行加权平均，得

本文运用现阶段测量技术，
提出了 1 种适合整机

到扩压器出口压力为
P31=P31w×浊w+P31m×浊m+P31n×浊n

条件下主燃烧室参数测量的方法，并结合试验结果对

式中：浊 为流量百分比。

数据进行了详细分析。

1

（2）

2.3

测量参数
航空发动机主燃烧室部件性能主要包括总压恢

复系数[14]、燃烧效率、
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系数（FOTDF）
[14]

和径向温度分布系数（FRTDF）等参数。在整机测试中

可以通过测量而计算出总压恢复系数、FOTDF，还可以

燃烧室后段
主要测量火焰筒的 P4、T4，具体测量位置为图 1

中的 8。
考虑整机试车条件，压力和温度测点无法在燃烧
室部件上固定，因此将引线穿入高压涡轮导向叶片，
使其正对燃烧室火焰筒出口腔道；考虑出口温度测点

直接测量与主燃烧室寿命相关的内、外机匣壁温和涡

数无法与部件试验数相比，
因此在局部位置根据部件

轮部件相关的 2 股腔道温度、压力等参数。

试验的情况，
对温度较高的出口温度区域加密布置引

2

线测点，测量燃烧室出口的温度分布。根据对上述所

测点分布
在整机试验中，需要测量主燃烧室部件的参数包

括进口总温 T3、总压 P3，出口总温 T4、总压 P4，以及 2
股腔道温度、压力等。具体的测量截面如图 1[15]所示。
6

5

测参数数据分析基本可以评估燃烧室出口温度场；
在压力损失方面，以 P3、
P4 测点 角向 位置 对 应的
点为主要计算依据，并结
合 其 他压 力测 试 点 数 值

4

高压涡轮
导向叶片
温度压力测
头组合件
来流方向

分析计算，减少了周向不
均匀而造成的误差。测点

8

1

分布如图2 所示。

图 2 P4 和 T4 测试点分布

最后在燃烧室机匣上，
通过喷涂示温漆和安装热
2

3

电偶的方法也可以得到机匣温度分布数据，位置为图

7

1 中的 5。

图 1 燃烧室分布测试点位置

2.1

3 试车数据结果与分析

燃烧室前段
采用热电偶和压力探针技术测量 T3、
P3，为保证

通过整台发动机试车，
得到了主燃烧室部件在不

测量精度通常在周围分布 2～3 个测点。具体测量位

同状态下的压力和温度数据，绘制成曲线分别如图

置为图 1 中的 1，即在整流叶片和扩压器交界处。

3、4 所示。

考虑整流叶片尾迹对探头的影响和测量误差，本
文提出当 Ma=0.2~0.3 时，实际测量值与燃烧室进口

0.07琢

参数之比为 0.97~0.98，此外还要考虑压气机出口不

0.06琢

均度的影响，需要对进口参数进行修正（根据经验该

0.05琢

系数取值为 0.99），最终得到燃烧室进口参数为

0.04琢

P3=P3c÷0.98(0.97)×0.99

扩压器

（1）

式中：P3c 为进口参数测量值。
2.2

燃烧室

燃烧室中段
采用压力探针技术测量 3 股腔道的压力。在周围

0.03琢
火焰筒
0.02琢
0.01琢
0.65

0.70

0.75
0.80
发动机换算转速

0.85

分布 2～3 处，其中每处均分布了 3 股腔道的测点，
每

图 3 压力损失与发动机转速变化曲线

股腔道角向位置一致，
具体测量位置为图 1 中的 2～4，

（琢 为无量纲常数）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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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茁

主燃烧室内、外环腔的温度随发动机转速的变化

0.9茁

曲线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
内、
外环腔的温度比例

0.8茁

系数都随发动机转速的提高而增大，这是因为随着发
动机转速的提高，
火焰筒内的温度升高，
其对外的辐射

0.7茁
燃烧室出口

也增大，
造成内、
外环腔的温度略高于进口温度所致。

0.6茁
0.5茁

1.025滋
0.4茁

外环腔

1.020滋

0.3茁
0.2茁
0.65

0.70

0.75
0.80
发动机换算转速

0.85

1.015滋
1.010滋

图 4 FOTDF 与发动机转速变化曲线

内环腔

0.65

0.70

0.75

0.80

0.85

0.90

0.95

发动机换算转速

（茁 为无量纲常数）

图 6 内、外环腔温度与发动机转速变化曲线

从图 3 中可见，总压损失随着发动机转速的提高
而逐渐增加，其中扩压器损失随着发动机转速的提高
所占的损失比例减小，火焰筒损失所占的比例逐渐增
大。这是由于发动机转速越高，
火焰筒内燃烧室热负
荷越大，随之产生的热阻损失就越大，进而导致扩压
器损失所占的比例减小。
从图 4 中可见，随着发动机转速的提高，燃烧室
出口温度场分布系数（FOTDF）比例逐渐减小，说明出口
温度随着发动机转速的提高而趋于均匀。
此外，在部件试验中测得的 FOTDF 和整机测试结
果相当，并没有由于在地面进行整机试验而变大。结
果表明：在燃烧室结构一致，
进出口参数相当时，类似
结构的燃烧室可以用部件试验中获得的 FOTDF 来代替
地面整机参数。
主燃烧室内、
外环腔中的压力随发动机转速的变
化曲线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内、外环腔的压力恢
复都随着发动机转速的提高而增大，分析认为这是由
于扩压器后 2 股腔道内的损失只有沿程损失，而其随
温度和压力的变化相对较小所致。

（滋 为无量纲常数）

从图 5、6 中比较可见，
外环腔的压力恢复系数和
温度比例系数均高于内环腔的，即外环腔的压力和温
度均高于内环腔的，
经分析得出这与实际发动机燃烧
室的结构形式有关。该发动机主燃烧室为环形燃烧
室，
外环腔道比较流畅，
腔道面大；
而内环腔道由于结
构转接和引气方面的需要其结构形式相对复杂，腔道
面积小，从而增加了流动损失，影响了气体对流换热
和受到火焰筒壁辐射的效果，导致内环腔的压力和温
度都比外环腔的低。
燃烧室外机匣通过示
温漆判读的局部如图 7
所示，在不同转速下燃烧
室外机匣壁温沿程变化
曲线如图 8 所示。在较高
转速时，热电偶和示温漆
测量结果基本一致，说明
试验中测量的数据基本
可靠，没有发生发动机漏

0.9972酌

800 姿

0.9968酌
外环腔

0.9964酌

较大负荷示温漆

750 姿

0.9960酌

700 姿

0.9956酌

650 姿

较大负荷热电偶

中间负荷热电偶

600 姿

0.9952酌

图 7 燃烧室示温漆局部

550 姿

0.9948酌

内环腔

500 姿

0.9944酌

较小负荷热电偶

450 姿

0.9940酌
0.65

0.70

0.75
0.80
0.85
发动机换算转速

0.90

0.95

400 姿

0

0.25

0.50

0.75

X/L

图 5 内、外环腔压力与发动机转速变化曲线

图 8 燃烧室温度沿程变化曲线

（酌 为无量纲常数）

（姿 为无量纲常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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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等现象，对测量精度没有造成不良影响。
从图 8 中可见，在 3 种状态下燃烧室外机匣壁温
变化规律基本一致，都是在机匣的中前段存在 1 个最

[4] Komine H. System for measuring velocity field of fluid flow utilizing a
laser-dopper

spectral

image converter：
United States，
919536 [P].

1990-4-24.
[5] Anacleto P M，Fernandes E C，Heitor M V，et al. Swirl flow structure

高点，分析认为此处为火焰筒对机匣辐射最大的位

and flame characteristics in a model lean premixed combustor [J].

置，由于整个机匣受到的对流换热影响相当，而机匣

Combus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3，175（8）：1368-1388.

前后部分受到的辐射强度不一致，影响了机匣温度梯

[6] Campell M，Cosgrove J A，Greated C A，et al. Review of LDV and

度规律。

4 结论

PIV applied to the measurement of sound and acoustic streaming optics
and laser technology [J]. Optics and Laser Technology, 2000，32：
629-639.
[7] Curzon F L，Ahlborn B. Efficiency of a Carnot engine at maximum

（1）本文通过研究适用于整机的燃烧室测量，得

power output[J].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1975，43（1）：22-24.

到了 1 种比较完整并能够在整台发动机上对主燃烧

[8] LI Zhiqiang，LI Rongxian，ZHOU Lixing. Cold gas-particle flows in a

室进行测量的方法，可操作性很强。通过整机试车数

new swirl pulverized-coul burner by PDPA measurement [J]. Tsinghua

据分析验证，测量结果能够基本准确地反映主燃烧室
的状态。
（2）通过试车试验，得到了此结构形式的主燃烧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0（4）：
22-25.
[9] Duboue J M，Liamis N P. Recent adcances in aero-thermal turbine
design and analysis[R]. AIAA-2000-3355.
[10] 张兴，薛秀生，陈斌，等. 示温漆在发动机测试中的应用与研究[J].

室主要参数包括压力损失和 FOTDF 的曲线。该总压力

测控技术，2008，
27（1）：
21-23.

损失随着整机转速的提高而增大，而扩压器的压力损

ZHANG Xing，
XUE Xiusheng，CHEN Bi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失所占比例随着整机转速的提高而减小，而火焰筒损
失所占比例则相应增大。
（3）测得了此结构形式的主燃烧室内、外环腔温
度和压力数据。内、外环腔的温度、压力都随着整机转
速的提高而增大，而且内、外环腔道的温度均略大于
主燃烧室进口温度。
（4）通过测得此结构形式的主燃烧室机匣壁温，
得到了不同转速下机匣的温度梯度规律，表明在机匣
的中前段存在 1 个最高温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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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燃油计量装置特性仿真与试验研究
余

玲，叶志锋，
王

彬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省航空动力系统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16）

摘要：燃油计量装置作为航空发动机燃油控制系统的执行机构对航空发动机的性能有直接影响，全面掌握燃油计量装置特性
是非常重要的。基于 AMESim 软件建立了航空发动机燃油计量装置的热液压模型，分析了燃油计量装置特性及受温度影响的规律，
并通过试验验证了仿真结果。结果表明：建立的模型具有较高的精度，在控制器指令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油温的升高，燃油质量流量
会有一定程度减小。
关键词：燃油计量装置；热液压模型；燃油控制系统；温度特性；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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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Study of Characteristics for Aeroengine Fuel Metering Device
YU Ling袁YE Zhi-feng袁WANG Bin
渊Jiang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erospace Power Systems,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冤
Abstract: As the implement mechanism of a set of aeroengine fuel control system, fuel measurement equipment has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eroengine. It is important to master performances of the fuel measurement equipment. A thermal hydraulic model
of the fuel metering devices was established, characteristics of aeroengine fuel the metering device and its variation with fuel temperature

changes were analyzed and simulation results were validated by experi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ccuracy of the model is high and fuel
mass flow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decline in constant controller command with the increase of temperature.

Key words: fuel metering device; thermal hydraulic model; fuel control system; temperature characteristic; aeroengine

装置特性的研究较为深入，
且考虑了温度的影响，
这一

0 引言

点从国外引进的航空发动机燃油计量装置普遍采用温

现代航空发动机要求对燃油流量进行精确控制，

度补偿机构即可印证。但此类问题研究成果鲜见发表。

以期在充分发挥发动机性能潜力的同时保障其安全。

国内对燃油计量装置特性做过一些理论与试验研究，

燃油计量装置作为实现发动机精确供油的执行机构，

但基本没有考虑温度的影响[3-4]。

是航空发动机关键附件之一。中国幅原辽阔，
南北地区

针对燃油计量装置特性及所受燃油温度的影响，

及四季气候温差变化极大，
油温变化会引起燃油密度、

建立了燃油计量装置的 AMESim 热液压模型；通过仿

黏度、
流量系数及机械偶件特性的改变，
进而引起计量

真及试验，
研究不同温度下燃油计量装置的特性。其结

装置中定压差活门等组件特性乃至计量流量变化[1]。在

果可供燃油计量装置工程设计人员参考。

此情形下，
为保证计量装置精确供油，
使发动机安全可
靠地工作，研究计量装置特性及受燃油温度影响的规

1 工作原理及 AMESim 模型

律，避免油温过高或者过低导致发动机燃油控制异常

典型的航空发动机燃油计量装置主要由计量活

甚至计量装置失效等是十分必要的 。国外对燃油计量

门、
电液伺服阀（或步进电机）、
位移传感器、定压差活

[2]

收稿日期：2014-05-19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NZ2012111）资助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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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及定压活门等组件构成[5-7]。中国某型燃油计量装置
的原理如图 1 所示，电液伺服阀与 LVDT 传感器等与
发动机控制器共同构成计量活门位移的闭环控制，决
定计量活门通油面积大小；定压差活门使计量前后压
差保持恒定，
理论上燃油流量仅由计量活门位移决定；
定压差活门的控制压差通过调节弹簧预紧力实现；定
压活门则为电液伺服阀提供定压油，即使泵后燃油压
力变化，
伺服阀油源压力不会随之改变[8-11]。
图 3 燃油计量装置试验系统

手动及电动调压
组件。计量后的燃油经涡轮流量计 Q2、
阀、
单向阀和冷却装置回到油箱中。其中开式油箱配备
油冷机，
能够对燃油进行制冷或加热，
从而为研究温度
对燃油计量装置特性的影响创造了条件；制冷模块和
加热模块分别装有温度传感器，能够实时显示燃油的
当前温度。具体的试验设备如图 4 所示，图 4（b）的左
侧是油冷机装置，
用于对燃油温度进行处理。

图 1 燃油计量装置原理

根据图 1 中各组件的相互关系，
考虑到燃油温度，
建立燃油计量装置 AMESim 热液压仿真模型，如图 2

（a）燃油计量设备和电子控制器

所示。模型中燃油黏度、
密度及流量系数等参数受燃油
温度变化的影响[12]。

(b) 燃油处理设备
图 4 试验设备

3 仿真与试验结果分析
燃油计量装置在常温下的稳态、动态特性曲线如
图 2 燃油计量装置 AMESim 仿真模型

2

试验系统

图 5 所示。计量装置出口质量流量 Q 随计量活门位移
变化的稳态特性如图 5（a）所示，
从图中可见，
仿真与试
验曲线几乎完全一致；计量活门位移 xv 正阶跃和负阶

用于验证仿真结果的试验系统如图 3 所示，主要

跃时，出口质量流量 Q 的动态响应如图 5（b）所示，从

由油源、
燃油计量、
油温处理、
雾化喷射、
回油等装置组

图中可见，显示响应无超调，调节时间为 0.2 s，
仿真与

成。

试验的最大误差约 8.8%；当计量活门位移 xv=2.5 mm
燃油由增压泵提供给主燃油泵 CBG-3，增压后流

经油滤、流量计 Q1 和压力传感器，最终进入燃油计量

时，
定压差活门控制压差(P1-P2)随计量后压力 P（背压）
2
变化的稳态特性如图 5 （c） 所示，压差始终维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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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0.22 MPa；计量活门前后压力 P1、
P2 及压差（P1-

从图中可见，
无论仿真结果还是试验结果，
燃油质量流

从图
P2）随活门位移 xv 变化的稳态特性如图 5（d）所示，

量均约减小 2.5%~3.5%。当计量活门位移置于 3.0 mm

中可见，
AMESim 模型仿真特性曲线与试验结果基本

时，
0~50 ℃的温度变化亦会导致定压差活门控制压差

一致，误差较小，说明所建模型精度较高，且燃油计量

约降 3%，
如图 6（b）所示。这是温度对燃油黏度、
密度、

装置各参数仿真与试验特性完全符合其工作原理。

流量系数及活门偶件间隙产生综合影响的结果，该结
果又直接导致图 6（a）的计量流量减小。

（a）计量流量随活门位移变化的稳态特性

（a）流量随燃油温度变化特性

（b）计量流量随活门位移变化的动态响应特性

（b）压差随燃油温度变化特性
图 6 计量装置流量与压差随燃油温度变化特性

上述结果验证了 AMESim 热液压模型的准确性和
可信度。通过模型仿真研究温度变化（-10~60 ℃）对计
（c）计量前后压差与出口背压的稳态特性

量装置流量 - 位移特性的影响，不同温度下的 1 簇仿
真曲线如图 7 所示。其中图 7（a）是流量 - 位移稳态特
性，
图 7（b）是活门位移从 2.5 mm 阶跃至 3.5 mm 时的
流量动态响应特性。从图中可见，
燃油温度递增时，
除

（d）计量前后压力、压差随计量活门位移的稳态特性
图 5 常温下试验与仿真对比曲线

为研究温度对计量特性的影响，保持齿轮泵转速
不变，计量活门位移分别置于 2.5、
3.1 和 3.7 mm，燃油
温度为 0~50 ℃，
计量流量的变化特性如图 6（a）所示，

（a）温度对流量 - 位移稳态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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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ering device [D].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2010.（in Chinese）
[7] 张东. 发动机主燃油控制系统建模仿真与试验验证[D]. 南京：南京航

(b) 温度对流量 - 位移动态特性的影响
图 7 温度对流量 - 位移特性影响的仿真曲线

计量活门质量流量有所减小外，流量 - 位移稳态或动
态调节特性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

4 结论
本文通过仿真与试验，研究了航空发动机燃油计
量装置稳态及动态特性，分析了燃油温度对计量特性
的影响，
得到以下结论：
(1)基于 AMESim 建立的考虑燃油温度影响的燃油
计量装置数学模型具有较高的精度，
在 0~50 ℃的范围
内，
其仿真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良好。
(2)仿真及试验结果均表明，燃油温度的提高会导
致定压差活门控制压差减小，进而导致计量的燃油质
量流量减小，
燃油温度在 0~50 ℃变化可导致燃油质量
流量最多减小 3.5%。因此，
在极端高温和极端低温的
气候环境下，
为保证燃油计量装置的精度，
必须进行温
度补偿[10, 13-15]。
(3)根据仿真结果，
在更大的温度范围（-10~60 ℃），
温度变化除产生流量计量误差外，不会对燃油计量装
置的稳态、
动态特性产生本质性改变或致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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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高压涡轮叶片表面红外发射率
测量及应用
徐春雷，薛秀生，
朴成杰，杨宝兴，刘自海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在使用 RotamapⅡ红外测试系统前需要已知被测涡轮叶片的表面发射率。阐述了 1 种使用电涡流加热涡轮叶片，从而获
得较大温度范围内的涡轮叶片表面发射率的方法。试验测试了某型航空发动机的新、旧 2 种高压涡轮叶片的表面发射率。试验结果
表明：不同温度下叶片的发射率数值会发生变化，新叶片的表面发射率随温度的升高而明显增大，当叶片表面发生严重氧化后发射
率变化较小，在±0.02 之间。采用 RotamapⅡ系统测试某型发动机高压涡轮叶片温场时，发射率数值可以取 0.893，其测温误差小于
被测物体温度的 1%。同时结合试验得出的发射率造成的测温误差曲线可以对红外测温结果进行修正。
关键词：高压涡轮叶片；发射率；温度场；测量；红外测温；电涡流加热；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6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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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and Application on the Surface Emissivity for Aeroengine Turbine Blades
XU Chun-lei袁 XUE Xiu-sheng袁 PIAO Cheng-jie袁 YANG Bao-xing袁 LIU Zi-hai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袁 Shenyang 110015袁 China冤
Abstract: It is necessary to know the surface emissivity of some turbine blades before using the Rotamap 域pyrometer system. By

using the eddy current heating technology can obtain the surface emissivity in a large temperature range. The new and the old turbine blades

were tested in the experiment. The experimental result shows that the emissivity will be changed in different temperatures袁 and the
emissivity of the new turbine blade will be increased with the rising of temperature. Once the blade surface is oxidized袁 the emissivity

variation value is small袁 and is in the range of 依0.02. In the Rotamap域 pyrometer system袁 the emissivity value can adopt 0.893袁 the error

that caused by emissivity is less than 1% of the subject temperature. The temperature can be updated using the temperature error caused by
emissivity error curve.

Key words: high pressure tubine blades曰emissivity曰temperature filed曰measurement曰infrared temperature measurement曰 eddy

current heating曰aeroengine

航空发动机研制过程中得到了大量应用[2]。红外测温

0 引言

法属于非接触式测温，相比传统测试方法具有以下优

航空发动机的发展以高温为主要特征，提高涡轮

点[3]：

工作温度是发展先进航空发动机的重要途径。如果能

（a）不会破坏被测物体的表面；

够掌握在发动机真实工作状态下高压涡轮叶片的表

（b）响应时间短，能实时测量不断变化的温度值；

面温度场分布，将对发动机性能研究和涡轮气冷叶片

（c）测温范围广，
灵敏度高。

的设计与优化提供很大帮助 。因此，涡轮叶片表面温
[1]

度测量成为 1 个研究热点。
红外测温技术作为 1 种先进的测温方法，在国外

因此，
红外测温法在发动机热端部件测温领域具
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但红外测温实际测量的是物
体的辐射能量，需要已知表面发射率才能得到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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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RotamapⅡ红外测温系统在测试前需要输入叶片
平均发射率或者每片叶片的发射率数值 ，所以提前
[4]

获知被测物体的表面发射率及其变化趋势能够有效
地减少由于发射率所带来的测温误差[5]。

子的热运动而产生红外辐射，而且辐射的能量随温度
的变化而变化[6]。在光学研究中一般将物体分为黑体
与灰体。绝对黑体的单色辐射能量 E 随波长变化的
规律如普朗克定律所示[7]
C1
姿5·
（e

（1）
-1）

式中：E 为物体的辐射能量，W/cm2·滋m；C1、
C2 为普朗
克第 1、2 辐射常数；姿 为波长，滋m；T 为物体的绝对温
度，Ｋ。

然而，工程上遇到的物体一般都是灰体。对于灰
体，
其单色辐射能量为
E着=

姿·
（e

C2
姿T

（2）
-1）

E着，该仪器指示的温度即为绝对黑体在单色辐射能量
正好等于 E着 时的温度，称为该灰体的亮度温度，用符
号 Tl 表示 。
[8]

此次测量所采用的红外测温仪波长 姿=1 滋m，测

温范围为 600～1000 ℃，当 姿T=3120 滋m·K 时，式
[9]

C1
姿·e
5

（3）

C2
姿T

由此可得

C2
姿T

为创新点之一，本次试验在中航工业动力所的热机复
合疲劳试验器上进行，试验设备如图 1 所示。该试验
器主要由感应加温系统、冷却水系统、电气控制系统
以及测试系统构成。通过采用电涡流加热的方式可以
实现大温度范围内的发
射率测量。而且感应铜管
内 部 有 冷 却 水 通 过 ，因
此，铜管本身的温度并不
高，加热装置不会给测试
结果带来较大误差。

=C1姿-5e

试验方法

图 1 热机疲劳试验器

RotamapⅡ红外测温系统的测温位置为每片高压

高压涡轮叶片叶背区域。叶片测试改装及电涡流线圈
位置如图 2 所示。图 2 中的 1 为高压涡轮叶片，2 为
电涡流线圈。通过调整叶片夹具和电涡流线圈的高度
使加热区域与涡轮叶片考核面对齐。考核面位于叶片
叶背较平整区域，沿水平方向分布有 2 支热点偶
（GH3030，尺寸为 φ1）测温点。电涡流加热涡轮叶片
时，沿叶片垂直方向温度差异较大，但在水平方向则
温度差异较小。2 支热电偶测温点之间的水平距离为
5 mm，取 2 支热电偶的平均温度作为测试点（图 2 中
位置 3）的温度，即为涡轮叶片的表面温度 T。这样处

根据亮度温度的定义可知
着·C1姿-5e

用短腔高温炉又无法实现大温度范围内的测量[10-13]。作

基本一致，
较有代表性。因此，本次发射率测量位置为

通常红外测温仪得到的是灰体的单色辐射能量

E=

射能量，
会给被测件发射率的测量带来极大误差，
若采

涡轮叶片叶背区域，
该区域比较平整所以发射率数值

式中：着 为灰体的发射率，
或者叫灰度系数。

（1）可简化为

目前，涡轮叶片的表面发射率是红外测温领域的

2.2

着·C1

5

试验设备

炉内进行。但由于高温炉炉腔内壁本身会产生较大辐

任何物体只要其温度高于绝对零度，都会因为分

C2
姿T

2.1

难点之一。国内对发射率的测量实验多在实验室高温

1 发射率标定原理及公式

E=

2 试验设备与测试方法

C2
姿T

1 = 1 + 姿 ln 着
T T1 C2

（4）

理既能减小叶片水平方向的温度差异，又没有破坏叶
热电偶 2

热电偶 1

1
2

（5）

于是，灰体的表面温度 T 便可根据 Tl 用上式求

3

2

算。同时可以得到灰体表面发射率
着=e

[ C2 （ 1 1 ）]
姿 T Tl

（6）

1

若已知物体的表面温度 T 和该辐射能量下黑体
的亮度温度 Tl，便可得到物体的表面发射率。

图 2 改装的高压涡轮叶片及电涡流线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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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真实表面。RotamapⅡ系统使用条件较复杂，需提

表 3 各温度下旧叶片的

表 4 各温度下新叶片的

供气源和发动机转速信号。因此使用与 RotamapⅡ红

表面发射率

表面发射率

外系统波长相同的红外测温仪 Cyclops 100 测量位置

温度 /℃ 发射率 温度 /℃ 发射率

温度 /℃ 发射率 温度 /℃ 发射率

3 的温度。初始设定红外测温仪发射率为 1，可以得到

599

0.858

849

0.912

608

0.79

852

0.881

该辐射能量下的亮度温度 Tl。在测试过程中，需注意

647

0.887

899

0.914

651

0.829

908

0.892

红外测温仪垂直叶背平面测量，
光线入射角需在±40毅

696

0.891

949

0.907

704

0.852

960

0.879

之间，红外测温仪用三角架固定，确保每次测试的位

748

0.888

1007

0.895

767

0.886

1000

0.898

801

0.887

803

0.871

置不变。通过调整 Cyclops 100 红外测温仪的焦距使
被测点位置 3 在其视场中清晰可见为止。对新旧 2 片
高压涡轮叶片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试验。
叶片表面的温度加热曲线如图 3 所示。靠近叶前
缘的热电偶 1 为温度监测点 1，靠近叶尾缘的热电偶
2 为温度监测点 2。以靠近前缘的热电偶作为温度控制
点。温度稳定时间为 120 s，

图 3 电涡流加温曲线

新、
旧叶片的发射率标定结果见表 1、2。其中表 1
为经过长时间试车的旧叶片的试验结果，表 2 为新叶
片的试验结果。T1、T2 分别为热电偶 1、2 测得的温度
值，
T 为二者的平均温度。亮度温度 Tl 为采用红外测
温仪 Cyclops 100 在发射率设定为 1 时 （被测表面真
实发射率小于 1）测得的温度。

T1

T2

T

597

601

645

益

温度下发射率数值曲线，
如图 4 所示。其变化趋势

可 知 ，新 、旧 涡 轮 叶 片 的

3 试验结果分析

标定结果

可以得到旧、新叶片在各

通过分析试验数据

测量 2 支电偶中间测温点

表 1 旧叶片的发射率

0.864。通过 2 组对比试验

如图中趋势线所示。

在此期间使用红外测温仪
的温度，
并记录相关数据。

軈1=0.893， 着
軈2=
率平均值着

表 2 新叶片的发射率
标定结果

益

表面发射率会随温度的

时引起的误差较大，在其他温度下的发射 率误差
为±0.02，趋势线斜率较小，数值变化不明显。对于
新叶片在各温度点下发射率的偏差较大，且发射率
明显随温度升高而增大。当新涡轮叶片的表面温度
达到 1000 ℃时，其表面发射率与旧叶片的表面发射
率一致。因此，采用 RotamapⅡ红外系统时，
若不知涡
轮叶片温度可使用 0.893 作为高压涡轮叶片的表面
发射率系数；若能估计出大致温度，则可根据温度值

T1

T2

T

599

591

604

611

607.5

595

649

647

640

647

655

651

640

692

699

695.5

688

700

707

703.5

693

测试系统是 1 套专门用于

744

751

747.5

739

763

771

767

758

测试发动机高压涡轮叶片

796

805

800.5

791

800

806

803

792

表面温度场的设备，其技

845

853

849

841

849

855

852

841

术指标见表 5。

894

903

898.5

890

904

912

908

897

942

956

949

939

950

969

959.5

946

998

1015

1006.5

994

984

1016

1000

988

通过表 1、
2 中的数据和式（6）可以计算出各考核
温度下旧、新涡轮叶片的表面发射率数值，分别见表
3、4。
通过表 3、
4 中的数据可得旧、新叶片的表面发射

标定曲线

变化而改变。对于旧叶
軈1=0.893 作为其发射率系数，则在 600 ℃
片，若取 着

Tl

Tl

图 4 涡轮叶片表面发射率

选择发射率系数从而减小误差。
英国 Rotamap Ⅱ 红 外 表 5 RotamapⅡ红外测试

表 5 中的测试精度为
不考虑叶片表面发射率误

系统技术指标
参数

数值

测温范围

600~1200 ℃

精度

600℃时±20 ℃
1200℃时±10 ℃

采样频率

1 MHz

分辨率

0.1 ℃

差的情况。在使用该设备
时可以选择输入平均发射率或者是每片叶片的发射
率系数。通过试验数据和普朗克方程可以得出，若使
軈1=0.893，所造成的温度误差曲线，如图
用平均发射率着
5 所示。在 600 ℃下使用平均发射率造成的测温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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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5℃，在 1200 ℃下使用平均发射率造成的误
差不超过±10 ℃，小于被测物体温度的±1%，满足
测温精度要求。若根据经验能估计出叶片温度范围，
则可以结合如图 5 所示发射率导致的测温误差数据
对红外测温结果进行修正，在整级涡轮温场测试中提
高绝对温度测试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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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 公司变循环发动机的发展
刘红霞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综述了 GE 公司自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所研制的 5 代变循环发动机（VCE）的发展历程、性能特点和结构特征。对第 1 代
VCE 的可调面积涵道引射器的结构及性能、第 2 代 VCE 的核心驱动风扇级的演变历程及结构特征和第 5 代变循环发动机的
“叶片上
的风扇”
（FLADE）结构形式进行了详细描述，对目前已经研制成功但尚未工程应用的 F120 变循环发动机进行了介绍。
关键词：变循环发动机；可调面积涵道引射器；核心驱动风扇级；可控压比发动机；转子叶片上的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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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Variable Cycle Engine in GE
LIU Hong-xia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Development course袁performance and structure features of five generations variable cycle engines(VCE) in GE were summarized

since 1960s. Structures and performances of variable area bypass injector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VCE, evolution and structural features of

core driven fan stage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VCE and the FLADE structure for the fifth generation VCE were described in detail. Fanally袁

the F120 VCE which has been developed successfully but without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was introduced.

Key words: VCE曰variable area bypass injector曰core-driven fan stage曰controlled pressure ratio engine曰FLADE

0 引言
VCE (Variable Cycle Engines) 是指通过改变发动
机某些部件的几何形状、
尺寸或位置来改变其热力循
环的燃气涡轮发动机。利用变循环改变发动机循环参
数，如增压比、涡轮前温度、空气流量和涵道比，可以
使发动机在各种飞行和工作状态下均具备良好的性
能。尽管 VCE 的研制难度极高，
如面临着飞 / 发一体

1 第 1 代 VCE——
—采用 VABI
可调面积涵道引射器（VABI）[6]是 GE 公司第 1 代
VCE 的关键构件。1976 年 2 月，在 1 台经改进的
YJ101 发动机上进行了双涵道变循环发动机试验。该
低涵道比涡扇发动机采用后 VABI，可在发动机工作
范围内平衡风扇和涡轮出口静压。
1.1

VABI 简介

化设计、部件匹配、发动机模态转换和多参数优化等

VABI 是 1 种有效的可调面积混合器，用于核心

技术难题，但因其可广泛应用于军用战斗机、民用 /

流和涵道流掺混的分界面处，可改变二者的相对比

垂直起降飞机和高超声速飞行器 [1-5]等，得到高度关

例，
若其位于喷管内，则称后 VABI[7]。其主要功能是以

注。GE 公司在推进系统创新和新概念发动机的实际

能独立于喷管内空气的工作状态控制风扇的工作线，

应用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对变循环发动机的研制

经实践证明，后 VABI 在某种程度上能独立于核心机

优势尤为明显。

系统来控制风扇系统。

本文重点介绍了 GE 公司各代次 VCE 关键结构
部件的研制情况。

采用后 VABI 的 VCE 专利结构如图 1 所示[5]，其
结构包括 VABI 的密封件和阀。

收稿日期：2014-03-03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刘红霞（1976），女，高级工程师，从事航空发动机和空天动力情报研究工作；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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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39 38 35 34
14

32

36

后 VABI

24 26

18

30

49

44

VABI 流入外涵道；此时，将 CDFS 的可调导向叶片的

48
11

VABI 阀
VABI 密封件

41

16

气不能全部通过核心机，未通过核心机的空气通过前

2

10

40

20 22

28 46

角度调小，从而减小核心机流量，使发动机涵道比达
到最大。

42

在亚声速巡航状态下，发动机能使进气道溢流

12

和内部性能达到最佳匹配。发动机在节流到巡航状

2

图 1 采用后 VABI 的变循环发动机结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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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前保持最大流量，即可消除常规混排涡扇发动机
在节流过程中出现巨大溢流和后体阻力。增大涵道

VABI 的工作原理

比不仅可以提高推进效率，改善性能，而且可以降

以往 GE 公司的 VCE（如混排涡扇发动机）要求

低约 15%油耗。

核心和涵道气流掺混时有相等的静压值。随着单、双

在加速 / 爬升和超声速巡航时，发动机为单涵道

涵道 VCE 的发展，转换阀打破了静压平衡的限制条

工作模式。关闭模式选择活门，
关小前、后 VABI，仅允

件，使后部涵道和排气系统的复杂性增加。无需关闭

许少量空气通过核心涵道，使喷管冷却；前段风扇的

VABI 涵道通向主排气流的入口，仅需改变静压平衡

出口空气流量几乎全部通过后段风扇和高压压气机，

平面的面积，即可维持涵道气流与核心气流掺混时的

产生较高推力，
可保持飞机高速飞行。

静压平衡，
从而使发动机在最大功率和低功率工作状

在超声速循环研究计划（SCR）中，对 GE21 进行

态下的涵道和核心机出口总压最优，并能在更宽的工

了试验，实现了计划的主要目标，在最关键的 VCE 特

作范围内提高发动机的循环匹配能力。VABI 虽不具

征的概念、硬件和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这为

备与完全分离流发动机相同的控制风扇压比、转速和

VCE 计划的实施，特别是为 F120 发动机的研制打下

涡轮温度的能力，但仍保留了大部分的循环优点，且

了坚实基础。

简化了排气系统[6]。

2.1

当发动机以涡喷模式工作时，VABI 阀关闭；以涡
扇模式工作时，VABI 阀打开。

CDFS 简介
CDFS 的特征即将风扇分成 2 部分 [9]，后段风扇

（核心驱动风扇）被直接连接到高压转子上，发动机利
用这 2 个外涵道，在整个工作范围提供合适的内部空

2 第 2 代 VCE——
—采用 CDFS
GE 公司的第 2 代 VCE 编号为 GE21，
其结构如图

气流量，其结构如图 3 所示。

2 所示。其风扇分为前、
后 2 段，
均有单独的涵道。后段
MFTF

风扇（即核心驱动风扇，
CDFS[8]）与高压压气机相连，由
高压涡轮驱动。其他关键部件还包括模式选择活门、
前
VABI、
后 VABI 和可调面积低压涡轮导向器等。
前段风扇 后段风扇（CDFS）

VCE

旁通门

CDFS

外部 / 内部涵道

VABI

图 3 MFTF 和 CDFS VCE 的比较

后 VABI
同心环喷管

图 3 中的上面部分是混排涡扇发动机（MFTF），
下 面 部 分 是 CDFS VCE。 MFTF 仅 有 1 个 涵 道 ，而
CDFS VCE 有内、外 2 个外涵道。内部涵道引导气流

模态选择活门
前 VABI 可调面积低压涡轮

图 2 GE 公司第 2 代 VCE

该 VCE 发动机为双工作模式。在起飞和亚声速
巡航时，发动机以双涵道模式工作，通过提高前部分

流经核心驱动风扇级后进入主涵道；外部涵道引导气
流直接进入主涵道。流经 2 个涵道的空气流量由位于
外部涵道内的旁通门（模式选择阀）控制：旁通门打开
时，
发动机处于双涵道工作模式；旁通门关闭时，发动
机则以单涵道模式工作。

风扇的转子转速，同时选择活门以及前、后 VABI，使

CDFS 能改变发动机的风扇压比（FPR），以更好

前段风扇的空气流量达到最大。由于转速不匹配，空

地与飞行状态相匹配；同时能够合理 分配涡轮负

荷，并允许在流量恒定、推力级范围内，调节发动机

XF120 发动机上。

的推力。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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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扇分离结构能灵活地控制 FPR，但在亚声速巡

CDFS 技术的演变

航下核心驱动风扇（后段风扇）的 FPR 被设置得较低

核心驱动风扇级的前身是
“风扇分离”
。二者的主

时（操作），就会损失核心风扇级提供的核心增压，总

要区别是：核心驱动风扇级用分流隔板驱动气流分别

压比（OPR）也会随之降低。在核心驱动风扇上增加分

进入涵道流和核心流中，
而风扇分离仅将风扇级附加

流隔板，可使内部涵道流路与核心发动机流路分开

到核心转子上；CDFS 能分别控制内、外部涵道的流

（图 5（b）），独立于核心机压力控制内部涵道流压力，

路。二者在结构上的差别如图 4 所示。
62

64

核心驱
动风扇

该结构即为 CDFS。
内部涵道入口
26

73

60

分流隔板

56

28

14

80

82

76

前部分
风扇

68

22
24

25

92
12
1629 90 41
58
33
32
43
环形铰接
调节片

30

后部分
风扇

40
36

10
34 76

42
38

48 44
56

13
74

52

78

50

72

（a）专利 US 4068471 揭示的“2×1”风扇分离 VCE
（单涵道工作模式）

轴流压气机

12
18

24
22

72

57

后部分
66
风扇

（a）风扇分离结构
64

76

内部涵
道入口

98

图 5 GE 公司专利揭示的“2×1”和“1×1”风扇分离结构

73

92

96

78

68

100

94

92

（b）专利 US 5694768 揭示的“1×1”风扇分离变循环
涡扇 - 冲压发动机（双涵道工作模式）

62

核心驱动风扇

56

旁通阀 94
模式选择阀 90

CDFS 进一步发展，就是为核心和涵道流路增加

88

分流隔板

90

轴流
压气机

独立的铰接进口导向叶片（IGVs），
从而独立设置涵道
流路的静子，
不受核心压气机 IGV 影响。这种结构布
局既有利于控制内部涵道流路的工作线，又能取消前
VABI。优选的 CDFS VCE 结构[12]如图 6 所示，从图中

22

24

可见 CDFS 的分流隔板和 IGV。

57

（b）CDFS 结构

10
44 52 92 94
82
40
111 83 78
P16
42
49
102
47
54
98 42A
104
49A
107
74
100 96
43
32
38
80
84
24
70
56 18 112
46 88
108
20
110
A
48 106
64
62
P56
45
37
37
22
72
28
90
86
118
60
23
33
12
34 36
116
109 26 120
19
30
35

图 4 专利 US 5680754 揭示的结构

风扇分离结构的发展贯穿于 20 世纪 80 年代，
90

50

年代以 CDFS 应用到 F120 发动机上为标志发展到顶
峰。期间，
对以
“1×2”风扇分离和“2×1”风扇分离为

69

122

68

130
16

14

代表的多种风扇分离结构进行试验，证明了该结构的

48—分流隔板；84—静叶尖部；86—静叶根部；88—可旋转的尾缘尖部调节片；
90—可旋转的尾缘根部调节片

有效性，并应用于多型现代发动机设计中；
“1×1”风

图 6 专利 US 5809772 揭示的 CDFS VCE 结构

扇分离也纳入最近的设计研究 中。“2×1” 和“1×
[11]

[10]

1”风扇分离结构如图 5 所示。

3 第 3 代 VCE——F120 发动机

为了控制流经内部涵道的空气流量，早期的风扇

F120 是美国空军先进战术战斗机 F-22 的候选

分离结构都采用前 VABI，
但这会导致质量大、费用高

发动机，在 GE 公司的编号为 GE33。它是美国空军和

和控制复杂等问题；现已选择专门的内部涵道流出口

海军在 1983~1990 年主持的 ATEGG （先进涡轮发动

导向叶片作为替代品，替代了前 VABI，且已应用于

机燃气发生器）、JTDE（联合技术验证机）等一系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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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产物。这些计划研制最终用于第 3 代 VCE——
—
F120 发动机的先进部件 。
[13]

性和航程方面，表现得更优异。
与 XF120 相比，YF120 发动机的流量更大，能满
足不断改变的机体需求和喷管冷却要求，并把保障性

双涵道工作模式
模式选择阀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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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风扇涵道

后 VABI

加方排气系统

始终作为关键设计目标，将质量降至最低，复杂性要
求也有所降低。在 ATF 的原型机试验计划中，YF120
发动机成功地应用于 YF-22 和 YF-23 飞机上，达到

模式选择阀关闭

外部涵道

公共涵道

单涵道工作模式

图 7 F120 发动机的变循环概念

了质量、寿命、适用性和性能的目标，也达到甚至超过
了不加力超声速巡航推力的目标。
综上所述，与 F110 系列发动机相比，F120 发动
机的结构更简单，零件数减少约 40%。虽然 F120 发

F120 发动机的变循环特征基本与 GE21 的相同，

动机在第 4 代战斗机（F-22）的竞争中不敌 F119 发

也同样能够以单涵和双涵模式工作；二者区别是

动机，但其仍将作为 F119 的替换发动机继续研制，

F120 发动机将可调模式选择活门改为比较简单的被

VCE 也仍是 IHPTET 计划的 1 项重要技术目标。

动作动旁路活门。
F120 基本结构是 1 台带对转涡轮的双转子涡扇

4 第 4 代 VCE——
—可控压比发动机

发动机。低压涡轮驱动 2 级风扇，
高压涡轮驱动 5 级

可控压比发动机（COPE）[14]是 GE 和艾利逊公

压气机 （含 1 级 CDFS）；2 个单级涡轮对转；CDFS 与

司在 F120 发动机的技术基础上联合研制的第 4 代

压气机相连，其功能恰似 1 个风扇的后面级；控制系

VCE。

统为 3 余度多变量 FADEC。

COPE 方案的关键系统——
—涡轮系统包括 3 个

在亚声速巡航的低功率状态下，发动机以双涵

部件，即高效可调面积高压涡轮导向器、高负荷跨声

（涡扇）模式工作。第 2 级风扇与 CDFS 涵道之间产生

速高压涡轮和无导叶对转低压涡轮。其成果将用于

压差，被动作动旁路系统由此打开，外涵道进入更多

XTE76 验证机、XTE77 验证机和 JSF 发动机(F136)。

空气，风扇喘振裕度增大。此时，后 VABI 也打开，大
量外涵空气引入主排气流，使推力增大。

（1）可调面积高压涡轮导向器
可调面积高压涡轮导向器的设计是为提高不加

在超声速巡航的高功率状态下，发动机以单涵

力推力和降低亚声速的耗油率，允许发动机在 1 个宽

（涡喷）模式工作。关小后 VABI，
使涡轮框架、加力燃

广的压比范围内以恒定的涵道比工作。因为能在更大

烧室内衬和尾喷管内衬前后保持正的风扇冷却气流

的工作范围内保持在固定的匹配点上，使高压压气机

压差；同时外涵中的压力增加，直到超过第 2 级风扇

的效率更高。变面积导向器常遇到的冷却漏气引起的

排气压力为止；在反压作用下，旁路系统模式选择活

性能损失问题可通过 1 种独特的凸轮驱动蛤壳设计

门关闭，迫使空气进入核心机；少量空气由 CDFS 后

解决。因此，在部分功率状态下，使用可调面积高压涡

引出，供加力燃烧室、
喷管冷却以及飞机引气使用。

轮导向器的发动机耗油率将比常规高单位推力涡扇

F120 发动机的研制历经 3 个阶段：第 1 阶段用
XF120 进行地面验证，第 2 阶段用 YF120 进行飞行

发动机的降低 10%~15%。
（2）单级高负荷跨声速高压涡轮

试验，第 3 阶段吸取了 XF120 和 YF120 的所有研制

COPE 的单级高负荷涡轮优于常规的单级和双

经验，结构最终成型。在第 1、2 阶段研制基础上对叶

级涡轮。由于零件数减少和尺寸减小，质量、
冷却气流

轮机进行改进，用 1 个被动旁路系统代替了可调模式

量和成本都有所降低。运用 CFD 和 F120 发动机的

选择活门，改善了匹配特性和效率；FADEC 简化到常

高、
低压涡轮的研制经验，进行降低高、低压涡轮干扰

规涡扇发动机的水平；还验证了基本循环的灵活性、

损失的叶片设计。结合先进的气动和冷却技术，使级

性能特性、涡轮温度能力和失速裕度，以及二元矢量

负荷能力大大提高。

喷管的工作特性。因此，F120 比目前战斗机发动机的
复杂性降低，但在灵活性、
保障性、速度、加速性、机动

（3）双级无导叶对转低压涡轮
双级无导叶对转低压涡轮是 1 种革命性的方案，

97

刘红霞：GE 公司变循环发动机的发展

第2期

有许多潜在的优点。设计权衡表明，这种方案特别适

里掺混，通过共同排气通道排出。若取消后混合器，
则

合未来军用飞机的推力要求，然而低压涡轮设计面临

来自后风扇的气流通过分离排气通道排出，而来自后

固有的高周疲劳问题。高负荷跨声速高压涡轮气动设

涡轮叶片的气流通过内部排气通道排出。
工作时，外部风扇叶片向集流环和排出通道施加

计与双级无导叶对转低压涡轮的优化需要结合气动、
传热和结构动力学等多学科进行。从高压涡轮来的跨

不变的 FLADE 气流压力。FLADE 气流在需要时可通

声速流的强迫响应需要与低压涡轮的气动性能、冷却

过改变外部导流叶片的位置被节流；前风扇气流可

和结构响应综合考虑。从 COPE 涡轮系统结合得到的

通过改变进口导流叶片的位置被节流。通过选择合

数据将修正设计程序，使低压涡轮质量轻、效率高、抗

适的外部导流叶片和进口导流叶片的位置，可使

高周疲劳能力强。

FLADE 气 流 的 流 量 和 压 力 在 在 最 大 数 值 与 低 于

5 第 5 代 VCE－自适应循环发动机

40％最大值（近地状态）的推力范围内保持不变（或

200 7 年 美 国 启 动 了 自 适 应 通 用 发 动 机 技 术
（ADVENT）计划，开发和验证自适应循环发动机[15]。
自适应循环发动机采用可控压比发动机的技术，并在
发动机外围增加 1 个从主风扇出来的单独外流道和

近似保持不变）。
5.2

方案 2
带后 风扇的 自适 应循 环 发 动 机 方 案 2 如 图 9

所示。

1 个“转子叶片上的风扇（FLADE）”
。FLADE 是接在

前风扇

风扇外围的 1 排短的转子叶片，通过打 开或关闭
FLADE 前面的可调静子，可以调整发动机总的空气

后风扇涵道
后风扇叶片 单级后风扇
后涡轮涵道
核心机 128
拱形台

后涡轮叶片（静叶）

流量。

后风扇转子

专利 US2012/0131902 揭示了 GE 公司研制的 3
种带后风扇的自适应循环发动机方案，但从有关资料

后涡轮叶片（动叶）

看，在 ADVENT 计划下进行验证的自适应循环发动

图 9 带后风扇的自适应循环发动机方案 2

机是不带后风扇的方案，
说明这些带后风扇的方案可
能还处于研发阶段。
5.1

从图中可见，与方案 1 相比，方案 2 后风扇的结

方案 1

构不同。方案 2 的后风扇包括同向旋转的 1 个或多个

带 后风扇 的 自 适应 循 环 发 动 机 方 案 1 如 图 8
所示。
后风扇
排出通道 涵道
前风扇
导流叶片42 外部风
扇叶片
32

32

34 38

66

52 56 60

48
A

带有 1 个环形排列的后涡轮叶片，
其上游还有 1 个环
64

集流环

58

54
进口导流叶片

双极后
风扇 后混合器 共同排
气通道

61

分离排
气通道
内部排
气通道

14

形排列的成翼型形状的后涡轮静叶。转子携带的混合
叶片包括后涡轮叶片（静叶）、后涡轮叶片顶部的拱形

62

50
24 26
风扇叶片
46

转子，并连接在一起形成 1 个后转子。每个转子都携

28
68

图 8 带后风扇的自适应循环发动机方案 1

从图中可见，空气在压气机中压缩后与燃油掺

台和从拱形台向外延伸的后风扇叶片。后涡轮叶片位
于后涡轮涵道内，接收来自前风扇和核心机的混合气
流。后风扇叶片位于围绕着核心机和内涵道的后风扇
涵道内。后涡轮叶片吸收气流能量，并通过转子将能
量传递给后风扇叶片。该发动机的工作过程与方案 1
的相似，主要区别是单级后风扇与双级后风扇相比，

混，
在燃烧室中燃烧产生燃气。高压涡轮吸收燃气能

压比更低。

量驱动压气机；低压涡轮吸收燃气和内涵气流混合物

5.3

的能量驱动前风扇；后涡轮叶片吸收燃气能量驱动后
风扇产生推力，因 2 级后风扇的后涡轮叶片和后风扇

方案 3
带后风扇的自适应循环发动机方案 3 如图 10

所示。

叶片的曲度相对，
因此 2 级后风扇对转。后混合器位

从图中可见，该类型发动机的外涵道延伸至核心

于后风扇下游，来自后涡轮叶片和后风扇的气流在这

机后部，并与流线型中心体内部相通。外部风扇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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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 FLADE 气流，冷却中心体通过图示的 C 冷却孔
来冷却，若直接从图示的 T 处排出，则产生额外推力。

220

266

212
外部风
240 扇叶片 238 执行机构 内涵道
290 288

流线型
中心体

248

294

216

280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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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supersonic commercial applications[R]. SAE 2005-01-3400.
[3] Varelis A G. Variable cycle engine for combat STOVL aircraft [D].
London：
Cranfield University，
2007：
127 .
[4] Paul M B. Future applications of the JSF variable propulsion cycle[R].
AIAA-2003-2614.
[5] Itahar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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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

286 214

HYPR90-T variable cycle turbo engine for HST[R]. ISABE 97-7013.
[6] Johnson J E. Variable cycle engine developments at general electric[R].

图 10 带后风扇的自适应循环发动机方案 3

方案 3 发动机采用核心驱动风扇级 （CDFS），形
成 1 个位于压气机上游与内涵道相通的涵道。核心驱
动风扇叶片在 CDFS 涵道内，上游是成翼型形状的可
调导流叶片，其安装角可通过执行机构改变，以节流
通过 CDFS 涵道的气流。当导流叶片（290）打开时，
CDFS 能增大内涵道内气体压力，从而增大发动机总
有效风扇压比。
调节 FLADE 气流，可管理低压转子产生的功率，
例如，关闭前段风扇的外部导流叶片，
可提高电载荷。

6 结束语
VCE是未来高推重比发动机和高超声速飞行器
动力装置的首选。通过分析 GE 公司各代 VCE 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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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发动机使用经济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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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在发动机研制过程中进行直接使用成本分析，从设计中降低其直接使用成本，对民用发动机使用经济性进行了初
步研究。从所有权成本、燃油成本和维修成本等方面分析了民用航空发动机直接使用成本的组成，分别给出了计算方法，并从这些
组成的角度给出了提高发动机使用经济性的途径；在维修成本压缩空间最大的前提下，对发动机送修成本模型和送修策略制定方
法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使用经济性；直接使用成本；维修成本；民用航空发动机；维修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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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tudy Direct Operating Cost 渊DOC冤 of civil aviation engine during development stage袁 the elements of the direct

operating cost were analyzed袁 including total cost of ownership袁 fuel cost and maintenance cost. Then the calculation approach to improve

DOC of aeroengine about these elements was given. Seeing that the maintenance cost compressing space is the largest袁the methods to
develop engine shop visit cost model and shop visit policy were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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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新一代民用发动机发展目标是寻求费用、
性能、
进
度和可靠性、
维修性等多种要求的综合最佳[1]。因而，
减

的计算方法，
并对提高民用航空发动机直接使用成本
的途径进行了探讨。

1 发动机的直接使用成本
飞机的直接使用成本（DOC）组成部分比例如图

少直接使用成本是发动机的 1 项重要设计指标[2-3]。不
论是民用航空公司还是航空工业部门，对航空发动机

1 所示。其中，
燃油费、
所有

的使用经济性问题都很重视。例如，
美国 Tech56 计划

权成本和飞机维修费用比

的研制目标是将发动机燃油消耗率降低 4%～8%，拥

例很大，
直接受发动机使用

有成本和维护成本降低 15%～20%；
B787 客机在设计

经济性的影响。发动机的直

中要求其发动机的直接使用成本比 B747 所用发动机

接使用成本由发动机所有 图 1 DOC 组成部分比例

的低 15%～20%[4]。航空公司也将发动机使用经济性作

权成本、燃油费和发动机维修费组成，其在飞机 DOC

为飞机选型的重要依据。研究民用发动机的使用经济

中所占的比例一般依次为 5%，
11%和 2%左右[6]。

性问题，
对提高民用飞机经济可承受性有重大意义。

1.1

本文利用民用飞机 DOC 的概念分析了民用航空
发动机的直接使用成本的组成要素，给出了这些要素

发动机的所有权成本
发动机的所有权成本由购买成本和折旧等组成，

是发动机随飞机购买之后生成的 1 笔相对稳定的支

收稿日期：2013-06-27
作者简介：黄兆东（1982），
男，
博士，
工程师，
从事型号工程费用分析与经济可承受性相关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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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R）×FP
t

出。在飞机购买过程中，
除了飞机上安装的发动机之
外，航空公司往往还会购买一定数量的备份发动机以
供发动机维修拆换。航空公司购机的资金来源主要有
3 种：航空公司自有资金或股本、贷款、租赁。购买飞
机往往需贷款，这时产生的是利息费。
利息费是指购买发动机过程中所借贷款的利息
支出。其计算模型为
X=

PeB
，
I= X×m×M-Pe
1-（1+B）-m
N×U

式中：Pe 为总投资额；
B 为利率；m 为每年还款次数；X
为每次偿还额；M 为贷款年限；N 为折旧年限；U 为年
利用率；
I 为利息。
航空公司通过贷款购机的方式拥有发动机，则拥

式中：R 为航程；FP 为燃油价格；F（R） 为轮档耗油；t
为轮档时间。
作为发动机的直接使用经济性参数，影响耗油率
的因素很多。从气动热力的角度得知，发动机的涵道
*

比 B、涡轮进口温度 T4 等都对 sfc 产生影响。目前常
用的耗油率气动热力计算公式为[8]

+（1+B）fb,af]
b
vol）
sfc= 3600[f（1-v
（1+B）Fs

式中：fb 为油气比；fb,af 为加力油气比，通常根据发动机
的燃烧室设计查表、计算得出；v vol 为空气冷却系数，
*

取决于冷却方式和涡轮进口温度 T 4 ；Fs 为发动机单

有发动机费用中应包括折旧费用。在计算折旧费用

位推力。

时，采用平均年限法（即直线摊销法），折旧费的计算

1.3

模型为
D= Pe×（1-R V）
DP×U

式中：R V 为残值系数；
DP 为折旧年限；D 为折旧费。
目前航空公司在采购飞机 （尤其是干线飞机）过
程中一般采用融资租赁的方式，因此发动机的购买成

发动机的直接维修成本与年利用率、平均航段距
离、
民航维修体制等密切相关。对于在役飞机尽可能
采用实际数据进行维修成本分析。对于新研制发动机
一般采用 AEA 方法估计[9-10]。该方法中，发动机的维
修成本分为维修劳务成本和维修材料成本 2 类。
（1）发动机维修劳务成本 Lt（元 / 轮档小时）为

本表现为租赁费。假设租赁保证金比例为 r；租赁期
年限为 T；租金为每月支付；年贴现率为 m；承租期满
的发动机残值为 q；租赁手续费占租金的比例为 s；发
动机的价格为 Pe；则每月的租赁费用为
A = Pe-q×Pe×PVIF-r×Pe
（1+s）×PVIFA
1
PeT×12
（1+m/12）
式中：年金折现系数 PVIFA=
，现值系
m/12
1
数 PVIF=
。
（1+M/12）T×12
1.2

发动机的燃油费用
飞行中的燃油费用取决于飞机完成特定航线所

消耗的轮档燃油和燃油单价，其中轮档燃油的计算

Lt=0.21×R×C1×C3×（1+T）0.4
式中：
C1=1.27-0.2B0.2，C3=0.032Nc+k；T 为海平面起飞
推力；B 为涵道比；
Nc 为压气机级数；k 为轴数 Nsh 的
函数。
（2）发动机维修材料成本 Mt（元 / 轮档小时）为
Mt=2.56（1+T）0.8×C1×（C2+C3）
式中：C2=0.4×（ Por ）1.3+0.4。
20
综合上述公式，可得：涡扇 发动机维修成本
=Ne×（Lt+Mt）t+1.05 ，单位是元 / 轮档小时。式中：Por
t
为总压比，Ne 为发动机数目。

2 提高发动机使用经济性的途径分析

根据典型的任务剖面进行，其计算结果与飞机的性
能参数如巡航速度、巡航时的升阻比、发动机之间
的油耗性能等存在密切关系。在飞机机体参数不变
的情况下，改善发动机的油耗特性对改善其 DOC 有
很大意义[7]。
在计算燃油费用时，
需要充分考虑燃油价格和燃
油消耗量的关系。计算模型为

发动机的维修费用

随着飞机对动力系统的要求和发动机技术复杂
程度的不断提高，发动机研制、生产和使用费用在不
断增加。为了提高发动机的使用经济性，就要从降低
发动机的研制 / 生产成本、降低发动机油耗、减少维
修费用等方面开展工作。
2.1

发动机研制中的经济性分析
在发动机研制过程中，
应将成本与技术、性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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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可靠性等要求列为同等重要的参数予以确定，并

本已经成为各发动机制造商、发动机维修商和航空公

考虑研制项目的全寿命成本问题。确定准确的生产、

司所关注的焦点。
航空发动机的维修已经从 19 世纪 50 年代单纯
的故障后维修发展到现在的修复性维修、定时维修和
视情维修等多种方式并存。修复性维修是指设备发生
故障后，使其恢复到规定状态；定时维修是在已知寿
命分布规律或者损耗规律的情况下对设备进行的定
时拆修或者定时报废；视情维修是对设备定期或者连
续的状态监测结果实施的预防维修，根据设备的实际
状况来确定，
是最经济的 1 种维修方式。
根据维修地点分类，发动机的维修成本分为航线
维修成本和车间送修成本。航线维修成本主要指在航
线上对发动机的故障进行检查和对发动机故障件进
行更换所需的人工时和材料费用；
车间送修成本指发
动机从飞机上拆卸以后返厂到车间内进行检查、测试

使用和维修等阶段中的成本参数（如每单位的装配成
本和使用成本等），并与进度、性能和可靠性等参数间
达到平衡。在此过程中要调研类似发动机或者历史设
计经验的基础上给出各分系统的成本目标值，以此作
为验证和修正发动机设计的基本依据之一。
2.2

请用户参与设计
请客户参与发动机设计对于明确发动机需要达

到的性能和成本指标非常重要。飞机的维修费用占飞
机 DOC 的 10%～20%，发动机的维修费用占飞机维
修费用的 40%左右。与发动机价格和油耗等 2 个方
面相比，发动机的维修费用是最有控制空间的。提高
发动机的可靠性可以减少发动机的故障次数，提高发
动机的维修性和保障性可以降低在维修过程中所需
的成本费用。所以在设计过程中，成立 IPT 小组，
利用
并行工程的手段进行可靠性、维修性和保障性设计是
必须的。例如，波音公司按照 MSG-3 逻辑，合理安排
维修工作和周期使 B737-600/700/800 发动机的定检
工作量不断降低，较之旧系统的 B737 飞机的维修成
本降低了 18%～20%[11]。
2.3

做好使用中的成本监控
发动机制造商应与民航公司密切沟通，对发动机

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各项成本进行监控。制造方的成本
监控主要是指制造方的使用成本管理人员定期从客
户、供应商或其它途径获得维修成本数据，通过分析
比较得到对某种机型或某个客户的使用成本方面的
评价，其基础是统计意义上的评估。通过评估可以达
到 3 个目的：
（1） 根据统计分析结果找出现役发动机
设计或维修大纲方面的薄弱点，
提出改进措施；
（2）通
过长时间对不同机型使用成本的统计为新型发动机
的使用成本分析提供基础；
（3） 通过比较不同航空公
司的使用成本，分析航空公司维修管理方面存在的问
题，提供客户改进建议。

3 发动机送修成本估算方法与控制策略
飞机的维修成本构
成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
见，动力装置的维修费用
所占 比例高 达 38%。 如
今，民用发动机的维修成

图 2 飞机维修成本构成

和修理所需要的人工时和材料费用。送修发动机的故
障相对复杂，航空公司没有处理能力，往往送到专门
的维修厂家。由于维修过程相当复杂，技术含量很高，
所以送修成本非常昂贵，一般每次送修费用在不包括
时控件更换的情况下需百万美元左右。如果包括时控
件更换，费用还会大大增加。发动机的送修成本平均
占发动机总维修成本的 90%以上。因此，
控制好发动
机的送修成本是控制发动机维修成本的重要途径。
3.1 发动机送修成本估算
控制发动机送修成本必须做到事前预测、事中监
控和事后分析。这个过程中，对发动机单次送修成本
进行估计非常必要。估计的合理性和准确性直接影响
送修计划的安排、送修决策的确定和送修资金的规
划。国外现有的送修成本估算方法多以大样本数据为
基础，或者是找到统计规律、使用分布概率、利用类似
样本。比如，
GE 公司从引起发动机送修的原因出发，
根
据大量历史数据结合发动机的使用条件、使用环境和
使用水平给出性能、
可靠性、
时控件和其它因素的概率
分布规律，根据具体需要进行的维修工作结合部件价
格、
部件报废率、
部件维修程度、
车间维修效率、
维修人
工时费率等经验参数计算每次送修的维修成本。
但国内面临着 1 种小样本情况，需要研究发动机
送修成本的小样本估算方法。该方法[12-13]将送修成本
的估算分为确定和不确定 2 部分，
对于不确定部分根
据统计分析和相关经验选择以 EGT 裕度、送修间隔
时间和总飞行小时建立参数模型，并通过建立多个模
型且使用粗集的属性重要程度确定权重进行多模型
的线性组合，
完成送修成本的估算。该方法在东方航
空公司的 CF6-80C2A5 发动机上取得了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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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于送修决策的送修费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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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naut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2008（13）：
40-45.（in Chinese）

发动机的送修费用非常高，
动辄上百万美元。但
是如果只考虑减少送修而设定过低的维修等级，可能
会缩短发动机下次装机时间，导致单位飞行小时维修
费用过高。因此，
根据发动机技术状态制定出合适的

[3] Huang Zhaodong，Chang Wenbin，Xiao Yiyong，et al. PLS based

送修等级，
才能使维修成本控制落到实处[14]。
维修等级确定的本质依据是设备的性能。航空发
动机气路参数（压力、温度等）和各气动部件的特性
（效率、流通能力等） 之间存在严格的气动热力学关
系。因此，很多学者从这个角度出发确定维修等级，即

[4] 张宝诚，刘孝安. 航空发动机可靠性和经济性[M]. 北京：国防工业

通过测量气路参数的变化判断发动机部件特性的变
化，从而达到性能监控的目的。这种性能监控方法叫
做气路分析法。
近几年蓬勃发展起来的数据挖掘技术也为确定
设备的维修等级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基本思想是
根据历史记录中庞繁纷杂的状态信息和实际的维修
等级信息，
运用数据挖掘算法找出二者之间的关联规
则，从而为以后的维修等级决策提供依据。数据挖掘
方法可以看作是
“小偏差法”
的 1 种扩展，
但其更具有
工程应用价值：现场工程师不太可能去计算复杂的方
程，
而更习惯利用合理的规则去作判断。将数据挖掘中
现已
的粗糙集理论[15]引用到发动机送修决策的研究中，
在 CFM56 发动机的维修决策支持方面得到应用。

4 结束语
民用航空发动机的使用经济性对民用飞机的经
济性具有直接、重要的影响。发动机采购成本在飞机
整机成本中所占比例很大，
发动机的燃油消耗特性直
接影响飞机的燃油经济性，发动机的维修成本在飞机
维修成本中占 40%左右。所以，必须在设计阶段从各
方面开展降低发动机直接使用成本的技术研究。本文
对发动机直接使用经济性的组成和降低措施进行了
初步研究。后续研究还要从发动机直接使用成本中所
有权成本、燃油成本、维修成本等 3 方面分别进行估
算、分析、控制等专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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