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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发性能一体化技术在航空发动机设计中的应用

梁彩云，谢业平，李泳凡，施 磊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分析了国内外飞 /发性能一体化设计技术的发展，中国现处于飞机和发动机双方通过协调确定各自技术状态阶段，尚未

开展系统一体化设计。详细阐述了前机身、进气道与发动机在流场、流量及隐身性能，发动机尾喷管与飞机后机身在安装性能、隐身

性能，飞机功率提取、环控引气与飞 /发性能、稳定性等一体化设计技术的研究内容。详细分析了在航空发动机研制中应用飞 /发性

能一体化技术的主要关注点，并指出了飞 /发一体化设计技术推广应用的方向。

关键词：飞 /发一体化；性能；匹配设计；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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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ntegrated Aircraft/Engine Technology in Aeroengine Designing
LIANG Cai-Yun袁 XIE Ye-Ping袁 LI Yong-Fan袁 SHI Lei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The design technology of aircraft/engine were analyzed in the world. The aerospace manufacturers from aircraft field and

aeroengine field in China have not started integration designing yet. The status in China is that aircraft design and aeroengine design are
determined through negotiation between both sides. The integration technology was expounded, which includes the fuselage forebody, inlet
and aeroengine match in terms of flow field, mass flow and stealthy performance袁the installation performance and stealthy performance of
engine nozzle and aircraft rear fuselage, the impact of aircraft power extraction, the air bleeding of environmental control system on aircraft/
engine performance and stability. The main focus of applying aircraft/engine technology in the aeroengine development were elaborated.
Finally袁the direction of popularizing aircraft/engine technology was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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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飞机与发动机之间传统的设计方法是以安装边

为界面，双方根据协调约定的指标参数分别设计。这

样，一方面双方对界面职责和参数指标会有争执；另

一方面为保证飞 /发相容性，双方在设计过程中要分

别留出一定的调整空间，使得发动机和飞机均不能发

挥最大设计潜能，也得不到最优的飞机和发动机匹

配。尤其在成熟飞机平台选取新型发动机时，不得

不牺牲部分发动机性能和功能，而飞机也得不到最

优性能。

随着现代空战环境日趋严酷，对战斗机的技 /战

术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其超、跨声速的机动性、超

大攻角、大侧滑角飞行、以及短距大攻角起飞等非常

规机动性要求大幅度提高，由此，也对飞机和发动机

的匹配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提升飞机与发动机的

综合性能、稳定性与安全性，需要将飞机和发动机作

为 1个整体来看待，开展一体化设计，目标是尽可能

发挥各自潜能、减少性能损失，获得最佳的推进系统

效能。

按照目前飞机和发动机组成和功能，飞 /发一体

化设计组成主要包括 5方面：气动（性能）一体化、结

构一体化、控制一体化、传动一体化和一体化热管理

设计。本文着重对航空发动机研制中飞 /发气动一体

化技术的应用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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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飞 /发气动一体化设计技术的发展

在飞行器出现的早期，飞机与发动机的一体化研

究重点是发动机、进气道、喷管的类型与位置[1]，以及

发动机的安装方式、质量和体积对推进系统的安装性

能的影响等。在 20世纪 60年代中期涡扇发动机出现

时，飞 /发一体化设计开始逐步成为 1项重要技术，

并成立专家机构处理一体化的技术问题。如美国 GE

公司专门设立了发动机飞行器系统一体化（EASI）课

程[2]，主要面向具有 5～10 a设计或系统工程经验的

设计师。学科范围包含航空飞行器性能需求、发动机

循环参数选择、流路设计、动态模型、控制一体化、进 /

排一体化、操作性、噪声、寿命、可靠性及机械系统等，

重点是系统的一体化设计。

飞 /发一体化设计重点之一是性能一体化设计，

PW等公司曾为更好地完成空军的合同，把发动机 /

进气道 /飞机机体一体化设计问题作为 1项专门联

合课题来开展[3]。Alan Hale等[4]验证了当进行发动机

和进气道设计时，充分考虑对方开展一体化设计，其

性能和稳定性有显著提升。

国外飞 /发性能一体化评估、设计主要应用试验与

计算的方法。AEDC（Arnold Engineering Development

Center）[5-7]通过对比 F-16和 F-15战斗机缩比试验件

分别在自由射流条件和风洞条件下的试验结果来评

估进 /发相容性；Alan Hale等[4]使用“TEACC”计算工

具评估前机身在一定攻角与侧滑角下工作时进气畸

变对风扇的影响。俄罗斯早期一体化研究主要集中在

超声速飞行器加速、爬高时，因为在加速阶段提供剩

余推力比升力更重要。近些年，研究工作向较低飞行

速度方面扩展，直到跨声速和亚声速，这得益于采用

了 1 整套由 馗鬲亍禺 和军事航空技术学院联合开发
的计算进气道和喷管的模型程序。另外，提出了考虑

进气道和喷管特性的用于确定高超声速飞行器综合

特性和动力装置安装推力的算法并开发了其计算模

型，用以解决动力装置与飞行器一体化问题。这些算

法所依据的原则是将作用于飞行器上的力分解为气

动力和推力，或按另外的定义分解为考虑功能兼容时

动力装置和飞行器的外力和内力。

目前，中国飞机和发动机还处于分开设计阶段，

飞 /发性能的优化设计主要依靠双方协调确定技术

状态，未能实现飞机和发动机性能最优化设计。从 20

世纪 90年代飞 /发一体化的概念逐步被关注，在飞 /

发一体化基础理论和仿真方面开展了一些研究，如飞

机 /推进系统一体化设计探索研究[8-10]、发动机喷管与

飞机后体的一体结构设计 [11]、喷管与后体一体化性

能设计[12-14]等概念研究、计算方法和程序的开发。但

研究进展较缓，未形成系统的飞 /发一体化设计方

法与理论。

近年来中国发动机研制单位在飞 /发性能一体

化设计方面也开展了一系列探索研究，如飞机进气道

与发动机一体化设计、发动机飞行任务分析、发动机

非安装性能和安装性能计算软件开发、发动机飞行性

能评估方法和基于飞行安装推力的发动机喷管面积

优化方法研究等，并在现有发动机研制过程中逐步

验证，为飞 /发一体化设计方法的建立奠定了技术

基础。

2 飞 /发性能一体化设计涉及的主要技术

飞 /发气动一体化设计涉及的技术主要包括 3

方面：飞机前机身、进气道与发动机一体化设计，发动

机尾喷管与飞机后机身一体化设计，飞机功率提取、

环控系统与发动机一体化设计。

2.1 前机身、进气道与发动机气动一体化设计

为满足越来越复杂的飞行条件，要求前机身、进

气道与发动机在气动方面能良好地匹配。为防止前机

身附面层影响进气道，需要与前身机一起综合考虑进

气道布局。另外，发动机稳定裕度需求与进气流场畸

变特性、发动机性能与进气道总压损失等均存在密切

关联。

2.1.1 流场匹配

飞行姿态、飞机外流场和进气道内流道的气动设

计、发动机流量需求等因素均影响进气道出口流场质

量，流场品质对发动机性能、气动稳定性均有重要影

响。而单独以进气道或发动机为研究对象时，无法研

究和确定其相互影响，需开展进 /发联合数值计算、

全尺寸进气道与发动机地面及高空台联合试验、进发

相容性试飞等，逐步降低进气道与发动机流场匹配的

不确定性。

2.1.2 流量匹配

进气道风洞试验显示，当流量从临界位置向亚临

界减小到一定值时，通过动态压力传感器观测到进气

道出口总压呈现出具有明显主频特征的脉动，且振幅

随流量的减小而急剧增大。因此，在飞行过程中，当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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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道流量与发动机需求流量不匹配时产生的气流脉

动影响进气道及发动机工作的稳定性，研究全包线、

全状态进 /发流量匹配是提升飞行器稳定性的 1条

有效途径。

2.1.3 雷达隐身性能

转子叶片有较强的雷达波反射特性，而且叶片转

动对雷达波的反射有加强作用，为了提高进气道的隐

身性，可在进气道中引入吸波导流体，但这种隐身装

置可能导致进气道气动性能的损失。需综合气动性能

和隐身性能开展进气道及发动机的设计。

2.2 发动机尾喷管与飞机后机身气动一体化设计

机身后体阻力占全机阻力的 38%～50%[15]，飞行

状态或发动机状态发生改变时，发动机喷管喷流跟随

发生变化，对飞行后体阻力有较大影响。飞机后体布

局、发动机喷管外调节片形状对飞行方向投影面积及

表面压力有影响，同时，发动机可调喷管面积的变化

也可以影响喷管的投影面积及压力分布，从而影响整

个飞机后体阻力，导致安装性能的变化。开展飞机后

体 /发动机气动一体化设计，可以减小飞行后体阻

力，提高整个飞行器性能。近年随着推力矢量技术的

发展，可由其取代部分传统飞机操纵面参与飞机的控

制，向无尾飞机方向发展，矢量喷管与飞机性能一体

化设计更为重要。

2.2.1 以飞行安装性能为设计目标的设计方法

发动机喷管出口面积对安装推力及非安装推力

影响对比如图 1所示[16]。从图中可见，安装推力与非

安装推力最优对应的面积存在差别，以飞行安装性能

为设计、优化目标的设计方法是提升飞行器性能的 1

种重要手段。

2.2.2 雷达、红外隐身及气动性能的一体化考虑

飞机后体与喷管搭接面上的各种不连续性，以及

当喷管面积调节时调节片间出现的搭接或存在的间

隙，都可能成为雷达波反射源。为提高雷达隐身性能，

需结合飞 /发气动性能一体化开展飞机后体型面、结

构修型、搭接间隙等设计工作。尾喷管及其高温排气

是主要的红外辐射源，降低飞行器红外隐身性能时，

同样需结合飞 /发性能一体化开展修型、掺混、罩挡

等设计，平衡隐身性能与气动性能。

2.3 飞机功率提取、环控引气与发动机性能一体

化设计

在现代战争中，飞机电子对抗技术越来越复杂，

电子设备和功能越来越精细，对发动机的提取功率和

环控引气需求不断增加，从而降低发动机性能和裕

度。为此需对飞机的功率提取和环控引气开展与发动

机的一体化设计。

2.3.1 环控引气参数与飞机用气量的折中

为满足飞机座舱和设备舱等用气要求，需从发动

机中引出高压气体，经热交换、膨胀后使用，当发动机

引气位置确定后，环控引气系统设计需兼顾引气位置

压力高（低空大表速、发动机大状态）与低（高空小表

速、发动机小状态）时的引气量。当设计不合理时，容

易出现确保低压力时的用气量，引气流量设计过大，

在高压力时，需分流泄除部分流量，牺牲发动机性能。

飞 /发双方需根据全包线需用舱压、环控引气处压

力、引气流量共同开展引气系统设计，使其既能满足

引气需求，又不造成发动机性能的多余损耗。

2.3.2 功率提取量与发动机裕度的权衡

飞机对发动机提取相同功率时，随着发动机状态

及飞行状态的改变，其对发动机性能与稳定性的影响

也发生变化。在飞行包线内换算功率系数分布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飞机

功率提取对发动机性能

与气动稳定性影响随功

率换算系数增大而加

大。在发动机设计过程

中，如果飞机部门不能

按飞行条件和发动机使

用状态给出具体的功率

提取要求，发动机性能

与气动稳定性设计会面

临较大难题。

3 飞 /发性能一体化设计的主要关注点

为有效应用飞 /发气动一体化设计技术，获得最

佳的飞机和发动机的组合性能，需要在发动机设计过

图 1 发动机喷管面积对安装、非安装推力的影响 图 2 在飞行包线内换算功率

系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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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融入飞 /发一体化设计的概念，在性能优化、起

动和过渡态性能设计、稳定性设计、试验验证和性能

评估中与飞机方开展一体化交互设计。

3.1 发动机性能优化

3.1.1 循环参数优化

循环参数优化要综合考虑部件设计水平、飞机性

能需求、结构和材料限制。根据飞机任务剖面上对

动力装置的推力 /耗油率需求，开展发动机作战任

务分析。

3.1.2 调节规律的优化

转速、进口可调叶片角度、喷口面积等调节规律

的优化设定应综合考虑发动机推力、进气道损失、进

气道溢流阻力和飞机后体阻力，兼顾进气道、发动机、

尾喷管和飞机后机身的综合效应。

3.1.3 雷达和红外隐身的影响

无论是采取何种措施实现雷达和红外隐身的目

的，均会损失发动机性能。为此要开展飞机用于隐身

的结构构件与发动机尾部结构的联合气动设计，同时

充分考虑雷达和红外隐身带来的部件性能的变化。

3.2 稳定性设计

3.2.1 进气道与发动机流场相容性

进气道作为发动机上游部件，是造成进口压力畸

变的主要因素。目前以综合畸变指数的单一参数作为

发动机稳定性开展工作的依据是不全面的，应同步考

虑进气道出口畸变流场、发动机性能和喘振裕度，避

免由于飞 /发双方设计准则的不合适带来飞行安全

或性能损失。

3.2.2 武器发射时发动机扩稳设计

武器发射时产生的尾气经过进气道后会在发动

机进口形成温度畸变，通常要采取一定的扩稳措施，

以扩大发动机瞬时稳定裕度。因此，扩稳措施的选取

除了考虑武器的发烟特性，也要考虑进气道对发烟特

性的影响。

3.2.3 飞机附件功率谱分析

飞机功率提取是影响发动机气动稳定性的降稳

因子之一，尤其在高空小速度区域影响最大。在相同

的功率情况下，在地面和高空状态下发动机损失的裕

度是不同的。因此，应与飞机共同开展功率提取量及

其对发动机稳定裕度影响的研究，明确飞机附件功率

谱是发动机稳定性设计及扩稳措施采取的条件之一。

3.3 关注安装性能和功能

3.3.1 飞机环控系统用气参数

对发动机来说，飞机环控系统是 1个负载，引气

量的大小既关系飞机环控系统能力，又影响发动机性

能和气动稳定性。而且环控系统的负载特性影响发动

机引气腔的气流流动，因此，需要针对环控系统的负

载特性评估发动机集气腔位置、环控引气接口尺寸、

引气参数和发动机空中慢车状态等。

3.3.2 过渡过程进气道与发动机流量的匹配性

在过渡过程中发动机和进气道的流量分别根据

自身特性变化，在确定发动机转速变化的速率时要充

分考虑与进气道的流量相容性，适当限制一定状态的

使用。

3.3.3 发动机起动特性在装机状态下的变化

由于进气条件变化和功率提取的存在，装机后对

发动机的起动特性影响较大，尤其是温度会有所升

高，发动机强度和寿命设计要有所考虑。

3.4 联合试验验证

3.4.1 全尺寸进气道与发动机联合试验

在进气道真实的流场和在发动机真实的流量需

求条件下，通过详细参数测取即可有效评估进气道

和发动机流场的匹配性，也可评估进气道对发动机

性能特性的影响，同时寻求全状态流量匹配的最优

规律，为发动机稳定设计、评估和状态使用提供有

效数据支撑。

3.4.2 飞机环控系统与发动机联合试验

利用飞机部门提供的模拟飞机环控系统的试验

装置，在发动机试车台架上开展联合试验，模拟真

实发动机供气情况下环控系统的工作情况。测取环

控参数的变化关系，同时验证环控系统与发动机的

匹配性。

3.4.3 飞机功率提取试验测定和分析

发动机安装在飞机上进行地面开车，测取飞机

功率提取的量值和随发动机转速变化的关系；同时

进行飞机和发动机全包线功率提取谱的联合分析，

根据飞行情况和发动机特性表现，反验证飞机的功

率提取谱。

3.5 与飞机联合开展性能评估方法研究

3.5.1 建立联合计算仿真平台

根据飞机飞行的性能（飞行高度、马赫数、过载、

剩余油量和飞行姿态角等），结合飞行动力学、飞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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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阻特性和非标准大气修正特性建立发动机安装性

能评估模型，根据进气道和飞机后体阻力特性建立发

动机非安装性能的评估模型。

3.5.2 建立性能评估的方法和标准

制定和形成飞机和发动机共同遵守的设计、试

验、考核和评估的方法和准则。

4 结束语

随着中国飞机和发动机研制工作的不断深入，双

方在一体化设计方面均有了一定认识，但在一体化联

合设计实践方面步伐较慢，尤其中国发动机多数是以

换装为目标开展研制的，使得飞机与发动机并未经历

１个完整的正向设计过程，成为阻碍飞 /发一体化设

计技术发展的主要因素。随着对飞机综合性能需求的

进一步认识和新型战机作战使用要求的提高，对飞 /

发一体化设计技术的需求会越来越高。目前飞机和发

动机双方的技术条件的传递主要还是以划界面、提指

标的方式开展，在此方式下飞机和发动机双方应在各

自设计过程中不断渗入联合设计的概念，逐步形成相

容设计的程序、准则、考核标准，为飞 /发一体化设计

技术的成熟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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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进气道锤击波载荷评估方法研究

朱 宇，沈天荣
（中航工业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沈阳 110035）

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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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气道锤击波载荷是由航空发动机喘振超压引起的，其峰值压力可达到自由来流总压的 2倍量级，为进气道结构设计

的最大载荷。为了给新研飞机进气道设计提供最大载荷依据、降低结构质量，对增压比等影响发动机喘振超压的因素进行归纳总

结，并进行了实测和评估分析，认为锤击波压比值的上限是由稳态压力畸变引起的喘振确定的，最大锤击波载荷基本上随发动机压

比的增大呈线性增大；分析了锤击波载荷的特征和评估曲线，认为通过积累新研发动机地面试验数据和 CFD手段可有效解决飞机

设计的载荷输入，应用概率统计方法可有效降低复合材料结构的大“S”弯进气管道结构质量。

关键词：载荷；锤击波；进气道；喘振；结构强度；飞机；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1.4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5.03.002

Evaluation Approach of Hammer Shock Loading for Aircraft Inlet
ZHU Yu袁SHEN Tian-rong

渊AVIC Shenyang Aircraft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袁 Shenyang 110035袁 China冤
Abstract: The hammer shock loading is the maximum loading in the inlet structure design caused by the engine surge over pressure,

which peak pressure value is two times the free stream total pressure value. In order to provide maximum loading and lower weight of new
aircraft inlet, the factors affected the engine surge over pressure were introduced such as pressure ratio.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 and
evaluated analysis, the upper limit of hammer shock pressure ratio value was defined by the surge, which caused by the steady pressure
distortion, and the maximum hammer shock loading was linearly increased by pressure ratio increas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valuation
curves of the hammer shock loading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blems of the loading inputs for aircraft design are solved by
the ground test data of new engine and CFD, and the weight of composite S-shaped inlet duct is efficiently lowered by applying probabilstic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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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如何设计准确的气动载荷用于机体结构强度研

究是新机研制面临的问题之一。进气道内的气动载荷

可分为稳态流动的气动载荷和由发动机喘振引起的

动态气动载荷，即锤击波载荷。锤击波载荷远大于稳

态气动载荷，是进气道结构设计中的最大气动载荷。

20世纪 60～70年代，美国在设计第 3代超声速

战斗机时开始对锤击波载荷开展大量理论分析、地面

和飞行试验研究。对于简单的直进道研究，美国基于数

十年飞行试验数据的峰值载荷预估技术即可满足其需

求。但随着先进复合材料在第 4代先进隐身战斗机“S”

弯进气道上的应用，可以采用基于概率统计的锤击波

载荷评估方法，以降低载荷，有效减轻结构质量。评估

锤击波载荷首先需要发动机设计部门提供喘振瞬间进

口压力升高值和随时间变化的规律，飞机设计部门才

能计算出锤击波在进气道内运动过程中的受载情况。

本文介绍了锤击波载荷的相关问题，希望积累相

关型号喘振超压试验数据库，开展计算方法研究，最

终给出合理曲线，解决飞机设计的瓶颈问题。

1 锤击波载荷

在高速（Ma＞0.6）飞行状态下，进气道稳态气动

载荷随着发动机流量的减少而增大，因此，发动机收

mailto:zhuyu601@163.com


朱 宇等：飞机进气道锤击波载荷评估方法研究第 3期

至慢车状态飞机进入减速飞行时，稳态气动载荷可达

到最大，通过风洞试验和 CFD数值计算可较准确地

给出该压力数据；但当发动机发生强喘振甚至空中停

车，流量突然减少并伴随压气机高压能量的释放时，

发动机进口会在稳态流动压力基础上瞬间（毫秒量

级）产生额外的压力升高。压力升高的大小会导致强

弱不同的激波，该激波会快速地向进气道上游传播，

称为锤击波，其对进气道产生的载荷被称为锤击波载

荷。虽然锤击波并不常见，但在战斗机进气道结构设

计中是决定性因素之一，其发生过程如图 1所示。

锤击波载荷对于原型机特别是配装新研发动机

来说至关重要。由于在初始试飞阶段，发动机喘振发

生概率相对较高，潜在的威胁较大；随着试飞中出现

的问题不断解决、清晰的飞行包线的建立和相关技术

发展，喘振发生概率显著降低，因此对于成熟的发动

机可适当降低锤击波载荷要求[1]。

美国传统上是在整个飞行包线范围内使用最大

的锤击波载荷作为整个进气道的结构设计载荷 [2]，同

时乘上 1个安全系数。预测该设计载荷首先是发动机

喘振时在压气机进口的喘振超压；其次是锤击波沿进

气道传播时可能的压力升高。早期预测压气机进口超

压采用相关因子修正的理论方法，现在则根据发动机

地面喘振或空中喘振试验数据库，提供特定发动机的

相关性曲线，并且随着相关研究进展，在相关曲线上

加入新的喘振压比数据。不同时期根据不同进气道形

状采用了很多方法。如 F-16飞机根据 F-111A飞机的

试飞数据预测锤击波传播过程中可能的压升[3]；Mays

提供了 1个通用的方法[4]；目前可以用非定常的 CFD

手段完成[5,6]。

锤击波对进气道结构，特别是突起物和活动部件

会造成较大破坏作用。国内某型飞机发动机曾经在

H=5.5 km、Ma=1.6时发生过强喘振，虽然发动机并未

停车，但造成控制进气道斜板位置的拉杆被切断、复

合材料铰链板表面裂开，如图 2所示，损坏的铰链板

如图 3所示。同时也造成进气道辅助进气门严重变

形，飞机在进气道斜板自由运动状态下降落。

2 发动机喘振超压影响因素

飞机进气道出口即发动机进口的压力值与其流

量 m的减小比△m/m有关，根据简化的流动模型进
行理论分析得到的曲线 [7]

如图 4所示。从图中可见，

当 驻m
m =1 时，表明流动完

全停止；驻m
m >1 时，指上

游注入流量产生额外流量

减少，类似于压气机能量

的释放。该压升值还与发动机入口马赫数 Ma2有关，

Ma2等价于发动机进口换算流量，表明由发动机喘振

引起的压升与增压比、进口换算流量都有关。对于特

定的发动机，在正常的操纵范围内，压气机的增压比

与换算流量为一一对应关系，因此，喘振超压值可以

简化为只与压气机的增压比相关（或只与 Ma2相关）；

改变任何压气机的增压比与换算流量的对应关系（比

如压气机引气），都会使喘振超压产生差别。因此，从

1种系列发动机获得的喘振超压相关性将不能用于

其他系列发动机。如果 2种系列发动机具有几乎相同

的增压比与换算流量的对应关系，在其他参数相当的

情况下，在给定的压气机增压比下会产生几乎相同的

喘振超压，即可以将发动机喘振超压表示成与增压比

的单值对应关系曲线。

大部分强喘振是由压气机失速引起的。风扇的旁

路管道有助于减小风扇进口前管道上的压力差△P，

图 1 发动机喘振导致锤击波

图 2 进气道斜板调节结构

图 3 损坏的铰链板

图 4 发动机喘振影响的类比

压力达到峰值 15 ms

锤击波 Pmax

历时 60~90 ms

危险
锤击波

斜激波

拉杆断处 铰链板断裂处

拉杆切断

铰链板断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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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F-111A飞机压气机进口锤击波压力变化的时间历程

10

0

-10

锤击波
脉冲 b

c

a d e

探头

旋转失速

时间 /ms

450400350300250200150100500

旋转失速

如图 5所示[8]。增大涵道比有助于减小压气机的失速

回流流量；风扇与压气机之间的隔离缝对于失速频率

和强度至关重要；虽然锤击波理论表明△P≈Ma2，但

是发动机和进气道腔体对锤击波的强度和周期都有

影响，而压气机增压比预示着失速流的能量；另外，失

速压力波很少是均匀的，因此，较小频率范围的动态

压力传感器很可能会丢掉△P的峰值。

从发动机地面逼喘试验测量数据来看，喘振超压

数据是离散分布的，如图 6所示[9]。但是，除燃油阶跃

逼喘外，任何 1种逼喘方式产生的超压数据仍然可以

认为是在 1个相对较窄的分布带内。从图中可见，由

畸变引起的发动机喘振超压高于其他方式引起的，锤

击波压比值的上限是由稳态压力畸变引起的喘振确

定的。

3 发动机喘振超压实测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为了给 F-111、

YF-16及当时先进超声速飞机设计提供进气道载荷

数据，利用 2架 F-111A原型机进行了地面和空中发

动机喘振压力的测量。F-111A飞机圆锥型超声速外

压式可调进气道装配 2 台 PW公司 TF30 家族发动

机，如图 7所示[3]。最大飞行马赫数为 2.5。在 2架被测

试飞机的进气道内不同站位安装动态压力传感器，如

图 8所示[3]。在发动机喘振前，先建立起稳定的自由来

流、发动机和管道流动，

马赫数为 0.71～2.23、高

度为 3.2～14.5 km，如图

9所示[3]。较宽的压气机增

压比范围诱导发动机喘振

并伴随进气道锤击波产生

记录压力的传播过程。压

气机进口喘振超压随时间典型变化如图 10所示[3]。

压气机进口喘振超压不受自由流马赫数和高度

的影响，而是压气机增压比的函数。在进气道壁面测

量到锤击波压比随压气机进口马赫数成线性增加，锤

击波在进气道中传播的速度近似为 3 ms/m。

峰值喘振超压沿进气道纵向分布如图 11所示[7]

（相对于平均的唇罩内超压）。唇罩处的超压比发动机

进口高 18%左右。由于进气道各站位的峰值压力并

不同时升高，峰值超压数据作为载荷设计可能偏于保

守，根据同一时间的压力沿进气道的分布波形设计会

更加精确。

图 5 发动机喘振压力影响参数

图 6 小涵道比发动机 TF30喘振超压峰值静压比

图 7 F-111A飞机推进系统 图 8 F-111A飞机进气道内

测耙安装位置

图 9 F-111A飞机试飞包线

内发动机喘振点

图 11 F-111A飞机进气道峰值喘振超压分布

（相对于唇罩内峰值压升）

管道 驻P

失速前 Ma2

正常流动

风扇轮毂失速

风扇 -压气机隔离缝

风扇

旁路管道

压气机

压缩锥

外压式
进气道

扩压器

TF30-P-1
发动机

引射喷管

唇口

涡流发生器

D

总压
测耙

静压测点 P2

管道探头
站位 B

压缩锥
上测耙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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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15个进气道外罩处的传感器压力升高值进行

平均并以发动机进口处的

总压无量纲化，给出与压

气机增压比的关系，如图

12所示[7]。将这些数据点

进行拟合用于 F-111 飞

机外罩处的设计载荷。

YF-16原型机配装单台 F100-PW-100发动机，

其进气系统的设计载荷借鉴 F-111A飞机的试飞数

据，对有限的新发动机试验数据进行判断。在 YF-16

飞机设计时 F100发动机仅有 1个数据点，如图 13所

示[7]。YF-16飞机设计完成后，F100发动机又获得另

外的 2个数据点。由于 F100发动机与 TF30发动机

喘振数据重合度较好，但

数据点太少，因此，考虑引

用数据相对丰富的 TF30

发动机数据；而进气道面

积分布不同对锤击波的影

响通过已有的资料和

NASA非定常计算程序分

析解决。

除了上述研究，美国于 1974年在 AEDC 16T风

洞中对 B-1A 飞机进气道 /F101 发动机进行了全尺

寸逼喘试验,获得了类似数据[8,10]。对混压进气道[11]及

F-14飞机进气道也有类似的测量数据[12]。

4 发动机喘振超压评估

在欧洲“狂风”战斗机设计中，进气道、压缩斜板

和相关联的系统是依据锤激波载荷设计的[2]。最大的

锤击波载荷基本上随发动机压比的增大呈线性增大，

狂风战斗机上的 RB199发动机喘振所产生的峰值压

力是自由流总压的 2倍量级，如图 14所示[1]。在这样

的载荷作用下，圆形管道

通常不是最易受损的，而

可动部件则最易受到损

坏，同时辅助进气门的结

构在突然猛烈的撞击作用

下也容易损坏。

Marshall提出的的半经验公式法通过使用喘振

因子 K= 驻p
P2Ma2

1.26 来评估喘振压升
[13-14]，考虑了压气机

增压比和进口马赫数，具有一定的通用性，如图 15所

示。其对 TF30发动机预估值与试飞结果吻合较好，

如图 16所示[7]。由于美国目前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

不同型号发动机喘振超压试验数据库，提供给飞机设

计使用的数据已经从基于理论的方法过渡到经过修

正的试验数据库方法[2]。

5 进气道载荷评估

进气道中的旁路门和附面层抽吸缝有助于减弱

锤击波峰值强度，测量结果[8]如图 17所示。

对于大 S弯、后掠且具有特定形状唇缘和先进复

合材料壁板的进气道，现有的这些定量评估锤击波载

荷的方法是不够的。为了确定锤击波沿进气道运动过

图 12 F-111A飞机进气道

外罩平均喘振超压

图 13 F100发动机喘振超压

与增压比相关性

图 14 狂风战斗机 RB199

发动机喘振超压相关性

图 15 发动机喘振超压与总增压比的关系

图 16 Marshall方法预估发动机喘振超压数据对比

图 17 放气有助于减弱锤击波压力

旁路放气

驻PHS

旁路放气

时间

Pr

驻P RAMP

PP1

驻T

Pr

PP1

抽吸孔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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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压力变化，需采用非定常的 CFD软件计算。锤

击波压力符号如图 18所示，典型的发动机进口初始

压力随时间变化的边界条件如图 19所示。最后在全

管道使用最大的压力载荷作为设计载荷。

更加精细的评估方法

是把锤激波载荷波形叠加

到管道壁面上。在超声速

飞行状态下，最危险的部

位在进气道进口的方形截

面，如图 20所示[15]。进气

道内稳态压力载荷叠加锤

击波载荷产生更大的压力

载荷，如图 21所示[15]。当

壁面的另一侧有油箱时，

则可以缓解作用在壁板上

的剪切力；在亚声速飞行

状态下，危险的部位在进

气道内圆形截面，如图

22所示[15]。壁面的另一侧

有油箱时，在稳态气流下

壁面处在吸力状态，叠加

锤激波载荷波形后，会引

起壁板剪切力增大，如图

23所示[15]。

6 锤击波载荷的概率

统计方法

锤击波载荷作为进气道结构设计的峰值载荷，在

传统情况下是由基于飞行包线内各种工况下的最大

锤击波载荷确定的，是假设所有最严酷的因素在发生

最大锤击波载荷时同时发生，通常在飞行包线的右下

角锤击波载荷达到最大值，如图 24所示。从统计学角

度看，虽然各因素都有可能单独发生，但所有因素按最

大状态同时发生的概率极小，这些载荷还要通过各种

形式的安全因子放大来建立结构设计值，导致实际进

气道结构质量远高于理想

状态的，使结构设计过于

保守，因此提出了基于概

率统计的锤击波载荷设计

方法。

假设最大可以接受

最强锤击波的发生频率，

如对于有人驾驶飞行器飞行 107架次允许发生 1次，

对于无人机可以降低要求，比如 105架次允许发生 1

次。即允许统计学上发生概率非常小的载荷超出设计

值，这便引入了 1个损坏的风险。由于复合材料在进

气道上的应用使其抗损坏能力增强，一旦损坏能够阻

止其进一步扩展。即一旦发生这一小概率事件，损伤

容限复合结构仍然允许飞机安全操纵，这在美国新的

国防部结构设计规范里是允许的。正是由于这些技术

的应用使当前结构设计从相对保守的方法向新的非

保守的设计标准发展，带来的额外收益是提供非保守

的更加精确的锤击波结构设计载荷。

美国的 JSF飞机进气道设计载荷应用了概率统

计方法[2]。该方法需要 1个典型的战斗机生命周期内

在飞行包线不同马赫数 /高度范围的飞行时间数据

库，如图 25所示。通常飞行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马赫数

为 0.5～0.9、高度在 12 km以下，根据该数据库产生 1

个马赫数累积概率分布，如图 26所示[2]，作为输入来

确定自由流条件。

假设在飞行包线内不同高度 /速度区域发动机

喘振的概率相同，同时假设 1次飞行时间为 1.5 h，每

飞行 10000 h 可能发生 1 次发动机喘振，则累积概

率为

1事件
107架次

× 1架次
1.5 h

× 104 h
1失速

=0.067%

根据这一概率统计值确定设计载荷，如图 27所

示[2]。

图 18 锤击波压力值标注 图 19 典型的锤击波波形

图 20 进气道进口方形截面

图 22 进气道管道圆形截面

图 23 亚声速叠加锤击波载

荷后作用在壁面上的压力

图 24 发动机喘振超压在包

线内分布规律

图 25 战斗机包线内飞行时

间分布

图 26 马赫数累积概率分布

图 21 超声速叠加锤击波载

荷后作用在壁面上的压力

进气道壁面

驻PHSmin
驻PSS驻P2wa11驻PHSmax

V HS

LHS

管道

进气道壁面 驻PHSmin 驻PSS

驻P2wa11

驻PHSmax V HS

LHS

管道

Ma:①<0.5②0.6~0.7③0.8~0.9
④1.2~1.3⑤1.4~1.5⑥>1.7

10



朱 宇等：飞机进气道锤击波载荷评估方法研究第 3期

经对比，得出在先进

进气系统（类似于 F35 飞

机 DSI进气道）应用概率

统计方法确定的结构质

量比应用传统方法得到

的减轻 40%[2]。

目前，国内对进气道

锤击波载荷评估处于起

步阶段，如果不能对锤击

波载荷进行准确评估，便很难确定进气道的结构需

求，可能导致结构质量增加，或设计载荷值偏小，增加

飞行风险。

7 结论

（1）锤击波载荷是进气道结构设计中的最大载

荷，进行飞机初始设计时应把其作为主要载荷加以考

虑，而不应该以稳态气动载荷作为结构设计的最大载

荷指标。

（2）锤击波载荷与发动机的涵道比、进口马赫数等

设计参数有关，需要发动机设计部门通过地面试验和

分析手段获得发动机喘振相关性数据库，再由飞机设

计部门根据具体的进气道几何形状评估锤击波传播过

程压力升高值，以此作为结构最大设计载荷。因此，发

动机试验数据的获取及分析处理是最关键的一步。

（3）采用概率统计方法进行锤击波载荷设计非常

必要，可以减轻结构质量，同时又是飞机可以接受的，

但飞机的生命周期中包线内的飞行时间分布又决定

了载荷裁剪后的量值，因此，飞行时间在飞行包线内

的分布是应获取的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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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Matlab/Simulink的直 /发一体化建模

与故障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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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目前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设计仅以单一的发动机为对象，没有考虑直升机与发动机之间的动态耦合的问题，基于

Matlab/Simulink高级图形的仿真条件，建立了 1种适用于快速控制原型的 UH60直升机 /T700发动机一体化综合模型，从而为发动

机故障诊断提供可靠仿真平台。仿真结果表明：在直升机与涡轴发动机耦合因素影响条件下，基于改进卡尔曼滤波器，可实现发动

机气路部件的故障诊断，并验证了其有效性。

关键词：直升机；涡轴发动机；快速控制原型；卡尔曼滤波器；Matlab/Simulink；直 /发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V2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5.03.003

Integrated Helicopter/Turbo-shaft Engine Modeling and Fault Diagnosis Based on Matlab/Simu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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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飞行器和发动机之间的相互作用对飞行器

整体的性能影响至关重要[1-2]。随着对现代飞行器性能

与质量要求地不断提高，不能忽视二者间的系统耦合

特性，而飞行器与发动机的一体化建模对了解系统耦

合特征，提高系统性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仍

然沿用航空发动机和飞行器独立分析、分离建模的方

法，则不能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二者的耦合特性，

从而使得系统整体性能得不到充分发挥[3-4]。因此，需

要建立发动机 /飞行器一体化模型来模拟其动静态

特性，并使其具有实时仿真能力，从而为综合控制系

统设计提供模型支持，使飞 /发一体化尽可能地发挥

其潜在性能[5-6]。

目前，发动机 /飞行器模型大部分是由 C语言编

写的部件级模型，该平台缺少控制和分析方面的工

具，因此需要建立 1个可以快速实现控制系统分析、

诊断的图形化仿真平台 [7-8]。快速控制原型（Rapid

Control Prototype，RCP）技术是国外近几年发展成熟

的 1种仿真技术，其原理是在控制系统开发的初期阶

段，快速地建立控制器或被控对象模型，并通过对整

mailto:aerospace12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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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控制系统进行多次在线或离线试验以验证方案的

可行性[9]。欧美等发达国家已将该技术广泛应用于航

空航天、汽车、军事装备等领域，并取得一定成果。如

Agresti M[10]、Khary I [11]建立了基于 Simulink 的发动机

模型；国内王建峰[12]、夏飞[13]也开展了相关研究，但都

仅针对于航空发动机，而没有考虑飞机或直升机与发

动机之间的动态耦合，而此耦合对于直 /发一体化建

模与综合控制具有重要影响。国内对实物在回路仿真

应用方面还存在差距，导致对直 /发一体化模型的综

合控制的仿真试验研究还不够充分，因此很有必要开

展基于 Matlab/Simulink 的直 / 发一体化综合模型的

研究工作。

本文针对直升机与涡轴发动机之间的耦合问题，

采用 Matlab 和 VC++ 6.0 相结合的方法，建立基于

Matlab/Simulink的直 /发一体化综合模型，并对其进

行数字仿真验证。

1 设计原理

对于复杂度极高的直升机 /涡轴发动机模型，若

直接使用 Simulink内置模块搭建，过程将十分复杂。

本文在直 /发一体化 C语言模型[14]的基础上，建立接

口函数并生成可被 S函数调用的 MEX文件，再通过

S-Function模块调用生成的动态链接库，减少了建模

的工作量、增加了程序代码的重用度。

假设把直升机、涡轴发动机、控制器全部放入同

一 S函数中，将不能实现模块的通用性。为此本文以

分别搭建子模块后组合的方式建立直升机 /涡轴发

动机一体化模型，其流程如下：

（1）通过 VC++ 6.0 提取一体化模型的子模块 C

语言模型；

（2）在一体化模型的子模块 C 语言模型中加入

Matlab 与 C 语言的接口函数———Mexfunction 函数，

并设定好输入、输出参量的个数与名称；

（3）通过 Matlab将加入接口函数 Mexfunction的

直升机发动机相关模块的 C语言模型编译成动态链

接库（即 MEX文件）；

（4）“修剪”Matlab自带的 S函数模块 M文件来调

用生成的动态链接库（即 MEX文件），并另存为工作

所需文件名；

（5）运用 Simulink内置 S-Function模块调用生成

的 MEX文件；

（6）根据各子模块的输入、输出信息，建立直升机/

涡轴发动机一体化模型。

1.1 直升机模块

作为非定常、非线性动力学模型，直升机是直升

机 /涡轴发动机一体化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其

适用于各种飞行状态，具有较高的置信度。因此，直升

机模型以功能划分分别建立主旋翼、机体、尾桨和尾

翼模型。

直升机模块输入量包括高度 H、前飞速度 V x、前

飞指令 V xzl、侧飞指令 V yzl、爬升指令 V zzl、偏航角指令

Psizl、旋翼转速指令 赘、旋翼角速度指令赘觶；输出量包括
总距 SM、尾桨总距 ST、横向周期变距 A 1C、纵向周期变

距 B1S、前飞速度 V x、侧飞速度 V y、爬升速度 V z。

1.2 涡轴发动机模块

涡轴发动机由 5级轴流式压气机、1级离心式压

气机、2级轴流式燃气涡轮以及 2级轴流式功率涡轮

组成，其结构及特征截面如图 1所示。图中，0为发动

机未受扰动截面，1为进气道与涡轴发动机的相交截

面，2、3分别为压气机进、出口截面，4为主燃烧室出

口截面，44为功率涡轮的进口截面，5、8分别为发动

机排气装置进、出口截面。

作为直升机 /涡轴发动机一体化模型的动力装

置，发动机必须与直升机、控制器进行数据交换，并且

需要输出可测参数用于故障诊断。根据发动机原理以

及实际工作，选择涡轴发动机模块跟外界交换的变量

分别为：输入量包括高度 H、前飞速度 V x、总距 SM、扭

矩 QH、燃油量 W fb、导叶角 琢；输出量包括功率涡轮转
速 NP、燃气涡轮转速 NG、输出功率 HPP、扭矩 QH。

1.3 涡轴发动机控制器模块

控制器对于涡轴发动机至关重要。运用 ALQR控

图 1 涡轴发动机截面

功率输出轴单级离心式压气机 燃烧室
2级轴流式
燃气涡轮

2级轴流式
功率涡轮

5级轴流式
压气机

NP

QPT

进气道 压气机 燃烧室
燃气
涡轮

功率
涡轮

排气
装置

85444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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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改进的卡尔曼滤波器

制算法设计控制器，该算法具有无穷大的幅值裕度和

大于 60毅的相位裕度，能够消除稳态误差，实现对指
令的渐进跟踪 [15]，因而在多变量鲁棒控制中广泛应

用。其中涡轴发动机控制器输入量包括高度 H、前飞
速度 V x、总距 SM、扭矩 QH、功率涡轮转速 NP、燃气涡

轮转速 NG；输出量包括燃油量 W fb、导叶角 琢。
1.4 基于 Matlab/Simulink的直 /发一体化建模

在直升机和涡轴发动机及其控制器子模块建模

后，可组合成为基于 Matlab的直升机 /涡轴发动机一

体化模型，正确设定各子

模块的接收传递参量是关

键环节，模块数据传递如

图 2所示。

在 Simulink模型中，子模块只相当于 1个普通的

模块，具有特定的输入、输出端口。如果不对直 /发一

体化模型进行简化处理，将影响使用和修改，故需利

用 Simulink平台自带的封装子系统功能对一体化模

型进行封装处理。

Simulink封装子系统具有以下优点：可以自定义

封装子系统的图标，便于直观辨认直升机、涡轴发动

机及其控制器；双击封装后的子系统，可弹出参数对

话框，便于更改相关变量与参数，便于使用；封装之后

的模块可作为普通模块添加到 Simulink模型应用中，

也可添加到模块库中以供调用，提高程序代码的重用

率，减少重复编程；有专有的工作区域，便于后续对直

升机、涡轴发动机及其控制器的调试和修改。

运用 Simulink平台的子系统功能对直升机和涡

轴发动机及其控制器的子模块进行封装处理，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基于Matlab/Simulink的直 /发一体

化综合模型大体上分为直升机、涡轴发动机及其控制

器 3个模块，通过数据传递建立直 /发一体化建型。

2 发动机故障诊断

鉴于常规卡尔曼滤波器存在的缺点，运用改进的

卡尔曼滤波器来估计发动机气路部件蜕化量。在输入

通道中通过增加估计偏差的积分项，使滤波输入包含

偏差的累计激励，以消除稳态估计误差[16]。此外在卡

尔曼滤波器的输入通道之前通过对输出相似变换至

地面状态，便可使用较少的卡尔曼滤波器通过线性差

值估计全包线。改进的卡尔曼滤波器如图 4所示。从

图中可见，以 驻y+驻y'代替传统的 驻y作为输入，用以
求解发动机部件蜕化量 驻浊，其中 驻y为发动机实际
输出与机载模型输出的偏差量（经相似转换），驻y'为

的积分项。

卡尔曼滤波器是基于发动机小偏差线性模型设

计的，因而首先需对发动机状态变量模型进行设计，

该模型数学表达式为

驻x觶=A驻x+B驻u
驻y=C驻x+D驻u

（1）

式中：x=[NP，NG]T；u=[SM，W fb]T；y=[NP，NG，T3，P3，T45]T；A、
B、C、D表示为适维矩阵。

此外，除了部件蜕化引起发动机工作在非额定状

态下，在实际工作中的各种噪声污染以及建模假设条

件等都会给模型带来误差，因而设计中还需考虑到系

统误差和测量误差的影响。可将式（1）扩展为

驻x觶=A驻x+B驻u+L驻浊+w
驻y=C驻x+D驻u+M驻浊+w

（2）

式中：w、v 分别为系统、测量噪声。通常认为 w、v 为不
相关的服从正态分布的零均值白噪声，其协方差阵分

别为 Q和 R。按工程经验选取系统噪声 Q=0.0022I，
R=0.0022I，测量噪声 R=0.0022I。

式（2）反映了部件蜕化导致发动机状态量和输出

量的变化。若不考虑外物突然撞击，发动机部件的性

能蜕化是 1个缓慢过程，则可设 驻浊觶=0。对于额定发动
机，蜕化量 驻浊=0；而对于长期服役的发动机，燃烧室、

图 2 模块数据传递

图 3 基于 Matlab/Simulink的直 /发一体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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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压涡轮均会不同程度产生性能蜕化，以燃烧室、

燃气涡轮、动力涡轮的效率蜕化为例，设计发动机性

能蜕化估计模块，即 驻浊=[Dcomb，Dgas，Dpow]T。

由于 驻浊不能直接获得，因而在式（2）的基础上

将 驻浊增广为状态量，通过估计算法来进一步求取，
其增广形式为

驻x觶
驻浊觶 = A L

0 0
驻x驻浊 + B

0 驻u+w

驻y=[C M] 驻x驻浊 +D驻u+v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

（3）

采用卡尔曼滤波器作为状态观测器，可得到如下

全维观测器方程

驻x觶~

驻浊觶~ = A L
0 0

驻x軇
驻浊軒+ B

0 驻u+K（驻y-驻y軇）

驻y軇=[C M] 驻x軇
驻浊軒+D驻u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4）

改进卡尔曼滤波器是在输入端增加发动机实际

输出与机载模型输出的偏差量积分项，用以补偿模型

与真实发动机输出之间的偏差，即卡尔曼滤波器的输

入量为 驻y+驻y'，由此得到如下改进最优状态估计方

程为

驻x觶~

驻浊觶~ = A L
0 0 -K[CM] 驻x軇

驻浊軒+ B
0 -K[CM] 驻u+K（驻y+驻y'）

驻y軇=[C M] 驻x軇
驻浊軒+D驻u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5）

式中：顶标·表示估计值；K=P[C M]T R-1，为卡尔曼滤

波器增益阵；P为如下 Riccati方程的解

A L
0 0

P+P
A L
0 0

T

-P[C M]T R-1[C M]P+Q=0 （6）

3 数字仿真

3.1 基于 Matlab/Simulink 的直 / 发一体化综合模

型精度验证

采用 Matlab和 VC++ 6.0相结合的方法，以分别

搭 建 子 模 块 而 后 组 合 的 方 式 建 立 基 于

Matlab/Simulink的直 /发一体化综合模型。首先运用

Matlab 与 C 语言的接口函数 Mexfunction将直升机、

发动机、控制器相关模块的 C语言模型编译成动态

链接库，运用 Matlab/Simulink内置 S-Function模块调

用生成的动态链接库文件，并封装确认各模块的输

入、输出参量信息，最后根据接收传递参量，建立基于

Matlab/Simulink的直 /发一体化综合模型。本文给出

了 UH60直升机 /T700发动机综合模型的设计算例，

在 C语言平台下的 UH60 直升机 /T700 发动机一体

化综合模型与基于 Matlab/Simulink的综合模型相关

参量的变化相应曲线分别如图 5、6所示。其中“VC”、

“Matlab”分别为 C语言、Matlab/Simulink的直 /发一

体化综合模型。

为了验证该综合模型的精度，给出了从 H=0，

V x=0的状态下加速到 V x=40 m/s的仿真结果。从图 5

中可见，随着前飞速度 V x的增加，总距 SM与尾桨总

距 ST缓慢减小，之后趋于平稳，横、纵向周期变距 A 1C

与 B1S变化相对较小。在前飞速度 V x变化过程中，横、

纵向周期变距 A 1C与 B1S有小幅度变化，随着前飞速

度的稳定而趋于平稳。从仿真曲线可见，基于

Matlab/Simulink 与 C 语言的直 / 发综合模型的变化

趋势基本相符，稳态时曲线基本重合。

从图 6中可见，随着前飞速度 V x的增大，燃气涡

轮转速 NG、燃油流量 W fb、输出功率 HPP、扭矩 QH的变

化趋势基本相符，随着其稳定而趋于平稳。由于控制

器的作用，功率涡轮转速 NP基本维持在 100%的转

速。从动态过程中的仿真曲线可见，基于

Matlab/Simulink 与 C 语言的直 / 发综合模型的变化

趋势基本相符。

综上所述，由于 2种平台的定时精度、截断误差

和调用方式等有所不同，导致在不同平台下的模型动

态运算稍有不同。但在 2种仿真平台下，动态仿真曲

线趋势相同，且模型运行到稳态时的仿真曲线重合。

因此，基于 Matlab/Simulink的直 /发一体化综合模型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控制系统快速原型设计的要求，

也可作为直 /发综合优化控制、发动机故障诊断、参

数估计的 1种新型仿真平台。

3.2 发动机故障诊断仿真验证

卡尔曼滤波器是发动机故障诊断的核心，是基于

发动机小偏差线性模型而设计的，在发动机模型上分

别对控制量和蜕化量作小阶跃，根据采集到的发动机

模型输出数据拟合求取式（4）的适维矩阵并保存以供

调用。改进的卡尔曼滤波器是在其输入端增加发动机

（真实）输出与机载发动机（额定）模型输出的偏差量

积分项，见式（5）。

本文以 UH60 直升机 /T700 发动机综合模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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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仿真结果为例。在 H=500，V x=30 m/s工作状态下，

分别验证发动机单一部件蜕化与多部件同时蜕化的

估计效果，分别如图 7、8所示。

从图 7中可见，在 t=10 s时，分别设置发动机部

件蜕化因子 Dcomb=0，Dgas=2%，Dpow=0。在 5 s之内可以

准确估计出燃气涡轮效率蜕化量，没有稳态估计误

差，且 Dcomb和 Dpow则均接近 0，达到了良好的估计效

果。同时在 t=10 s时，分别设置发动机部件蜕化因子

为 Dcomb=0，Dgas=0，Dpow=1%在 5 s之内可准确估计出功

率涡轮效率蜕化量，并且估计品质良好。

从图 8中可见，在 t=10 s时，分别设置发动机部

件蜕化因子为 Dcomb=1%，Dgas=2%，Dpow=0。与事先设置

的蜕化因子相比，Dcomb、Dgas、Dpow均达到了良好的估计

精度。同时在 t=10 s，分别设置发动机部件蜕化因子

为 Dcomb=1%，Dgas=0，Dpow=2%，估计效果良好。从仿真效

果可见，在基于 Matlab/Simulink的直 /发一体化综合

模型仿真平台上，改进的卡尔曼滤波器对发动机单一

部件蜕化与多部件同时蜕化均能实现快速准确地估

计，且估计效果良好。

4 总结

（1）在考虑直升机与涡轴发动机相互耦合影响前

提下，利用动态链接库技术实现了 C语言与 Matlab

的混合建模，建立了基于 Matlab/Simulink的 UH60直

升机 /T700发动机一体化综合模型，动静态精度良

好；图 5 直升机相关参量对比

（e）前飞速度

（d）纵向周期变距

（c）横向周期变距

（b）尾桨总距

（a）总距

图 6 发动机相关参量对比

（e）扭矩

（d）输出功率

（c）燃油流量

（b）燃气涡轮转速

（a）功率涡轮转速

（a）Dgas （b）Dpow

图 7 发动机单部件蜕化估计效果

（a）Dgas，Dcomb （b）Dpow，Dcomb

图 8 发动机多部件蜕化估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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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基于 Matlab/Simulink的直 /发一体化综合

模型的基础上，开展了基于改进卡尔曼滤波器的发动

机气路部件故障诊断研究，且发动机单部件蜕化与多

部件同时蜕化估计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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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板结构畸变模型的动力学相似设计及几何区间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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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单层弹性薄板、层合板、涂层板及夹层板等常用板类结构的动力学相似试验模型设计，在归纳总结其基本假设及平

衡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方程分析法，结合结构敏感性分析建立了 4种结构悬臂板的畸变动力学相似关系，并进行对比分析；提出 1

种畸变模型的区间确定方法，基于模型与原型在第 1 阶固有相似（即固有频率成比例映射关系、且振型保持一致）时畸变模型的尺

寸适用区间的确定方法，利用多项式拟合方法，得到单层弹性薄板模型和原型在不同阶次下的相似畸变模型几何结构适用区间的

边界值方程。为薄板类结构试验模型的动力学相似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悬臂板；振动特性；畸变模型；动力学相似；适用区间；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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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mination Method of Dynamic Similitude and Applicable Structure Size Interval of Distorted Models for
Elastic Thin Plates

LUO Zhong1袁 ZHU Yunpeng1, HAN Qingkai2袁 WANG Deyou3袁 LIU Yongquan3

渊1.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2.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曰

3. 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42, China冤
Abstract: Aiming at dynamic similitude test model design of commonly used plate structure with different structure, including elastic

plate, laminated composite plate, coating plate and sandwich plate. Based on summarization of hypothesizes and governing equation, the
distortion dynamic similitude relations of 4 kinds of cantilever plate structure were derived and analyzed using equation analysis combing
the sensitivity analysis. A method of determining the structure size interval distortion models was proposed based on the same first order
nature characteristic 渊nature frequency and vibration mode冤. The boundary functions of single-layer elastic thin plate model and prototype
were obtained using the polynomial fitting method, which is similitude distortion model geometric structure applicable interval under
different order. I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imilar model structural design for plate structures.

Key words: cantilever plate;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distortion model; dynamic similitude; applicable interval;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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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薄板类结构是工程中的常用构件形式，一般将板

的最小宽度为板厚度的 5～80倍称为薄板。薄板类结

构的振动特性试验研究非常重要，但由于对原型本体

进行试验会受到试验条件以及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的限

制，所以采用模型试验。在设计相似试验模型时，由于

存在原型本身结构复杂以及尺寸参数多等，很少采用

完全几何相似的模型（如航空发动机叶片材料特殊且

带扭形，其原理试验常常用普通材料的直板叶片来完

成），所以不完全几何相似模型即畸变模型的应用更为

广泛，但不是任意畸变模型都可以用来预测原型的振

动特性。学者们做了很多关于板类结构振动试验模型

的研究。Simitses等[1-2]利用平衡方程建立了畸变模型的

相似关系；Ungbhakorn等[3-4]建立了对称及反对称铺层

的复合材料层合板固有频率与临界载荷的完全及不完

mailto:zhluo@mail.ne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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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结构板

全相似关系；Rezaeepazhand等[5-6]阐述了畸变模型相似

适用区间的重要性，并在完全相似条件下对不同材料

层合板的 1阶频率的适用区间进行研究。然而，针对板

类结构较高阶次固有特性预测的畸变模型设计方法，

及其畸变试验模型几何区间研究的文献尚不多见。

本文对不同板类结构的不完全相似关系进行归纳

比较，并以薄板为例，给出畸变试验模型几何区间的确

定方法。

1 几类结构板的基本理论

单层弹性薄板、复合材料层合板、涂层板和夹层板

等是几种常用板类结构。复合材料层合板是由 2层或

多层简单层板黏合固化在一起，作为 1个整体进行工

作的结构单元；涂层板是通过对表面进行性能优化，从

而实现提高材料表面性能和结构性能的板类结构；夹

层板是由上下 2块薄的高强度表层板和填充其中的软

而轻的中间夹心层所组成的板类结构。这几种板类结

构都不同程度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7]。

1.1 基本假设对比

不同悬臂板结构如图 1所示。在图中，a为板长度，
b为板宽度，h为板（基板）厚度，th-L为层合板单层厚度，

th-C为涂层厚度，th-S为表层板厚度。

对板类结构的研究主要基于 Kirchhoff和 Reissner

2种假设，其对比见表 1。

一般来说，为了简化分析，4类薄板均可视为弹性

板，均采用 Kirchhoff假设。但在大多情况下，由于夹层

板的夹心为柔性材料，按柔性板处理，即常采用

Reissner假设。2种假设的具体基本特点见表 2。在对

夹层板的分析中，还包括 Hoff假设、波鲁沙可夫 -杜

庆华假设等，这些理论可以看作是针对不同问题的

Reissner假设的修正。本文针对板类结构固有特性问

题，只采用 Reissner假设对夹层板进行分析。

1.2 平衡方程对比

不同结构板的动力平衡方程在形式上存在差异，

结构越复杂，其平衡方程的形式也越复杂。本文根据平

衡方程分析法推导板类结构的相似关系。

（1）弹性薄板平衡方程

如图 1（a）所示，根据 Kirchhoff假设，薄板平衡方

程[8]为

D塄2塄2w=籽h 坠2w坠t2 （1）

式中：D= Eh3
12（1-滋2）；籽为薄板密度；w为挠度；

塄2= 坠2
坠x2 + 坠2

坠y2 ，为 Laplace算子。

（2）复合材料层合板平衡方程

如图 1（b）所示，复合材料层合板的平衡方程[9]为

D11
坠4w坠x4 +2（D12+2D66）

坠4w坠x2坠y2 +D22
坠4w坠y4 =m 坠2w坠t2 （2）

式中：Dis（i=1，2，6；s=1，2，6）为各层弯曲刚度；m为单位
面积质量。

Dis= 13
N

k=1
（Q is）k（zk

3 -zk-1
3
） （3）

式中：zk 为第 k 层板与板中面的距离；Q is（i=1，2，6；

s=1，2，6）为拉伸刚度。

Kirchhoff

A.变形前后中面法线始终垂直中面

B.板为弹性，水平内力不可忽略

Reissner

A.变形后中面法线不垂直中面

B.板为柔性，水平内力忽略

表 1 Kirchhoff和 Reissner假设对比

薄板 /层合板 /涂层板

（Kirchhoff假设）

（1）变形前垂直于板中面的直

线段（法线）在变形后仍保持为直

线，并垂直于变形后的中面，且其

长度不变，称为直法线假定，法线

变形包括向下的位移 w 及刚性转
动；

（2）与 x，y平面的应力分量
相比 滓x，滓y，子xy，z 平面的应力分量
滓z小得多，在计算时可忽略不计；

（3）薄板中面在平面内的位移

为零，z=0时，u=ν=0（法线的中点

无水平位移），板的挠度 w=w（x，y），
与 z无关；
（4）根据假设（1），有 εz=0 及

酌xz，酌yz=0（设板内的水平剪应力 酌xz，

酌yz引起的形变不计，但剪应力本身

并不为零，它们是维持平衡所必需

的）。

夹层板

（Reissner假设）

（1）位移 u，淄与 z 成比例，
即认为变形前垂直于中面的直

线段，在变形后仍为直线，但一

般不再垂直于中面；

（2）由于夹心较软，故忽略

夹心中平行于 x，y平面的应力
分 量 ， 即 假 定 夹 心 中

滓x=滓y=子xy=0，而只考虑沿夹心厚

度方向均匀分布的剪应力；

（3）由于表层很薄，所以假

定应力沿表层厚度为均匀分

布，即假定表层处于膜应力状

态；

（4）由于只考虑夹层板的

反对称变形，中间面不产生压

缩变形，所以假定在夹心和表

面板中 着z=
坠w坠z =0。

表 2 不同结构板的基本假设对比

（a）弹性薄板 （b）层合板

（c）涂层板 （d）夹层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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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11=Q11cos4兹+（2Q12+2Q66）sin2兹cos2兹+Q22sin4兹
Q 12=（Q11+Q22-4Q66）sin2兹cos2兹+Q12（cos4兹+sin4兹）
Q 22=Q11sin4兹+（2Q12+2Q66）sin2兹cos2兹+Q22cos4兹
Q 16=（Q11+Q22-4Q66）sin3兹cos2兹+（Q12-Q22-2Q66）sin兹com3兹
Q 66=（Q11+Q22-2Q12-2Q66）sin2兹cos2兹+Q66（com4兹+sin4兹）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4）

式中：Q11=
E11-滋12 滋21

；Q12=
滋21E11-滋12 滋21

；Q22=
E21-滋12 滋21

；

Q66=G12；E01为横向弹性模量；E2为纵向弹性模量；G12

为剪切刚度；滋12为主泊松比；滋21次泊松比。

（3）涂层板平衡方程

如图 1（c）所示，设涂层板的基板与涂层均为各向

同性材料，则根据式（4）有

Q11=Q11=Q22=Q22；Q12=Q12；Q66=Q66 （5）

将式（5）代入式（2）得

D11=D12+2D66=D22 （6）

涂层板的平衡方程为

D11
坠4w坠x4 +2D11

坠4w坠x2坠y2 +D11
坠4w坠y4 =D11塄2塄2w=m 坠2w坠t2 （7）

（4）夹层板平衡方程

如图 1（d）所示，胡海昌提出的平衡方程简化为[10]

w=w- DS

KC
塄2w （8）

式中：w为简化函数；DS=
Ef（h+th-s）2th-s

2（1-滋f

2
）
，为夹层板抗弯

刚度；Kc=Gc（h+th-s），为夹层板剪切刚度；滋f为表层板泊

松比；Ef为表层板弹性模量；Gc夹心层剪切模量。

在 Reissner理论下夹层板的平衡方程[11]为

Ds
坠4w坠x4 +2Ds

坠4w坠x2坠y2 +Ds
坠4w坠y4 =Ds塄2塄2w =

m 坠2
坠t2 w - Ds

Kc
塄2w （9）

由式（1）、（2）、（7）可知，层合板与单层板的动力平

衡方程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刚度项不同，层合板由于各

向异性材料及各层间的差异导致其各项刚度不同，涂

层板可看作是特殊的层合板，其平衡方程可由层合板

方程简化得到，与单层板的区别在于整体刚度不同。夹

层板的方程形式与涂层板的相近，但在受力分析中考

虑了夹心剪切刚度的作用，故式（9）中的 w并不代表板
的挠度，而是与挠度相关的简化函数。

2 动力学相似关系

2.1 完全几何相似关系

设板上各点的振型函数为 W（x，y），板挠度表示
为[12]

w=W（x，y）e i棕t （10）

将式（10）代入式（1）、（2）、（7）、（9）得振型微分方程

D塄2塄2W（x，y）=籽h棕2W（x，y）

D11
坠4W（x，y）坠x4 +2（D12+2D66）

坠4W（x，y）坠x2坠y2

+D22
坠4W（x，y）坠y4

=m 棕2W（x，y）

D11塄2塄2W（x，y）=籽h棕2W（x，y）

Ds塄2塄2W（x，y）=m 棕2 1- 阅s

Kc
塄2 W（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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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用 姿e表示相似关系，其中 e 为各物理量的符号，
如 e=a，b，E 等；考虑原型与模型材料相同，有
姿E=姿籽=1，籽为板的等效平均密度。根据相似原理可知

姿W

姿4

a

=
姿W

姿2

a姿
2

b

=姿4

b 姿W （12）

由 a4=棕2 籽 h
D ，D= Eh3

12（1-滋2）
可知

姿4

a =姿2

棕
姿m
姿D

=姿2

棕
姿籽

姿2

h姿E

（13）

将式（13）代入式（12）得

姿a=姿b=姿h，姿棕=
1
姿a

（14）

2.2 不完全几何相似关系

当完全几何相似条件无法满足时，有 姿a≠姿b≠

姿h，需要新的相似关系对原型频率进行预测，设 姿a=
C姿b，其中 C为常数，材料不同时，由平衡方程可得各
类板待选的相似关系为

姿棕=
姿E
姿籽

姿h

C2姿2

b

，姿棕=
姿E
姿籽

姿h

C姿2

b

，姿棕=
姿E
姿籽

姿h
2姿2

b

（15）

以悬臂单层弹性薄板为例，其前 6阶振型如图 2

所示。

根据对板类结构长度及宽度的敏感性分析可知，

在弯曲振动时，板长度 a的敏感性远大于宽度 b 的敏
感性，不完全相似关系应选择

姿棕=
姿E
姿籽

姿h
C2姿b

2 （16）

对于扭转振动 b 的敏感性大于 a的敏感性，对于
高阶的混合振动，b 与 a对振动固有频率均有显著影
响，这 2种振型的准确相似关系计算方法较繁琐，这

里只根据待选相似关系进行近似计算。对于板的扭转

振动，取式（15）前 2式的平均数；对于单层板 /层合

板 /涂层板的混合振动，取式（15）后 2式的平均数为

姿棕=
姿h

C姿b
2·

姿h
C姿b

2 = 姿E
姿籽

姿h
C3/2姿b

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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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悬臂板前 6阶振型

姿棕=
姿h

C姿b
2·

姿h
姿b

2 = 姿E
姿籽

姿h
C1/2姿b

2 （18）

式（16）～（18）即为悬臂条件下各类板结构的近

似不完全相似关系。

由于层合板、涂层板和夹层板具有比薄板更复杂

的结构，在其厚度 畸变的基础上，还可能产生更复

杂的模型畸变现象。

（1）复合材料层合板不完全相似关系

考虑层数不同的相似关系，以弯曲振动为例，由式

（11）得

姿棕
2=

姿Dis

姿m

1
C4姿b

4 （19）

若层合板模型层数 N=6，兹=0/90/0/0/90/0，由式

（3）可知

Dis=f（Qis，N）姿h
3 （20）

由相似原理可知

姿Dis
= fp（Q is，N）

fm（Q is，N）
姿h

3 （21）

设 Cd = fp（Q is，N）
fm（Q is，N）

，则有

姿Dis
=Cd姿h

3 （22）

由式（3）可知

Cd11=
88Q11+40Q22

40Q11+14Q22
姿N

-3

Cd22=
40Q11+88Q22

14Q11+40Q22
姿N

-3

Cd12=Cd66=2.37姿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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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将式（23）代入式（22），再把式（22）代入式（19）可得

姿棕=2.37姿N
-3 姿b

C2姿b
2 （24）

同理，对于 N=2，4，可得相似关系，见表 3。

（2）涂层板不完全相似关系

考虑涂层厚度不同的相似关系，以弯曲振动为

例，由式（11）得

姿棕
2= 姿D11

姿m

1
C4姿b

4 ，m=籽1h+2籽2th （25）

式中：籽i=（i=1，2）为基体和涂层的密度。

由式（3）得

D11=
1

12

E2

1-滋2

2 （h+2th）3-h3蓘 蓡+ E2

1-滋1

2 h3
（26）

由于涂层板的涂层厚度 th 与基体厚度 h 满足
h/th，式（26）中略去高阶小量 th

3和 th
3，则有 D11的相似

关系为

姿D11
= hp+Bthp

hm+Bthm
姿h

2 （27）

其中，常数 B= E2（1-U1
2）

E1（1-U2
2）
≈ E2

E1
。

设涂层板基体与涂层的厚度之比为 A=h/t，将 A
代入式（27）得

姿D11
= A p+B

A m+B 姿th
（28）

同理

姿m = A p+V
A m+V 姿th

（29）

式中：常数 V=2籽2/籽1。
将式（28）、（27）代入式（24）得

姿棕=
A p+B
A m+B

A m+V
A p+V

姿h
C2姿b

2 （30）

（3）夹层板不完全相似关系

考虑表层板及夹心厚度不完全相似的相似关系，

以弯曲振动为例，通过式（11）得到的待选相似关系过

多，难以选择，考虑 Reissner理论下平衡方程[13]为

KC
坠2w坠x2 + 坠2w坠y2 - 坠追x坠x - 坠追y坠y ＝m 坠2w坠t2 （31）

式中：追x、追y 分别为夹层板弯曲时 x，y 方向的偏转
角；追x=坠u/坠z，追y=坠v/坠z。

由上下层板位移公式可知

u=± h+th
2
坠u坠z - z芎h+th

2
坠w坠x

v=± h+th
2
坠v坠z - z芎h+th

2
坠w坠y

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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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由式（32）得

层数

2

4

6

姿N

4

2

1.33

表 3 N=2，4，6时的相似关系

相似关系

姿棕=64姿N
-3 姿h

C2姿b
2

姿棕=8姿N
-3 姿h

C2姿b
2

姿棕=2.37姿N
-3 姿h

C2姿b
2

（a）第 1阶弯曲(1F) （b）第 1阶扭转(1T)（c）第 2阶弯曲(2F)

（d）第 2阶扭转(2T) （e）第 3阶弯曲(3F)（f）第 1阶混合(1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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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4阶多项式拟合结果验证

姿h=姿z，姿u=姿h
姿w
姿x
，姿v=姿h

姿w
姿y

（33）

将式（33）代入式（31），由相似关系可得，弯曲振

动条件下有

姿w
2=

姿KC

姿m

1
C4姿b

4 （34）

姿KC=姿GC

hp+th-Sp
hm+th-Sm

=
姿GC

姿h

姿A

A p+1
A m+1 （35）

将式（35）代入式（34）得

姿w=
A p+1
A m+1

姿GC

姿m

姿th-s

C2姿b
2 （36）

式（24）、（30）和（36）即为弯曲振动下各类板结构

的畸变模型动力学相似关系，对于扭转振动及混合振

动，只在式（17）、（18）前乘以与对应板结构弯曲振动

相同的系数即可。

3 畸变模型的几何适用区间确定

对于动力学畸变相似模型，任何形式的不完全相

似关系都有其适用范围，首先要保证原型与模型同阶

振动振型相同，其次要保证其误差在允许范围内[14-15]。

因此，提出几何适用区间的概念，给出板类结构几何

尺寸的畸变范围。不失一般性，以悬臂条件下弹性薄

板为例，给出几何适用区间的确定方法。

3.1 第 1阶固有特性相似的几何适用区间确定方法

原型板为钛合金材料，其尺寸及材料参数见

表 3。

选取原型板：祝=a/b=1.136，选取 姿b=2，姿h=3，材料

属性与第 1部分所给原型板的相同。由 ANSYS仿真

分析得到原型板的第 1阶固有频率 棕p=155.95Hz。

在模型中选取 C=[0.5，1.3，2.1，2.9，3.7，4.167]，得

到对应的第 1阶频率预测值 棕1pr，在 MATLAB中对得

到的 6个离散的预测值采用 4阶多项式进行插值运

算，得到拟合方程为

棕1pr=-0.052C4+0.623C3-2.833C2+6.029C+152.1（37）

以 0.05为步长选取更多的离散值对式（37）的适

用性进行验证，如图 3所示。

从图 3中可见，在 C∈[0.5，4.2]范围内式（37）具

有准确的拟合效果。

对于不完全几何相似的预测误差有

浊= 棕pr-棕p

棕p
（38）

由 滋≤1％，将式（37）代入式（38）得

浊= -0.05C4+0.62C3-2.83C2+6.03C+152.1-155.95
155.95

≤1% （39）

在 C∈[0.5，4.2]范围内，解得 Cmin=4.18，Cmax=4.18。

故 祝=a/b=1.136 时，几何尺寸适用区间为 C∈
（0.48，4.18]。

3.2 其他阶次固有特性几何区间确定

由于几何尺寸的畸变会导致模型薄板振型的跳

跃，对于文中所述原型板，使其前 阶具有相同振型

的尺寸范围 祝∈[祝j
min，祝j

max]，计算得到各阶尺寸范围

见表 4。

由 姿a=悦姿b可知，任意模型板的长宽比为

祝m= am

bm
=祝

C （40）

在满足模型板的高阶固有频率预测值精度的同

时，还需要保证模型板振型与原型板的相同，则模型

尺寸选取应满足

C∈ Cj
min（祝），Cj

max（祝）蓘 蓡
祝m∈ 祝j

min，祝j
max蓘 蓡 ，（j=1，2，3…） （41）

式中：j 为固有频率阶数；区间 C∈ Cj
min（祝），Cj

max（祝）蓘 蓡，
为高阶固有频率的预测区间；祝m∈ 祝j

min，祝j
max蓘 蓡，为所

选原型板的高阶固有频率的振型控制区间。

由式（40）、（41）可知，高阶固有频率的畸变模型

几何尺寸适用区间为

C∈ Cj
min（祝），Cj

max（祝）蓘 蓡∩ 祝/祝j
min，祝/祝j

max蓘 蓡
（j=1，2，3…） （42）

针对本文所分析的原型板尺寸，求解其第 5阶固

有频率的模型几何尺寸适用区间。

a/mm

b/mm

h/mm

125

110

3

4428

104.8

0.3

表 3 原型板尺寸及材料参数

密度 籽/（kg/m3）

弹性模量 E/GPa

泊松比

阶数 j
1

2

3

祝∈[祝j
min，祝j

max]

—

[1,3.036]

[1,3.036]

表 4 各阶尺寸范围

阶数 j
4

5

6

祝∈[祝j
min，祝j

max]

[1.131,2.65]

[1.131,1.545]

[1.13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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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择 祝 ∈（1.131，1.545] 内 离 散 点 祝=

[1.132,1.214,1.296,1.377,1.459,1.541]，分别用插值法

计算其几何适用区间边界值，见表 5。

整理表 5所得数据

祝= 1.132，1.214，1.296，1.377，1.459，1.541蓘 蓡
Cmin= 0.975，0.896，0.919，0.926，0.946，0.997蓘 蓡
Cmax= 1，1.073，1.145，1.165，1.18，1.17蓘 蓡

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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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对所得区间边界值采用 3阶多项式进行插值拟

合，得到

Cmin=-2.93祝3+13.6祝2-20.45祝+10.94 （44）

Cmax=-0.3617祝3-0.2868祝2+3.124祝-1.644 （45）

式（44）、（45）的函数图像如图 4所示。

4 结论

（1）总结归纳了弹性薄板、层合板、涂层板及夹层

板的基本假设的区别与联系，分别给出了不同假设下

各种板类结构的动力平衡方程。

（2）利用方程分析法求解不同结构板的完全相似

关系和待选的不完全相似关系，通过几何尺寸对不同

振型振动的敏感性分析，给出了板类结构畸变模型的

近似不完全相似关系。

（3）根据前 j 阶（本文 j=5）振型相同的原则，提出

振型控制区间 Cj
min（祝），Cj

max（祝），在振型控制区间内，
利用 2次插值法得到第 1阶和高阶固有频率的几何

尺寸适用区间的边界值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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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型控制区间

离散的 C取值

4阶拟合方程

浊＜1%

C边界值

祝=1.377
（0.892，1.218]

[0.8，0.9，1.0，1.1，1.2，1.3]
-192110.0C4+723110.0C3-
1010000.0C2+620000.0C-

139770.0
控制区间内有解

Cmin=0.926
Cmin=0.926，Cmax=1.165

表 5 祝离散点的区间边界值
祝=1.296

（0.869，1.1454]
[0.7，0.8，0.9，1.0，1.1，1.2]
-192110.0C4+723110.0C3-
1010000.0C2+620000.0C-

139770.0
控制区间内有解

Cmin=0.919
Cmin=0.919，Cmax=1.145

祝=1.214
（0.786，1.073]

[0.7，0.8，0.9，1.0，1.1，1.2]
-192110.0C4+723110.0C3-
1010000.0C2+620000.0C-

139770.0
控制区间内有解

Cmin=0.896
Cmin=0.896，Cmax=1.073

祝=1.132
（0.733，1]

[0.7，0.8，0.9，1.0，1.1，1.2]
-48611.0C4+192220.0C3-
278770.0C2+175990.0C-

39266.0
控制区间内有解

Cmin=0.975
Cmin=0.975，Cmax=1

祝=1.459
（0.944，1.29]

[0.8，0.9，1.0，1.1，1.2，1.3]
-20822.0C4+97700.0C3-
170880.0C2+131660.0C-

36299.0
控制区间内有解

Cmin=0.946，Cmax=1.18
Cmin=0.946，Cmax=1.18

祝=1.541
（0.998，1.362]

[0.9，1.0，1.1，1.2，1.3，1.4]
-17644.0C4+89700.0C3-
169110.0C2+140110.0C-

41622.0
控制区间内有解

Cmax=1.17
Cmin=0.997，Cmax=1.17

振型控制区间

离散的 C取值

4阶拟合方程

浊＜1%

C边界值

图 4 5阶固有频率几何尺寸适用区间边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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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向非均匀流动引起的转子动力学载荷分析

胡 绚 1，张 强 2，戴宏亮 1

（1.湖南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长沙 410082；2.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西安 710089）

摘要：以轴流涡轮为分析对象，分析了流动沿周向分布不均匀的条件下涡轮转子受到的气动载荷。假设涡轮级内的流动沿周

向呈 1 次谐波形式的余弦函数分布，考虑转子叶片叶顶间隙，利用双耦合激励盘模型描述叶片通道中的流动，采用谐波分析方法

求得涡轮转子受到的气动载荷。分析了不同轴向位置处、不同非均匀流动参数的影响，讨论了转子偏心所产生的非均匀流动，给出

了非稳态流动条件下的气动载荷。结果表明：1 次谐波形式的非均匀流动会产生附加载荷作用于转子，从而影响转子的动力学性

能；非稳态不均匀流动会影响附加载荷的大小，但不改变其在动坐标系中的方向。

关键词：转子动力学；气动载荷；非均匀流动；1次谐波；轴流涡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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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Xuan1袁ZHANG Qiang2袁DAI Hong-liang1

渊1. College of Mechanical and Vehicle Engineering袁 Hunan University袁 Changsha 410082袁 China;
2. Chinese Flight Test Establishment袁 Xi'an 710089袁 China冤

Abstract: The dynamic loadings on axial turbine rotors were analyzed with circumferentially non-uniform flow conditions. Assuming
the circumferen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flow could be expressed as a cosine function in the first harmonic form, the flow in the blade passage
with blade tip clearances was described by two-coupled-actuator-disk model, and the dynamic loadings on the turbine rotor were obtained
by the harmonic analysis method. The effects of several flow parameters in different axial positions were analyzed, and the non-uniform flow
due to the eccentric rotor was discussed, and then the dynamic loadings were predict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unsteady flow. Th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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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叶轮机械的工作过程中，由于受转子偏心或者

上游工作级等的影响，叶轮中的流动沿周向的分布会

变得非均匀，可能使叶轮转子受到附加的气动载荷，

从而使其动力学性能变得不稳定，运行效率降低，甚

至可能发生故障[1-3]。因此，有必要对由非均匀流动所

产生的气动载荷与动力学影响进行研究，以指导叶轮

机的设计与优化、提高其工作性能。

叶轮转子形心的偏移是引起周向非均匀流动的

原因之一，会产生影响转子系统运动稳定性的气动载

荷———Thomas/Alford力。对于转子偏心引起的气动载

荷，Ehrich、Spakovszky、Martinez-Sanchez 和 Al-Nahwi

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析方法 [2-5]，Kang等利用计算

流 体 力 学 软 件 进 行 了 仿 真 计 算 [6]，Storace、

Martinez-Sanchez 等进行了试验研究 [1，7]。目前，

Thomas/Alford力的产生机理已研究得比较清楚，也得

到了较为统一、明确的结论。

对于由其他原因引起的非均匀流动，国内外学者

更多地研究了叶轮机内部气动特性或整体性能的影

响因素[8-11]；而有关叶轮结构动力学方面的研究，则主

mailto:hu_xuan16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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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集中于讨论叶片在非均匀来流作用下的动态特性。

例如，黄典贵、陈佐一等研究了非均匀来流对叶片的

气动激振力以及动叶的激振特性影响[12-14]。

本文为了研究流动的周向不均匀性所引起的、作

用在轴流涡轮转子上的附加气动载荷，假设流动的周

向非均匀性可以用余弦函数表示，分别考虑了非均匀

来流和转子偏心的作用，也分析了偏心涡动与非稳态

来流条件下转子的受载情况。

1 计算模型

1.1 模型概述

采用 Song与 Martinez-Sanchez的双耦合激励盘

模型[2-3]，分析压气机和涡轮中由转子偏心引起的不均

匀流动，以及其产生的气流激振力。该模型假设气流

是无黏性且不可压缩的，也不考虑通道中的径向流

动。该分析方法适用于大雷诺数的流动情况，此时流

体的黏性作用相对较小，而惯性作用相对较大。在麻

省理工学院所进行的偏心涡轮试验中，双耦合激励盘

模型较为准确地预测了包括流动不均匀程度以及

Thomas/Alford力等试验结果[3]。

在计算模型中，假设流动的周向不均匀性可以用

1次谐波形式的余弦函数描述。非均匀流动的原因

为：（1）周向近似呈余弦的流动是存在的。例如，叶轮

转子存在偏心时，上下游的流动在忽略高次谐波小量

后就可用 1次谐波形式的余弦（或正弦）函数近似描

述；（2）余弦形式的不均匀流动便于采用谐波分析方

法得到解析结果；（3）1次谐波形式的非均匀流动是

轴不对称的，因此将会产生附加气动载荷（如

Thomas/Alford力）作用于转子上，可能使转子系统运

动失稳。

整个分析均取叶片中径处的流动参数，任一流动

参数 A 可以表示为其均值 A 与非均匀小扰动 A '之

和[16]

A=A+A ' （1）

而其非均匀小扰动可近似地用余弦函数描述

A '=A 'max cos（渍-渍A-赘t）

=Re（A赞 e i(渍-赘 t)） （2）

式中：A '为流动参数 A 在周向位置 渍处的非均匀小
扰动；A 'max为扰动幅值；赘为转子的涡动角速度；渍A是

A 'max相对于动坐标系 n轴的相位角；A赞为复数形式的
扰动幅值，包含了扰动的幅值和相位信息；Re（）表示

取复数的实部。

计算模型的坐标系

如图 1所示。

1.2 流动的描述

由于叶顶间隙的存

在，气流流经动叶时，一

部分气体受到叶片引导

而通过叶片通道，另一部

分气体通过叶顶间隙流出。对于叶片通道主流，可以

用涡轮的速度三角形来描述其流动，如图 2所示。图

中：c、w分别为绝对速度和相对速度；U为动叶中径
处的线速度；琢、茁分别为绝对速度角和相对速度角；
x、y表示轴向和周向。为了便于说明，图中也对各通
道截面进行了编号。

对于叶顶间隙流动，

Song认为穿过叶顶间隙后

的射流与通道主流混合形

成了涡流，其流动模型如图

3所示。图中：茁m为动叶的

平均转角；wp、ws 分别为叶

盆与叶背的气流相对速度；

wjet为叶顶间隙射流的相对

速度；w3

+
、c x3

+
分别为涡流中

心的相对速度和轴向绝对

速度；兹为涡流相对速度与
叶片之间的夹角。通过分

图 1 计算模型的坐标系

图 2 速度三角形及截面编号

图 3 叶顶间隙的流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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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动叶两侧的压差，可以给出涡流中心的相对速度

角[15]

兹=arctan c1姨 /2蓸 蔀 （3）

式中：c1为叶片的升力系数。

1.3 上下游流动的耦合

双耦合激励盘模型利用叶片尺度内下游无穷远

处流动参数的偏导数来表示半径尺度内下游流动的

小扰动，将 2个尺度上的参数联系在一起，也将上下

游的流动耦合在一起，其耦合关系为[16]

c赞 +
x

c赞 +
y

c赞 -
x

c赞 -
y

驻赞

p赞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x=0+

=
c赞x
U
坠坠准 + t赞 c

H
坠
坠 tc

H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c+
x

c+
y

c-
x

c-
y

驻
p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x=+∞

（4）

式中：驻为叶顶间隙流层的厚度；p 为压力；准为流动
系数；tc为叶顶间隙；H 为叶片通道高度；上标“+”表

示叶顶间隙流；“-”表示叶片通道流；x=0+、x=+∞分

别表示半径、叶片尺度上的下游无穷远。

1.4 气动载荷

计算中考虑转子上的气动载荷由推动叶片运动的

周向力和气体作用在转子轮毂上的压力 2部分构成。

某个周向方位角 渍 处叶片受到的周向气动力
qy（渍）可用动量定理计算为[16]

qy=姿m觶 2r（cy2r-c+
y3）+（1-姿）m觶 2r（cy2r-c-

y3） （5）

式中：姿为叶顶间隙流量与叶片通道总流量之比；m觶 2r

为通过动叶的总流量。表达式的第 1、2部分分别为叶

顶间隙流和叶片通道流所产生的周向力。

将周向力和轮毂上的压力向转子形心进行简化，

可以求得气动载荷的合力。如果通过涡轮盘的气流是

周向非均匀的，转子受到的周向力或压力也会是非均

匀的，那么转子形心上的合力就不为零，产生了本文

所讨论的附加气动载荷。

2 算例与分析

以 Martinez-Sanchez 的轴流试验涡轮作为分析

对象，该涡轮采用密度更大的 Freon-12气体作为工

作介质以减小气体黏性的影响。其设计流动系数为

0.58，反力度为 0.2，效率为 0.79，转速为 3440 r/min，

叶顶间隙与叶片高度之比 t/H=0.02。

2.1 转子叶栅前流动非均匀的情况

由上述分析可知，通过转子叶栅的周向非均匀流

动是产生附加气动载荷的直接原因。假设转子叶栅进

口流动存在非均匀性，分析不同流动参数非均匀性的

影响。

假设转子叶栅前的轴向速度扰动 c'x2r沿周向不

均匀，其无量纲为

C'x2r=c'x2r /U （6）

无量纲周向力扰动为

Q'y=q'y 准/（m觶 U） （7）

无量纲的转子轮毂压力扰动为

P'r=p'r /（籽U2准） （8）

式中：准=cx /U，为流动系数。
令 C'x2r 呈 余 弦 分

布，其幅值为 0.01，最大

值位于 0毅，所引起的周
向力扰动 Q'y 和压力扰

动 P'r 的周向分布如图 4

所示。

若认为 cx3≈cx2r，那么气体流经转子叶片通道后

的周向速度为

cy3≈cx2r tan 茁3-U （9）

可见，在 cx2r越大的位置 cy3也较大，根据式（5），

该位置的周向力 qy随之增大。从图 4中可见，Q'ymax与

C'x2max的相位角相同。且在 cx2r较大的位置，气体作功

更多，根据伯努利方程可知，该位置的压降更多，P'rmax

与 C'x2max的相位角相差 180毅。
c'x2r、c'y2r和 p'2r所引起的转子动力学载荷如图 5

所示。从图 5中可见，因周向力与压力的不均匀分布，

转子受到的附加载荷 fX、fY分别为附加载荷在 X、Y 方

（a）C'x2r所引起的载荷分布

（b）C'y2r所引起的载荷分布 （c）P'2r所引起的载荷分布

图 4 C ' x2r、C ' y2r和P '2r所引起的载荷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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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y2r所引起的转子
动力学载荷

（c）P '2r所引起的转子
动力学载荷

向的分量。分析非均匀周向速度 cy2r的作用和引起的

转子动力学载荷，根据式（6）设幅值为 0.01，最大值位

于 0毅。图 4（b）给出了非均匀 cy2r产生的 Q'y和 P 'r，结

果显示 Q'y、P 'r和 C'y2r在相同位置取得最大值。

转子叶栅前非均匀压力 p2r产生的 Q'y和 P 'r如图

4（c）所示。无量纲压力扰

动 P '2r幅值为 0.01，最大

值位于 0毅，表明 p2r的不均

匀性对周向力没有影响，

只改变转子轮毂上压力的

分布，且轮毂压力和 p2r的

最大值所在方位相同。非

均匀 p2r引起的转子动力

学载荷如图 5（c）所示。

2.2 静子叶栅前流动非均匀的情况

静子叶栅前流动即涡轮级的进口来流，非均匀性

会导致转子叶栅的流动不均匀，从而产生附加载荷作

用在转子上。

设轴向速度扰动 C'x1的幅值为 0.01，最大值位于

0毅。结合速度三角形以及连续方程、动量方程可以得
到截面 1与 2r之间的流动关系[16]，能够解得 Q'y和 P'r

的周向分布，如图 6所示。从图中可见，Q'y和 P'r的分

布规律与图 4（a）相似，所以，C'x1和 C'x2r的作用是相

似的，所引起的转子动力学载荷都如图 5（a）所示。

不均匀来流压力 p1对流动的影响也与 p2r相似，

产生的附加载荷如图 5（b）所示。

至于来流周向速度 cy1，由于计算模型假设叶片

能够完美地引导气流，因此，静叶出口的周向速度为

cy2s=cx2s tan 琢2 （10）

按照伯努利方程，静叶出口的压力为

p2s=p1+
1
2
籽cy1

2
- 1

2
籽cx2s

2
tan2 琢2 （11）

将（8）写成扰动形式，并忽略高阶小量

p'2s=p'1+籽c軃y1c'y1-籽c軃x2sc'x2s tan2 琢2 （12）

由式（10）、（12）可知，如果涡轮级来流的平均周

向速度c軃y1=0，来流周向速度扰动c軃y1是不会影响c軃y2s和

p'2s的，也即在双耦合激励盘模型的假设条件下，来流

周向速度的非均匀性并不会引起不均匀的下游流动，

当然也不会引发附加载荷，这是由计算模型的局限性

所决定的。

2.3 转子静态偏心的影响

机匣变形或者转子涡动时转子形心会偏离机匣

形心，使得转子叶片的叶顶间隙沿周向分布不均匀，

从而产生附加载荷作用于转子。实际上，转子偏心导

致气流通道发生了变化，使流动不均匀才产生了附加

载荷，是由转子偏心所引起的非均匀流动。

如果转子未发生涡动，仅发生静态偏心，那么流

动将是稳态的。该流动以及气动载荷已经被多位学者

分析得比较清楚[15-16]，下文描述会涉及到文献[16]中的

部分计算过程，以保证分析过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假设转子形心向 0毅方向发生静态偏移，偏移量
e/H=0.011，所引起的非均匀叶顶间隙扰动 t'c以及 Q'y

和 P'2r的分布如图 7所示。从图中可见，t'c采用无量

（a）C'x2r所引起的转子
动力学载荷

图 5 C ' x2r、C ' y2r和P '2r所引起的转子动力学载荷

图 6 c'X1所引起的载荷分布

图 7 静态偏心所引起的载荷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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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形式 子'=t'c /H。可以发现，在叶顶间隙最大位置
（180毅方位角）附近，周向力和压力都是最小的，其最
小值并不是恰好在 180毅位置，而是会有所偏移。计算
与试验结果基本吻合，表明本文的公式推导与程序编

写的正确性。

转子静态偏心产生的

附加载荷如图 8所示。fX

是径向回复力，fY 会加速

转子正向涡动，是与转子

运动稳定性相关的切向

力。气动载荷系数为

琢X=fX/（仔Rqytc/H）和 琢Y=fY/

（仔Rqytc/H）。
气动载荷与偏心距之

间的线性关系如图 9所示。本文的计算结果与试验值

基本吻合。

理论分析和试验表明，转子的偏心除了会使下游

产生非均匀来流，还会影响上游流动，使其变得不均

匀，而且离转子叶栅越远，转子偏心的影响就越小。偏

心转子的附加载荷 fe由均匀流动通过偏心转子通道

时产生的附加载荷 fu和偏心引起的上游非均匀流动

通过无偏心转子通道时产生的附加载荷 fnonu构成。由

于双耦合激励盘模型是线性的，所以 2部分载荷的叠

加就等于转子偏心所产生的总载荷

fe=fu+fnonu （13）

2.4 非稳态流动的影响

上述分析都假设流动是稳态的，下面分析转子的

涡动和非稳态的来流对转子动力学载荷的影响。

对于转子发生偏心涡动时受到的附加载荷，Song

已经进行了分析阐述，本文给出了与 Song一致的计

算结果[16]，如图 10所示。图中 琢n和 琢t的定义与 琢X和

琢Y相同，只是对应的是动坐标系 nO't。从图中可见，无
论是正向涡动还是反向涡动，2个气动载荷系数的符

号都没有变化，表明附加载荷在动坐标系中方向不

变。另外，琢n对涡动角速度并不敏感，而 琢t随 赘的增
大而减小。

对于多级涡轮，当上游的涡轮级发生偏心涡动

时，其出口的流动是旋转变化的，则下 1级涡轮的进

口流动会变为非稳态。假设涡轮级的来流轴向速度

是与时间相关的变量，令其扰动的表达式为

c'x1=c'x1max cos（渍-赘t） （14）

式中：赘为 c'x1旋转变化的角速度，也即 cx1发生周期

变化，同时假设动坐标系 nO't与 c'x1同步旋转。

非均匀来流所产生的附加载荷与旋转角速度之

间的关系曲线如图 11所示。首先，在动坐标系 nO't
中，琢n和 琢t的符号不会变化，说明载荷的方向不变，fn

指向 cx1最大值所在方位（即 n轴正方向），而由 fn向

自转角速度 棕方向转动 90毅就是 ft的指向（也即 t轴
正方向），fn和 ft之间的方向关系与图 5（a）一致。其

次，琢n和 琢t都随着涡动角速度的增大而增大，且成线

性关系。

3 结论

本文运用双耦合激励盘模型，分析了轴流涡轮中

1次谐波形式的非均匀流动对转子所受载荷的影响，

图 8 转子偏心所引起的

转子动力学载荷

图 9 气动载荷系数与偏心距的关系

图 10 转子偏心时气动载荷系数与涡动角速度的关系

图 11 来流非均匀时气动载荷系数与旋转角速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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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转子所受附加气动载荷的产生机理，得到的主

要结论如下：

（1）1次谐波形式的非均匀流动使得涡轮转子所

受气动载荷不再平衡，从而出现附加载荷，而且不同

的流动参数所产生的附加载荷有所不同；

（2）发生在转、静子叶栅前的非均匀流动对附加

载荷的影响是相似的；

（3）转子偏心会引起非均匀流动，计算模型能够

比较准确地预测转子静态偏心时的气动载荷分布和

附加载荷大小；

（4）在同步旋转的动坐标系中，涡动角速度或者

来流旋转角速度并不影响附加载荷的方向，而只改变

附加载荷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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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运行环境下航空发动机部件寿命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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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传统航空发动机部件寿命计算方法没有考虑发动机实际运行环境的问题，提出 1种基于传感器数据的部件寿命计

算方法。首先构建含有涡轮叶片热机械疲劳寿命模型的仿真系统，利用 Monte Carlo仿真来获取不同运行环境下叶片寿命数据，采

用威布尔分布计算叶片失效概率，得到叶片等效使用寿命。结果表明：运行环境对发动机部件寿命及失效概率有重要影响，而基于

传感器或机载模型数据的部件计算方法可以有效避免传统计算方法的缺陷，将发动机实际运行环境纳入到寿命计算中，为寿命延

长控制、寿命管理等相关研究提供精确的部件寿命。

关键词：部件寿命；计算方法；涡扇发动机；运行环境；威布尔分布；Monte Carlo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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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engine Component Life Calculation on Uncertainty Operating Environment
CHEN Xiao-lei1袁2, GUO Ying-qing1, YAN Xing-hui1, Jiang Cai-hong3

渊1. 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72, China; 2. AVIC Wuxi Aerospace Power Control
Institute, Wuxi Jiangsu 214100, China; 3. 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omponent life calculation method was difficult to take the actual engine operating environment into
accoun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a sensor-based life calculation was proposed. Firstly袁a closed-loop simulation system was built
which contains a TMF life model of the high pressure turbine stator. After that袁a Monte Carlo simulation was used to generate the analysis
data of component life under different operating environment. Then Weibull distribution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probability of failure and
the equivalent life of the stat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operating environment has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stator life and the probability of
failure, and life calculation based on the sensor data or model data could avoid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life calculation approach, it
could provide accurate life estimation for the research of life extending control and life management.

Key words: components life; calculation method; turbofan engines; operating environment; Weibull distribution; Monte Car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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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新一代航空发动机对经济性要求的提高，寿

命延长控制逐渐成为航空发动机控制领域的研究热

点。其研究关键技术之一是准确计算部件寿命，旨在

保证发动机性能不变或有少量损失的同时，大幅度延

长发动机及其部件寿命[1-2]。航空发动机部件寿命计算

非常复杂，其难点在于如何权衡发动机安全运行和部

件使用最大化，保证发动机安全性的同时降低使用成

本[3-4]。在发动机制造过程中，利用先进的工具分析所

有部件的失效模式；再利用标准运行任务循环确定部

件最大损伤，并根据该值计算部件的安全寿命[5]。航空

发动机设计定型后，根据剩余起降或加减速循环次数

来确定部件的剩余寿命，通常不再考虑发动机实际运

行环境[6-8]。使用最大损伤来计算部件安全寿命在一定

程度上保证了发动机运行的安全性，但有很大局限

性，即大量部件未完全破损就提前维修或更换，而部

分部件在安全寿命结束前就已经完全破损，增加了发

动机运行的危险性[9-10]。发动机部件的寿命取决于其

mailto:cxl2008200915@mail.nwp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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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实际负载，如温度、压力等，这些因素与发动机实

际运行过程密切相关，外部运行环境变化、发动机内

部噪声、传感器或执行机构等不确定性因素也会影响
发动机实际运行，进而影响部件实际使用环境，均可

导致部件寿命发生变化。

由于传统寿命计算方法难以考虑上述不确定性

因素，很难分析这些因素对寿命计算的影响。发动机

传感器测量信息中包含了运行环境及发动机内部各
种不确定性信息，因此可以采用基于传感器数据的寿

命计算模型来计算航空发动机不确定运行环境下叶

片的寿命。

本文以某型军用涡扇发动机高压涡轮导向叶片

热机械损伤寿命为例，研究不确定运行环境下叶片寿
命计算方法。

1 叶片 TMF寿命模型及仿真系统

通常利用标准起降或加减速循环次数来计算部

件的使用寿命，文献[11]已建立某型军用涡扇发动机

寿命关键部件———高压涡轮导向叶片在单次加减速

循环过程中的 TMF(Thermal Mechanical Fatigue)寿命

模型，简单表示为

Nf=f（T驻max,Tmetal(T驻max),Pi） （1）

式中：Nf为叶片安全寿命；T驻max为叶片前、后缘最大温

度差；Tmetal(T驻max)为叶片前、后缘最大温度差下叶片金属

温度；Pi为发动机运行时部分截面压力。

上述参数均可表示为发动机运行过程中温度、压

力的函数，而温度和压力由传感器测得或由机载模型

提供。在无噪声环境下，不考虑其他诸如外部运行环

境、加速终值、发动机退化等因素的变化，叶片每次标

称加减速循环所经历的损伤相同。但在实际运行过程

中，受发动机内部噪声、执行机构和传感器测量噪声以

及运行环境变化的影响，叶片周围的温度和压力值会

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叶片每次循环所受的损伤不同。因

此，在非标称运行环境中，将某一固定 Nf作为部件的

寿命是无效的，甚至会增加发动机运行的危险性。

考虑到外部运行环境、噪声等各种因素均会对 Nf

产生影响，因此将 Nf看作随机变量，利用概率统计理

论来确定 Nf。这里定义 Nfn为叶片在标称运行环境下

的安全寿命，Nfa为非标称运行环境下的安全寿命。那

么标称运行环境下使用 n次循环后，叶片失效概率为
Pfn（nc）=P（Nfn≤nc）=Ffn（nc） （2）

式中：Ffn为 Nfn的累积分布函数；Pfn为叶片在非标称

运行环境下的失效概率。

研究目的是寻找 Pfn（nc）和 Pfa（nc）之间的关系，以

确定在非标称运行环境下，叶片失效概率及等效使用

寿命。

文中构建的仿真系统结构如图 1所示。

图中，engine为某型军用涡扇发动机模型；ECU

为其对应的变增益 PID控制器；Life Model为叶片寿
命计算模块。仿真系统输入包括外部环境（高度和大

气温度）、油门杆角度；输出为叶片在加速循环过程中

的总应变差及在此应变差下叶片 TMF可使用寿命。

2 叶片失效概率及等效使用寿命估算

因噪声呈随机分布特征，叶片寿命难以使用某一

确定值来衡量，本文使用概率统计的方法来描述叶片

使用寿命情况。工业中常用的产品寿命分布类型有：指

数分布、正态分布、对数正态分布和威布尔分布等[12]。其
中威布尔分布因其通用性强得到广泛应用，指数分布、

正态分布及瑞利分布等可看作是威布尔分布的特例。

航空发动机部件寿命分布也主要使用威布尔分布[13-14]。

2.1 威布尔分布
威布尔分布是随机变量分布之一，又称韦伯分

布、韦氏分布，由瑞典物理学家 Wallodi Weibull于
1939年引进，是可靠性分析及寿命检验的理论基础。

威布尔分布在可靠性工程中被广泛应用，尤其适用于

机电类产品的磨损累计失效的分布。因易利用概率纸

推断出其分布参数，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寿命试验的数

据处理。
目前，2参数的威布尔分布主要用于滚动轴承的

寿命试验以及高应力水平下的材料疲劳试验，3参数

的威布尔分布用于低应力水平的材料及某些零件的

寿命试验，具有比对数正态分布更大的适用性。其概

率密度函数为

f（t）= 茁
浊

t-t0

浊
茁-1

e
- t-t0

浊蓸 蔀茁
（3）

故障累积概率为

F（t）=1-e
- t-t0

浊蓸 蔀茁
（4）

图 1 仿真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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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茁为形状参数，影响威布尔分布曲线的形状，在
“威布尔概率纸”上称为威布尔斜率；浊为尺度参数，
影响分布的离散程度；t0为位置参数，影响分布曲线

起点的位置。

这 3个参数通常由试验确定。若 t0=0，则为 2参

数的威布尔分布。
2.2 威布尔参数的估计

当前影响威布尔分布在寿命分布领域广泛应用

的主要因素是如何精确估计上述 3个参数。资料显

示，威布尔分布参数通常由试验确定，即通过一定次

数的试验，记录产品失效的时间或者循环次数，然后
利用威布尔图来确定参数值。

令式（4)中 t0=0，则式中只剩下 2个参数 茁和 浊，
通过移相、取对数，最终得到

ln ln 1
1-F（t） =茁 ln t-茁 ln 浊 （5）

可简写成

Y=茁X+A （6）

这是 1条不通过零点，斜率为 茁的直线。通常采
用双对数坐标纸（如图 2所示）来确定威布尔参数。图
中纵坐标表示失效发生累积率，横坐标表示失效发生

的数量，这里为叶片的使用寿命。将试验数据在图中

标出，并拟合成 1条直线，则直线的斜率就是威布尔

分布的参数 茁，而另一参数 浊 为直线上纵坐标为
0.632所对应的横坐标值。

由于未进行实物试验，因此设定 浊为标称运行环
境下发动机标称加速循环计算得到的叶片可使用寿

命，也即 浊=34900，而 茁=4，根据“10%法则”[15]，设定安

全寿命为 3490 次标称循环时，叶片失效概率为

0.01%。在工程应用过程中，这些参数可以使用上文

方法进行估计。
在标称运行环境下发动机运行 次加减速循环

后，叶片失效概率可表示为

Pfn（nc）=1-e
- nc

34900蓸 蔀4

（7）

2.3 非标称运行环境下叶片失效概率计算方法
为了分析非标称运行环境下叶片的失效概率，需

要统计出在额定运行循环 nc下叶片失效次数。为了

与标称运行环境进行对比，这里选取 nc=3490。计算

Pfa（3490）的前提是必须知道 Nfa的分布情况。发动机

运行环境与叶片寿命没有直接联系，很难确定其分布

情况。为了避免该问题，可以利用 Monte Carlo仿真来

解决非标称运行环境下叶片失效概率计算问题[16-17]。

在Matlab/Simulink下，设定发动机运行环境，进行

仿真并记录叶片失效次数。当仿真次数很多（比如 104）

后，叶片失效比例就接近叶片真实失效概率。用n軌fa

m

表

示第 m次仿真部件寿命，经过 M次仿真后，叶片失效
概率 Pfa（3490）可表示为

Pfa（3490）=P（Nfa≤nc）= 1
M m沂鬃

n軌fa

m

（8）

其中 鬃定义为

鬃={m|n軌fa

m

≤3490} （9）

很难直接利用 Monte Carlo 仿真来实现上述方

法。因为 Pfa（3490）的值很小，在标称运行环境中，Pfa

（3490）约为 0.01%，在非标称运行环境中，Pfa（3490）

也在这个数量级上。需要仿真近 10000次，叶片才会

出现 1次失效；同时也只有这 1次仿真可以用于计算

失效概率，大幅度降低了仿真效率。只有仿真次数足

够多时，Monte Carlo仿真的失效比例才接近于真实

失效概率，仿真次数将远多于 10000次。

针对上述问题，考虑到在标称运行环境下叶片失

效概率容易求出，本文提出利用标称运行环境作为基

准值。假设 Nfa与 Nfn有如下线性关系

Nfn=姿×Nfa （10）

Pfa（3490）可通过下式求得

Pfa（3490）=P（Nfa≤3490）=P（Nfn

姿 ≤3490）=

P（Nfn≤3490姿）=Pfn（3490姿） （11）

令 neq=3490姿，表示非标称运行环境中的等效使
用寿命。姿值已知，即可求得 Pfa（3490）。由于叶片寿命

Nfa为随机变量，因此 姿也是随机变量，需要利用统计
法来取得 姿的估计值。将式中的 Nfn用 3490代替，则

姿= Nfn

Nfa
= 3490

Nfa
（12）

根据 Nfa求出 姿，利用统计知识可得

姿軍=E[姿]= 3490
nfa

p（nfa）dnfa （13）

图 2 威布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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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标准运行环境下叶片总应变差

（b）典型运行环境下叶片总应变差

（c）标准运行环境下可使用
寿命统计结果

（d）典型运行环境下可使用
寿命统计结果

（e）高温运行环境下叶片总应变差

（f）低温运行环境下叶片总应变差

式中：p（nfa）为 Nfa的分布情况，式中由于出现 Nfa，因此

无法直接求得，需要再次使用Monte Carlo仿真，得到

姿軍≈ 1
M m

3490

n軌ta

m = 1
M m

姿m
（14）

式中：姿m
为第 m次 Monte Carlo仿真中比例系数。式

（14）与式（8）的区别在于：所有的仿真均有用，可以大
幅减少仿真次数，同时保证 Monte Carlo仿真的准确

性。具体实现步骤如下：

（1）确定仿真外部环境，如温度的变化；

（2）定义仿真次数 M，另 m=1:M，进行 M次仿真，

收集n軌ta

m

；并利用式（12）计算 姿m
；

（3）根据式（14）计算出估计姿軍；
（4）计算出等效使用寿命 neq；

（5）根据式（11）计算出非标称情况下叶片失效

概率。

3 不同运行环境下叶片寿命计算

3.1 标准运行环境
这里的标准运行环境是指不考虑气候差异所导

致的发动机进口温度变化，仅考虑由发动机内部噪
声、材料差异所引起的叶片寿命变化。根据文献[18]，添

加温度、转速、压力传感器和执行机构噪声，见表 1。

根据第 2.3节中给出的方法，确定标准运行环境

下与标称运行环境之间的比例系数姿軍的值。设定运行
环境 ALT=0 km，Tin=288.15 K，各参数噪声分布见表

1，材料属性不确定性包含在寿命模型中。仿真 5000

次，结果如图 3（a）、（b）所示。分别记录第 m次仿真下

涡轮导叶寿命n軌ta

m

，根据式（12）计算 姿m
，再利用式（14）

计算出估计姿軍。
每次计算得到的叶片总应变差如图 3（a）所示，

由于噪声等不确定因素，寿命模型每次计算得到的叶

片总应变差均不相同，但基本分布在 1个固定的范围

内（0.0063~0.00655 mm）。计算得到的叶片可使用寿

命分布情况如图 3（b）所示，计算得到姿軍=1.00636，在

标称运行环境下运行 3490次后，叶片等效使用寿命

次循环。即在标准运行环境下运行 3490次循环后，相

Parameters

Mean

Variance

N1

0

36

Nh

0

225

T41

0

100

T45

0

100

P41

0

1

P45

0

1

W FM

0

25

表 1 主要传感器及执行机构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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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高温运行环境下可使用
寿命统计结果

（h）低温运行环境下可使用
寿命统计结果

图 3 不同环境下叶片总应变差及可使用寿命分析结果

当于在标称运行环境下运行 3512次循环。
则根据式（11）计算叶片失效概率

Pfa（3490）=P（Nfa≤3490）=

Pfn（3490姿軍）=Pfn（3512）=0.0103% （15）

即在标准运行环境下运行 3490次循环后，叶片

失效概率为 0.0103%。

3.2 典型运行环境
在实际使用中，很难保证飞机每次均在标准运行

环境下起飞或加速，运行高度和大气温度均会变化，

需要研究这些差异对寿命计算的影响。设定典型运行

环境为 ALT=0~1 km，Tin=288.15±10 K，即高度和温

度在上述范围内随机变化，噪声幅值与标准运行环境

下相同，其他设定同上节，其仿真结果如图 3（c）、（d）

所示。

在典型运行环境下，受运行高度及大气温度的变

化 影 响 ， 叶 片 上 的 总 应 变 在 更 大 的 范 围

（0.0062~0.0066 mm）内变化，计算得到姿軍=1.0326。在

典型运行环境下运行 3490次后，叶片等效使用寿命

为 3490×姿軍=3604次循环。即在典型运行环境下运行

3490次循环后，相当于在标称运行环境下运行 3604

次循环。

则根据式（11）得

Pfa（3490）=P（Nfa≤3490）=

Pfn（3490姿軍）=Pfn（3512）=0.0114% （16）

即在典型运行环境下运行 3490次循环后，叶片

失效概率为 0.0114%。

3.3 高温运行环境
考虑到部分实际使用的飞机主要运行航线分布

在近赤道附近，大部分起飞或加速时外界大气温度比

典型运行环境下的高，为研究这种高温运行环境对叶

片寿命的影响，设定高温运行环境 ALT=0~1 km，
Tin=268.15±10 K，噪声幅值同标准运行环境下的，其

仿真结果如图 3（e）、（f）所示。

在高温运行环境下，由于大气温度升高，叶片上

的平均总应变比典型运行环境下的大，主要分布于

0.0064~0.0070 mm，此时计算得到姿軍=1.5694，这样当

在高温运行环境下运行 3490次后，叶片等效使用寿

命为 3490×姿軍=5477次循环。即在高温运行环境下运

行 3490 次循环后，相当于在标称运行环境下运行

3604次循环。

则根据式（11）

Pfa（3490）=P（Nfa≤3490）=

Pfn（3490姿軍）=Pfn（5477）=0.0607% （17）

即在高温运行环境下运行 3490次循环后，叶片

失效概率为 0.0607%。

3.4 低温运行环境
部分实际使用的飞机主要运行航线分布在近极

地附近，其大部分起飞或加速时外界大气温度将比典

型运行环境的低，本节中设定运行环境 ALT=0~1

km，Tin=268.15±10 K，噪声幅值同标准运行环境下
的，研究这种低温运行环境对叶片寿命影响的仿真结

果如图 3（g）、（h）所示。

在低温运行环境下，由于大气温度下降，叶片上

的平均总应变要比典型运行环境下的小，主要分布于

0.0059~0.0065 mm，此时计算得到姿軍=2599，当在低温

运行环境下运行 3490 次后，叶片等效使用寿命为

次循环。即在低温运行环境下运行 3490次循环后，相

当于在标称运行环境下运行 2599次循环。
则根据式（11）得

Pfa（3490）=P（Nfa≤3490）=

Pfn（3490姿軍）=Pfn（2599）=0.0031% （18）

即在低温运行环境下运行 3490次循环后，叶片
失效概率为 0.0031%。

不同运行环境下叶片失效概率及 3490次循环等

效使用寿命见表 2。

从表 2中可见，在标称运行环境下，不考虑噪声

影响，当运行循环数为 3490次时，叶片失效概率为

0.01%；而在考虑噪声等不确定因素影响的标准运行

参数

标称运行环境

标准运行环境

典型运行环境

高温运行环境

低温运行环境

噪声

无

有

有

有

有

运行高度 /km

0

0

0~1

0~1

0~1

大气温度

288.15

288.15

288.15±10

308.15±10

268.15±10

等效使用寿命

3490

3512

3604

5477

2559

失效概率 /%

0.01

0.0103

0.0114

0.0607

0.0031

表 2 不同环境下叶片寿命及失效概率

3490次循环

34



陈小磊等：不确定运行环境下航空发动机部件寿命计算第 3期

环境中，运行同样循环数，叶片失效概率增大至
0.0103%；在典型运行环境中，由于运行高度及大气

温度的变化，叶片等效使用寿命增加至 3604次循环，

此时运行 3490次循环后叶片失效概率为 0.0114%；

而在高温运行环境下，等效使用寿命高达 5477次循

环，叶片失效概率为 0.0607%，但在冷天环境下，运行

3490 次循环仅相当于在标称运行环境下运行 2559

次循环，因此其 3490 次循环叶片失效概率仅为

0.0031%。

4 结论

本文利用 Monte Carlo仿真和统计学理论中的威

布尔分布分析了部件在各种运行环境中的寿命及失

效概率，为航空发动机寿命延长控制研究提供了包含

运行环境信息的部件寿命计算模型，从而在全寿命期

实现寿命延长控制。主要结论如下：

（1）仿真结果显示，运行环境不确定使叶片计算

寿命有大幅度变化，单纯将某一固定值作为发动机部

件的安全寿命是不合理的。

（2）计算结果表明，不考虑和考虑噪声等不确定

因素下，涡轮叶片失效概率相差 3%；高、低温环境

下，对涡轮叶片寿命及失效概率都有很大影响。

该方法可扩展到实际叶片负载和加速循环不确

定性影响研究中，为发动机寿命监视提供更加准确的

部件使用寿命估计值。同时也可以根据该估计值来调

整寿命延长控制策略，尽可能延长部件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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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外涵机匣的管路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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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对航空发动机的引气、供油、点火、测试等功能要求的提高，穿过外涵机匣的传感器和管路数量大大增加，为降低外

涵机匣拆装的难度，提高穿过外涵机匣的管路的可装配性，在原有管路的连接结构、密封结构、补偿结构、分解维护 4个方面的结构

设计基础上，设计了 2种新型穿过外涵机匣的管路结构，新型管路具有结构简单、拆装便捷、安全可靠、互换性好等优点，可满足管

路补偿和外涵机匣的密封要求。

关键词：管路结构；外涵机匣；维护性；装配性；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29+.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5.03.007

Structure Design for Pipeline through Bypass C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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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umber of pipe and sensor through bypass casing is increasing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ngine bleed air袁 fuel袁

ignition and other functional testing requirement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difficulty of bypass casing assembly and improve the assemblability
of the pipelines through the bypass casing袁 two new pipeline structure were designed based on the pipeline connecting structure袁sealing
structure袁compensation structure and decomposition of maintenance. The new pipeline structure are simple and have good assembly and
disassembly feature. The structure are safe and reliable, and have perfect interchangeability袁 which can meet the compensation and bypass
casing sealing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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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涡扇发动机上的外涵机匣主要用于连接中介机

匣和涡轮后机匣并传递载荷，形成外涵气流通道，固

定内涵穿出的传感器和管路等，以及固定外部附件、

支架和管路等结构件。随着对发动机的引气、供油、点

火、测试等功能要求的提高，穿过外涵机匣的传感器

和管路的数量也在增加，实现外涵机匣维护性的难度

相应增大[1-4]。

本文通过分析现役发动机上穿过外涵机匣的管

路结构和设计要求，设计了 2种穿过外涵机匣的管路

新型结构，以提高外涵机匣的维护性[5]。

1 外涵机匣结构

目前，航空发动机常采用对开式外涵机匣结构，

将外部附件、管路等结构

件集中布置在外涵机匣的

上半区域或下半区域（如

图 1所示），以提高发动机

的维修、维护能力。如发动

机在航修厂使用过程中，

需要对有损伤的压气机转

子叶片进行快速更换，只

需拆下机匣上少量管路、支架以及下半（或上半）机

匣、压气机静子机匣即可。外涵机匣分解维护如图 2

所示。

在外涵机匣分解维护过程中，穿过外涵机匣的管

路结构，直接影响着外涵机匣的拆装难度和工作量。

图 1 外部结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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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防冰引气管

2 管路结构特点

2.1 补偿结构

在发动机最大热负荷状态下，核心机机匣的热膨

胀位移相对较大，而外涵机匣的温度比内涵机匣的

低，因而热膨胀位移相对小，导致内、外涵机匣的轴向

和径向热膨胀量不一致。穿过外涵机匣的管路若没有

热协调能力，将在工作时承受额外的应力，可能导致

管路或其配件提前失效[6-7]。

解决管路热协调问题的常用设计方法[8-9]有：

（1）优化管形，适当增加管路的长度，以减小管路

刚性；

（2）采用浮动补偿结构，如图 3 所示。直径

渍=8~20 mm的通油管路，多采用球座结构；直径 渍=
20~36 mm的通气管路，多采用分半式浮动环结构。

2.2 密封结构

为满足外涵机匣开孔处的密封要求，多采用球座

组件与固定衬套配合结构、分半式浮动环与固定衬套

配合结构（图 3）。

2.3 连接结构

穿过外涵机匣的管路，由于与内涵机匣相连并从

外涵机匣穿出，长度较短，多采用 1根管路的整体式

结构，管路接头露在机匣外，如图 4所示。为保证机匣

外连接管路的外廓要求，将部分管路接头设计成弯管

结构。

3 设计要求

根据穿出外涵机匣的管路结构特点，提出如下设

计要求：

（1）管路结构可靠、拆装方便，减小对外涵机匣的

拆装影响；

（2）管路具有补偿能力；

（3）在外涵机匣开孔位置处实现密封；

（4）消除小零件通过外涵机匣孔座掉入发动机涵

道内的隐患。

4 管路设计思路

以发动机防冰引气

管（如图 5 所示）为例，

其现有的结构在航修厂

使用过程中存在拆装不

便问题。主要原因是该

管路从主燃烧室到外涵

机匣外采用 1根管路的

整体式结构，加之在机

匣外接头采用弯管结

构，导致外涵机匣拆装

困难。

针对原防冰引气管结构特点、相连管路的外廓

以及外涵拆装要求，需设计 1 种穿过外涵机匣的新

型管路结构，以提高该管路的可装配性，降低机匣

拆装的工作量。主要设计思路为：

（1）连接结构：将 1根管路的整体式结构改为 2

根管路的分段式结构，断开位置在外涵机匣开孔处。

外涵机匣内、外管路之间的连接采用 74毅内 /外锥面

结构，露出机匣外接头结构保持不变。

（2）密封结构：采用浮动套筒与密封环配合的密

封结构，实现外涵机匣开孔处的密封。

（3）补偿结构：将球座补偿结构改为浮动套筒结

构。浮动套筒与密封环间隙配合，外涵机匣内管路可沿

机匣径向自由移动；浮动套筒与机匣安装座、压板间隙

（a）装配 （b）分解维护

图 2 外涵机匣分解维护

球座 浮动环

图 3 浮动补偿结构

（a）直头 （b）弯管

图 4 一体式管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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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沿机匣安装座周向可自由移动，使穿过机匣的管

路具有热膨胀补偿能力，以降低管路的工作应力。

（4）分解维护：在外涵机匣外管路上采用加长外

加螺母结构，便于施加拧紧力矩；在浮动套筒上采用

内花键结构，在外涵机匣内管路上采用外花键结构，

以在机匣外管路装配时起到反力矩扳手作用。

5 管路设计方案及其实施

5.1 防冰引气管改进结构（方案 1）

防冰引气管改进结构方案 1如图 6、7所示。在外

涵机匣内管路上异型外锥接头设计有外花键和密封

槽结构。与之配合的浮动套筒与外涵安装座、压板的

最小距离大于管路的热膨胀轴向位移。其中压板根据

发动机空间情况可采用整体或分半式搭接结构。

在分解维护时，将 4个螺栓和压板从外涵安装座

上拆下；安装工艺螺栓，将浮动套筒固定在外涵安装

座上，通过浮动套筒和异型外锥接头上的花键结构拆

下外涵机匣外管路；进而拆下螺栓和浮动套筒。

5.2 防冰引气管改进结构（方案 2）

防冰引气管改进结构（方案 2）如图 8、9所示。与

方案 1的结构差异在于密封环的安装从外涵内管路

改在外涵外管路上；将浮动套筒、外锥接头的长度缩

短，在外加螺母上增加密封槽结构。

分解维护过程同方案 1。

6 结束语

方案 1和方案 2均考虑了管路连接密封性和拆
装维护性；相比而言，在方案 2中，外涵机匣内管路上
使用的异型外锥接头结构简单，质量较轻，在外加螺
母上安装密封环，操作更便捷。

在发动机防冰引气管结构改进时，继承了原外涵
机匣内、外管路的接头结构，仅重新设计了穿过外涵
机匣的管路连接、密封、补偿结构。

新型管路结构具有结构简单、拆装便捷、安全可
靠、互换性好等优点，可满足管路补偿和外涵机匣的
密封要求，为发动机型号研制提供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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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防冰引气管改进结构

放大（方案 1）

图 6 防冰引气管改进结构

（方案 1）

图 8 防冰引气管改进结构

（方案 2）

图 9 CDP引气管改进结构

放大（方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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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并行遗传算法的向心涡轮气动优化设计

张金环，周正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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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向心涡轮轮周效率，保持流量、膨胀比不变，以流道、安装角、型面为设计变量，基于并行遗传算法的优化方法，

对某微型发动机向心涡轮叶片气动性能进行多变量耦合的自动优化设计，利用商用软件 NUMECA进行 3维流场计算分析，并比较了

优化前后向心涡轮转子的总体性能。结果表明：在设计工况下，向心涡轮的轮周效率提高近 3%，流量也略有增加，膨胀比近似不变；

在非设计工况下，优化叶片效率均高于初始叶片的，向心涡轮的整体性能得到提高。该算法不仅可自动实现多变量耦合优化，而且

可高效地得到高气动性能叶片。

关键词：气动性能；优化设计；向心涡轮；并行遗传算法；多变量耦合优化；微型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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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dynamic Optimization Design of Radial Turbine Based on Parallel Genetic Algorithm
ZHANG Jin-huan袁ZHOU Zheng-gui

渊Jiang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erospace Power Systems袁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 Nanjing 210016袁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wheel efficiency of radial turbine and keep the mass flow and expansion ratio unchanged, taking the
channel, installation angle and profile as design variables, the multi-variables coupling optimization design of dynamic performance for a
micro aeroengine radial turbine blade was conducted based on the parallel genetic algorithm. The three dimensional flow field of the radial
turbine was calculated and analyzed by NUMECA, and the initial and optimization performance was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wheel efficiency has an increase of 3% approximately, mass flow is slightly increased, and the expansion ratio keeps approximately
unchanged at design condition. The efficiency of optimized blade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initial blade, and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the
radial turbine is increased at off-design conditions. The parallel genetic algorithm not only could realize multi-variables coupling, but also
could obtain high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blade effici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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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微型航空发动机向心涡轮通道中，由于转速较

高、离心力和哥氏惯性力影响较大，气流从径向转到

轴向，3维特征显著，流道内的二次流和涡系十分复

杂，给小尺寸向心涡轮气动设计增加了难度[1]。而向心

涡轮的气动性能直接影响到发动机的总体性能，所以

在保证向心涡轮流量范围不变的前提下，提高其效率

至关重要[2-3]。

随着计算流体力学技术高速发展，3维流动分析

与气动设计方法逐渐应用于向心涡轮设计[4-9]。针对向

心涡轮已经开展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初始设计、改进设

计、3维流动特性分析，而初始设计、改进设计具有多

参数、多约束条件的特点，很多参数的选取需要人员

经验，很难得到高效率的涡轮。将数值优化算法与流

场计算程序相结合，即可构成向心涡轮的自动优化设

计程序，减少对设计人员经验的依赖，并可智能高效

地获得高性能叶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洪波等[10]结

合遗传算法和序列 2次规划法，以涡轮的气动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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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函数，对涡轮叶片进行了气动优化设计；北京理

工大学周文哲等[11]对一小尺寸向心涡轮应用商用软

件 NUMECA的 Fine/Design3D模块自动生成样本库，

采用改变涡轮轮毂型线及进、出口型线的方法，结合

神经网络与遗传算法进行优化，使向心涡轮级在设计

工况点 (145000 r/min，0.08 kg/s) 轮周效率提高了

1.5％，该优化结果的优劣取决于自由参数及其变化

范围的选择，需要一定的人员经验。

本文采用基于并行遗传算法的优化方法，对某微

型航空发动机向心涡轮转子叶片进行自动优化设计。

数值最优化采用遗传算法，该优化算法具有良好的全

局寻优能力，可实现并行优化[12]，并利用多 CPU并行

大幅度缩短优化耗时。采用商用软件 NUMECA进行

向心涡轮转子 3维流场模拟分析，验证了优化结果。

1 优化方法和过程

向心涡轮叶片气动优化设计由数值最优化、流场

数值计算、叶片参数化和目标函数设置模块构成。

1.1 数值最优化原理

向心涡轮考虑的气动性能参数包括流量、膨胀比

和轮周效率。其中轮周效率为

浊t=
LT

L i*，T

=
cp（T1

*
-T2

*
）

k
k-1

RT1

* 1- 1

仔t

k-1
k

（1）

式中：浊t、LT、L i*，T分别为向心涡轮的轮周效率、实际膨

胀功和绝热膨胀功；T1

*
、T2

*
分别为向心涡轮的进、出口

温度；cp=
k

k-1
R。

向心涡轮的膨胀比为

仔t=
P1

*

P2
（2）

式中：P1

*
为进口总压；P2为出口静压。

叶片的 3维造型决定了向心涡轮叶片的稳定工

作范围与不同工况下的效率与膨胀比。3维叶片的控

制参数涉及到多叶片型面、叶型积叠线、子午面流道

等多个设计变量，每个设计变量需要用多个设计参数

表达；而流场计算程序为求解非线性 N-S方程组，设

计参数与向心涡轮目标气动性能参数之间呈现高度

非线性关系，必然为大空间多峰值寻优问题。本文选

用的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s）是由美国密执安

大学 Holland 教授于提出 [13]，20 世纪 70 年代 De

Jong进行了优化计算 [14]，80年代经过 Goldberg的归

纳总结，形成了遗传算法的基本构架[15]，因其具有并

行性、随机性、通用性、全局寻优性强等优点而被广泛

应用[12]。

此外，为了比较每次流场计算结果的优劣，将气

动参数进行组合设置成目标函数。对于大空间寻优问

题，需要采用 3维流场计算结果直接计算目标函数。

因此在优化过程中需要进行多次 3维流场计算，若采

用单台计算机优化耗时很长，需采用降低耗时的方

案———多 CPU并行。

所以数值优化算法采用并行遗传算法，选用主从

模式作为遗传算法并行方案，即将服务器节点分成控

制节点和计算节点。控制节点用于处理遗传算法的选

择、交叉和变异等遗传操作，并将产生的每 1代群体

个体分组，然后将代表个体的设计参数发送给计算节

点。计算节点将设计参数转化成对应叶片，并进行流

场计算得到目标函数值，最后将目标函数值返回控制

节点。由于设计变量和目标函数数据量很小，以此为

通信参数可实现高效率并行优化，智能得到高气动性

能的叶片。

1.2 流场数值计算方法

流场数值计算采用 Denton 黏性体积力方法 [12]。

该方法在无黏流控制方程中加入黏性体积力项，以考

虑流体黏性影响，方程求解计算速度快且具有较高计

算精度，因此在叶轮机流场计算中被广泛应用。

1.3 向心涡轮叶片参数化方法

向心涡轮叶片采用基于修改量的参数化方法，即

在初始叶片型面、流道和安装角上叠加修改量（实现

多变量耦合优化），对修改量采用贝塞尔曲线描述。

该方法的优点是可通过遗传算法变量范围限制

实现优化过程生成叶片的可控性和合理性；但条件是

需有初始向心涡轮。原有初始向心涡轮共有 9个叶

片，进口直径为 52 mm，设计转速为 150000 r/min，设

计流量为 0.047 kg/s，膨胀比为 1.525。

1.4 目标函数设置

本文向心涡轮优化目标是在设计点保持向心涡

轮流量、膨胀比与初始涡轮相同，提高轮周效率。由于

优化涡轮与初始涡轮的进、出口边界条件相同，因此

由进口总压与出口静压确定的膨胀比近似不变，通过

权重系数将多目标转化为单目标优化，所以目标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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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为

f=c1 1- m0-m
m0

+c2（浊t-0.5） （3）

式中：f 为目标函数值；c1、c2为权重系数；m0、m 分别
为目标流量、设计叶片流量；浊t为设计叶片的效率。通

过多次优化试验，将流量和轮周效率的权重系数 c1、

c2分别设置为 10、400。

由于提高效率较难，所以采用较高的效率权重系

数。优化采用试验室服务器 16个节点（每个节点 8个

核），设置每个节点同时进行 8 个流场计算，每代

512个个体，交叉、变异算子分别设置为 0.8、0.05。叶

片优化设计变量为 2条上、下子午面流道曲线，每条

曲线有 2个设计参数；安装角有 2个设计参数；叶片

取 4个型面，每个型面有吸力面与压力面 2条型线；

压力面的型线有 5个设计变量，吸力面的型线联动以

保证型面厚度不变；共 20个设计变量。所以，该优化

设计共有 26个设计参数，最终通过优化结果处理模

块输出优化叶片。

2 优化结果分析

向心涡轮气动优化设计流程如图 1所示。初始叶

片与优化叶片子午面与 3维造型的对比分别如图 2、

3所示。从图 2中可见，优化叶片的轮毂线向下移动，

机匣线向上移动，子午面通道扩大，涡轮的通流能力

增强；上、下子午面均向外平移的同时，叶尖叶根均向

外延长，可有效提高向心涡轮叶片的作功能力。

为了全面分析比较初

始与优化叶片气动性能并

验证优化结果，本文采用

商用软件 NUMECA 进行

数值模拟。向心涡轮叶片

网格生成使用 NUMECA

软件 Autogrid5 模块，叶片

属性为向心、转子，叶尖间

隙为 0.25 mm，设置子午面

流道节点数后自动生成网

格。

初始与优化叶片的网

格数均为 40万左右，网格

质量均符合计算要求。流

场 数 值 求 解 使 用

Fine/Turbo模块，计算求解

运用 3维雷诺平均 N-S方

程，采用中心差分格式，利

用 4 阶 Runge-Kutta 法进

行时间推进，湍流模式选

用一方程 SA模型，计算残

差均收敛在 10-5以下。

优化前后向心涡轮的流量与轮周效率特性曲线

如图 4所示。从图中可见，在整个流量变化范围内，膨

胀比变化不大，略有增大；向心涡轮的轮周效率均提

高 2～3个百分点。

初始与优化叶片在设计工况下（转速为 150000

r/min，流量为 0.047 kg/s）总体性能的比较见表 1。从

表中可见，优化叶片的轮周效率比初始叶片的提高近

3%，流量有小幅度提升，膨胀比近似不变。

图 1 向心涡轮气动优化设计

图 2 子午面造型比较

图 3 3维造型对比

（a）流量特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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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与优化叶片在

设计工况下膨胀比与轮

周效率沿径向分布对比

如图 5、6 所示。从图中

可见，沿径向优化叶片

的膨胀比略大于初始叶

片的，但增大幅度较小；优化叶片的轮周效率均高于

初始叶片的，在 60%叶高以上愈加明显，在 90%叶高

到叶尖部分要高于初始叶片 5个百分点以上。因此，

向心涡轮在设计工况下的整体性能得到提高。

初始与优化叶片子午面上平均熵值的分布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网格进口至叶片出口熵值差异不

大；在网格进口处优化叶片的熵值略小于初始叶片的；

在网格出口 50%叶高以上均存在高梯度熵区。优化叶

片叶尖区域熵值明显小于初始叶片的，这是由于优化

叶片上子午面流道近出口区域凸起使得出口处局部收

缩有益于抑制叶尖间隙区流动分离，从而减少损失。

3 结论

（1）采用基于并行遗传算法的向心涡轮气动优化

设计方法，解决了小尺寸向心涡轮 3维特征显著、造

型变量多，设计难以得到高性能的问题。

（2）对设计转速 150000 r/min、流量 0.047 kg/s的

小尺寸向心涡轮以保持流量、膨胀比不变提高效率为

目标进行优化设计，设计点轮周效率提高近 3%；非

设计工况效率也有近于相同幅度提高。

（3）数值最优化结果表明，本文采用的并行遗传

算法不仅可实现多变量耦合优化，而且可高效地得到

高气动性能叶片。

（b）轮周效率特性线

图 4 优化前后向心涡轮特性曲线

叶片

初始叶片

优化叶片

流量 /（kg/s）

0.0465

0.0477

膨胀比

1.508

1.511

轮周效率

0.731

0.751

表 1 初始叶片与优化叶片

设计工况总体性能比较

图 5 膨胀比沿径向分布

图 6 优化前后叶片的膨胀比与轮周效率沿径向分布

（a）初始叶片

（b）优化叶片

图 7 优化前后子午面平均熵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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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型压差活门的动态特性分析

杨 峰 1，2，王 曦 1，程 涛 1，刘 雄 2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2.中航工业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研究所，江苏无锡 214063）

摘要：压差活门是航空发动机数控系统燃油计量装置中重要的液压部件，其稳定性和动态性能直接影响控制系统的整体性

能。根据压差活门非线性微分方程，采用小偏差线性化方法，推导出了压差活门的动态数学模型，得到了压差活门的方框图以及传

递函数。选取某压差活门参数建立了 Simulink仿真模型，分别在频域和时域分析了其动态性能。结果表明：在频域上，比较了有无

节流器时的回路增益函数伯德图，认为敏感油路上的节流器可以改善稳定性且提高控制精度，通过设计节流器的尺寸可以调节穿

越频域，从而改善系统的动态性能；在时域上，分析了不同节流器尺寸下阶跃响应的动态性能，其试验结果与实际工程经验一致。

关键词：压差活门；动态特性；燃油计量装置；小偏差线性化；Simulink仿真；数控系统；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5.03.009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f a Pressure Differential Valve
YANG Feng1,2袁 WANG Xi1袁 CHENG Tao1袁 LIU Xiong2

渊1. School of Jet Propulsion袁 Beihang University袁 Beijing 100191袁China; 2. AVIC Aviation Motor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袁 Wuxi
Jiangsu 214063袁China冤

Abstract: Pressure differential valve is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in fuel metering device of aeroengine hydraulic control system袁which
stability and dynamic performance affect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control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non-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the
dynamic model derivation, block diagram and the transfer function of the pressure differential valves was obtained by the small deviation
linearization. The Simulink model was built to analyze the dynamic performance differential valve on the frequency and time field by its
paramet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ydraulic feedback restrictor can improve the stability and control accuracy by comparing the Bode
diagram of loop-gain function with or without the resistor on the frequency field. The crossover frequency was changed by designing the
resistor sizes to improve the dynamic performance of system.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the dynamic performance for step-response are in
accord with the engineering experience on the different resistor size of time field.

Key words: pressure differential valve曰dynamic characteristics曰fuel metering device曰small deviation linearization曰Simulink model曰
control system曰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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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液压机械控制系统广泛应用于航空发动机

上，具有可靠性高、抗电磁干扰性强等特点[1]，对其特

性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压差活门是燃油计量

装置中重要的液压部件，其稳定性和动态性能直接影

响控制系统的整体性能。国内外对压差活门动态特性

的研究很少，但其工作原理与溢流阀和减压阀类似，

可借鉴二者的研究结果。美国的 C.Y.MA[2]在对减压阀

分析设计时，推导了减压阀的动力学方程，分析了其

静态和动态特性，利用频域分析简化了系统回路增

益；樊瑞、张明[3]建立了导控溢流阀运动状态的数学模

型，推导出动态系统的方框图，得出了在导阀前加阻

尼活塞可使导阀运动时的阻尼系数增大从而提高导

阀的动态稳定性的结论；洪威等[4]研究了 1种新型溢

流阀，利用 AMESim仿真分析了多种结构参数对压力

动态特性的影响，表明主阻尼孔和先导阀阻尼孔的直

径大小对溢流阀的压力动态性影响很大，阀座孔直

径、调压弹簧刚度和阀芯倒角对溢流阀稳定性影响不

mailto:yangfeng25@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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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但是分别对静态调压偏差和响应时间影响较大。

影响压差活门动态性能的因素有阀芯直径、受控

腔体积、敏感腔体积、阀芯和衬套的间隙、同轴度以及

稳定节流器等。

本文重点分析敏感油路上的节流器对系统动态

特性的影响。在压差活门流量连续方程和力平衡方程

的基础上，以计后压力变化量为输入、计前流量变化

量为扰动、计前压力变化量为输出，分别从频域和时

域分析了某型压差活门的动态性能。

1 压差活门

性能好的压差活门，计后压力对计前流量的突变

能快速响应并抵消，对计后压力的突变能快速跟随，

保证压差基本不变。

1.1 必要性

在航空发动机数控系统中，工作状态的调节主要

是通过改变燃油流量的大小来实现。发动机性能能否

得到充分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燃油计量装置工作

的精确和可靠。某型发动机燃油控制系统液压机械装

置工作原理如图 1所示。齿轮泵后的燃油经过计量活

门后进入发动机燃烧室。由电子控制器按发动机调节

计划和控制规律给出电信号控制电液伺服阀，改变控

制腔的油压来控制计量活门的位移；同时由安装在计

量活门上的 LVDT传感器反馈信号给电子控制器，形

成计量活门位置反馈控制，从而实现电子控制器对燃

油流量的控制。压差活门是发动机数控系统燃油计量

装置中重要的液压组件，用于保证计量活门前后压差

基本为一定值，仅需控制其位置就能达到控制燃油流

量的目的。由此可见，对液压机械装置压差活门的特

性进行研究十分必要。

1.2 工作原理

目前国内的压差活门按照其功能一般分为回油

式、节流式和控制式。回油式压差活门又可分为直接

和间接式 2种，调节器的供油能力在 1000 kg/h以上

或以下时一般分别选择间接、直接回油式压差活门；

节流式压差活门仅能与离心式燃油泵配套工作；控制

式压差活门一般与柱塞泵一起工作。

本文研究的压差活门为直接回油式，其机械结构

如图 2所示。通过薄膜感受计量活门前后油压，当压

差活门正常工作并达到稳态时，作用在薄膜上的力保

持平衡；当计量前后压力差偏离给定值时，作用在薄

膜上的力平衡被打破，薄膜带动阀芯相对衬套产生位

移，及时改变回油面积，使回油流量发生改变，从而引

起计量前压力变化，直至压差恢复设定值。敏感油路

上的节流器用于保证稳定性，而且对动态特性有很大

影响。

2 系统动态数学模型

利用流量连续方程和力平衡方程建立压差活门

的动态数学模型，该模型由在压差活门的 1个稳态点

小偏量线性化后得到。

2.1 流量连续方程

压差活门共有进油腔、敏感腔和弹簧腔 3个油

腔，如图 3所示。进油腔通过回油型孔 1回到齿轮泵

前，与敏感腔间由 1个节流孔 2连接；敏感腔和弹簧

腔之间用薄膜隔离。

图 1 燃油控制系统液压机械装置工作原理

图 2 直接回油式压差活门机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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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压差活门流量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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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薄膜受力分析

进油腔的流量连续方程为

（QP-QL）-QR-QJ-QC-K1PS=
V t

E
dPs

dt +A 1
dx
dt （1）

式中：QP为齿轮泵后的总流量；QL为流经计量活门的

流量；QR为回油流量；QJ为层板限制器流量；QC为敏

感腔节流器的流量；K1为泄漏系数；Ps为计前压力；A 1

为薄膜硬中心的面积；V t为受控腔的总体积；E为油
的体积弹性模量。

回油型孔 1处的流量方程为

QR=Cd棕x 2
籽（PS-PR） （2）

式中：PR为回油腔压力；x为活门的开度；Cd为流量系

数，一般可取 0.65；棕为阀口的面积梯度。
层板限制器 3的流量方程为

QJ=K2（PS-PL） （3）

式中：PL为计后压力。

敏感腔的流量方程为

QC=K1（PS-PC）= V C

E
dPC

dt +A 2
dx
dt （4）

式中：PC为敏感腔（从阀芯到薄膜油路构成的腔）压

力；A 2为薄膜除去硬中心的面积；K1为节流器的流量

-压力系数。

对式（2）在平衡工作点处进行小偏量线性化，得

线性增量方程为

驻QR=KC驻PS+Kq驻x

式中：Kq=
坠QR坠x | x=x0

PS=PS0

，为阀口流量增益；Kc=
坠QR坠PS

| x=x0
PS=PS0

，

为阀口流量 -压力系数。

对式（4）在稳态点进行小增量线性化后得

驻QC=K1（驻PS-驻PC）= V C

E
d驻PC

dt +A 2
d驻x
dt

对上式进行拉式变换得

QC=K1（PS-PC）= V C

E sPC+A 2sx （5）

所以

PC=
K1PS-A 2xs
V C

E s+K1

（6）

弹簧腔的流量包括层板限制器 3流入的流量以

及动态过程中流经计后油路的流量。采用层板限制器

主要是为了保证在计量活门开始动作之前就建立起

稳定的压力差，防止很高的计前压力破坏薄膜，其流

阻一般都很大，可忽略其对弹簧腔压力的影响，认为

弹簧腔的压力等于计后油压。将式（2）～（4）代入式

（1）中拉氏变换后得到

（QP-QL）-（Kq+
K1PS-A 2xs
V C

E s+K1

+A 1s）x=

（K1+Kc+K2+
V t
E s+

K1
V C

E s
V C

E s+K1

）PS-K2PL （7）

式中：棕1=
EK1
V t
，为敏感腔的转折频率；棕3=

EKce
V t
，为受

控压力腔的转折频率；Kce=Kc+K1+K2，为等效流量 -压

力系数。

式（7）两边同乘以（1+ s
棕1
）得

（QP-QL）（1+ s
棕1
）-Kq[1+（ 1

棕1
+ A

Kq
）s+ A 1

Kq棕1
s2]x+

K2（1+ s
棕1
）PL=Kce[1+ 1

棕3
（1+ 棕3

棕1
+ Vc

V t
）s+ s2
棕1棕3

]PS

对于压差活门来说，由于 V c /Vt<<1，上式等号的

右边可析成因子为

（QP-QL）（1+ s
棕1
）-Kq[1+（ 1

棕1
+ A

Kq
）s+ A 1

Kq棕1
s2]x+

K2（1+ s
棕1
）PL=Kce（1+ s

棕1
）（1+ s

棕3
）PS （8）

2.2 力平衡方程

活门构成了薄膜的硬中心，

节流器将薄膜左边分为活门与薄

膜连接的硬中心 A 1 和除去硬中

心的薄膜部分 A 2 2个受力面，作

用在其上的油压分别为受控腔压

力 PS和敏感腔压力 PC。薄膜的有

效面积 A e=A 1+A 2。

作用在薄膜和活门上的液压

力、液动力、黏性摩擦力、库仑摩

擦力、弹簧力、重力以及惯性力，

及各力的作用方向如图 4 所示。

忽略库仑摩擦力和液流的瞬态液

动力，薄膜和活门上的力平衡方

程为

A 1PS+A 2Pc-APL-KSx-F0-Fwd-B dx
dt =Mv

d2x
dt2 （9）

式中：KS为弹簧刚度；Fwd为阀芯所受稳态液动力；F0

A 2Pc

F0

KSX

APL

Fwd

B dxdt

A 1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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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弹簧预紧力；Mv为活门等效质量（阀芯质量加上

1/3弹簧质量）；B为黏性摩擦系数。
阀芯所受稳态液动力为

Fwd=2CdCv棕xPS cos 兹 （10）

式中：Cv为速度系数；兹为阀口流线束与活门轴线夹
角，一般取 69毅；棕为阀口面积梯度。
对式（10）在平衡工作点处进行小偏量线性化，得

线性增量方程

驻Fwd=K3驻x+K4驻PS

式中：K3=
坠Fwd坠x | x=x0

PS=PS0

=2CdCv棕PS0 cos 茁；K4=
坠Fwd坠Ps | x=x0

PS=PS0

=

2CdCv棕x0 cos 茁；PS0为阀在稳态工作点时的计前腔压

力；x0为稳态工作点时的型孔开度。

将式（10）代入（9），以增量形式表示并进行拉式

变换，可得

（A 1-K4+
A 21+s/棕1

）PS-APL=

（Mvs2+（B+
A 2

2
/K1

1+s/棕1
）s+Ke）x （11）

式中：Ke=KS+K3，为等效弹簧系数，即机械与液动力弹

簧系数之和。

式（8）、（11）实际都是增量方程，式中的 PS、PC、

PL、x 都是各自在稳态点的变化量 ΔPS、ΔPC、ΔPL、

Δx，但在不产生误解的前提下为了书写方便作了上
述简化。

由式（6）、（8）、（11）确定了压差活门的动态特性，

得出其系统方框图，如图 5所示。该系统包括 1个输

入、扰动和输出分别为计后压力变化量 PL、进口流量

变化量 Qp-QL和计前压力变化量 PS。

3 系统频域动态分析

从图 5中可见，系统只有 1个回路。如果在敏感

油路上没有节流器，则 K1将无穷大，（A /K1）/s 和 s/棕1

2个量都近似等于零，在这种情况下，回路增益函数

可直接由图 5得出

A g（s）=

KqA
KeKce

（1+ A
Kq

s）

（ s2

棕m

2 + B
Ke

s+1）（1+ s
棕3
）

（12）

假定 Kq/A 处的超前有效地抵消了 棕3处的滞后，

那么回路的增益函数主要由 棕m处的阻尼很小的机械

谐振来决定，并且具有类似的波德图，如图 6所示。

由于参数 Kq、Ke和 Kce随工作点变化而变化，2

阶因子的阻尼又很小，而且穿越频率出现在斜率为

-40 dB/dec的线上，因此无节流器的压差活门的稳定

性在设计时是无法加以控制的，实践证实该类活门常

常发生振荡。

使压差活门稳定的最有效方法[5]是在敏感油路上

设置 1个节流器，缺点是当阀与突然的流量变化同步

时，由于压力 Pc升高这个滞后而可能出现很大的瞬

时压力超调。但是，对于大多数控制装置而言，为了确

保稳定，一般都要牺牲一些精度和响应特性。

从图 5中还可见，节流器造成了 1个围绕阀芯动

特性的速度型反馈，至少可直观地说增大阻尼。通过

内回路的闭环响应特性来观察

x
F =

1
Ke
（1+ s

棕1
）

s3

棕1棕m

2 +（ 1

棕m

2 + B
棕1Ke

）s2+（ 1
棕1

+ 1
棕2

+ B
Ke
）s+1

（13）

式中：棕2=
K1Ke
A 2 ，为由节流器产生的转折频率；

Kh
ke

=

棕1
棕2
，为液压与机械弹簧系数之比；Kh=

EA 2

2

V c
，为敏感腔

中所包含的油液的弹簧系数；棕h
Kh

Mv
，为所包含油

图 6 无节流器时回路增益函数波德图

图 5 压差活门系统

阀芯的
动态特性

F
1

Ke
s2

棕m

2 +1

活门进油变化量 QP-QL

1+ s
棕1

Kq[1+（ 1
棕1

+ A
Kq
）s+ A1

Kq棕1
s2]

1
K ce

（1+ s
棕1
）（1+ s

棕3
）

计前压力
变化量

PS

K2（1+ s
棕1
）

A g（s）A 2

2

K1
s

1+ s
棕1

+BS

A 1-K4+ A 2

1+s/棕1

A
计后压力变化量

PL

x

400

300

200

100

0

-100

-200

棕m

105104103102

-40 dB/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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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弹性阀芯质量共同构成的液压固有频率。将式（13）

右边分母的 3次式分解成 1个线性因子和 1个 2次

因子为

x
F =

1
Ke
（1+ 着棕1

）

（1+ 着
棕r
）（ s2

棕0

2 + 2孜0

棕0

s+1）

在阀的实际结构中，液压弹簧的刚度很大，即

Kh/Ke>>1。

如果各参数能保持如下关系 棕2

棕m
≤2 Ke

Kh
，

可将式（13）的分母近似分解为

棕r=棕2，棕0=棕h，孜0=
1
2
棕2

棕m

Kh

Ke
= 1

2
棕1

棕h

由式（13）可得

x
F =

1
Ke
（1+ s

棕1
）

（1+ s
棕2
）（ s2

棕h

2 +
2（ 棕1

2棕h
）

棕h
s+1）

回路的增益函数为

A g（s）=

Kq（A-K4）
KeKce

[1+（ 1
棕1 + A

Kq
）s][1+ A 1-K4

棕1（A-K4）
s]

（1+ s
棕1
）（1+ s

棕2
）（1+ s

棕3
）（ s2

棕h

2 +
2（ 棕1

2棕h
）

棕h
s+1）

（14）

比较式（12）可见，原来的机械谐振频率 棕m已被

高频液压谐振频率 棕h所取代。因此，节流器的作用是

形成 1个油的容积以构成动态油弹簧。在确定谐振频

率时，基本上可由这个油弹簧来代替机械弹簧。此外，

在 棕2处出现 1个低频滞后，对阀的动态特性起主要

作用。可以适当选择阀的结构参数来调整 棕2，从而控

制穿越频率以便使阀稳定工作。

良好设计的回路增益（A-K4）Kq /KeKce总远大于

1，并且由于 棕h和 棕1的数值都很大，因此式（14）可近

似写为

A g（s）≈
Kq（A-K4）

KeKce
[1+（ 1

棕1
+ A

Kq
）s]

（1+ s
棕2
）（1+ s

棕3
）

选取的压差活门稳态工作点参数见表 1。

在此稳态工作点进行小偏量线性化后的回路增

益函数中各转折频率值见表 2。

加入节流器的压差活门回路增益函数的伯德图

如图 7所示。

从图中可见，最先起作用的是 棕2，截止频率 棕c出

现在 棕2后，在高频处快速衰减，幅值裕度为 20 dB，

相角裕度为 45毅，系统稳定。此外，对所有的 Vt值回路

都是稳定的，甚至在参数 Kq、Ke和 Kce有很大变化的

情况下仍能保持稳定（棕h是很大的）。因此，该活门性

能良好，使用条件也不算苛刻。

4 系统时域动态分析

假设压差活门进油量不变，即 Qp-QL=0，输入为

计后压力变化量 PL、输出为计前压力变化量 PS的系

统闭环传递函数可根据梅森公式从图 5上直接写出。

椎1（s）= Ps（s）
PL（s）=

K2
K肄
（1+ s

棕1
）（1+ s

棕2
）（ s2

棕h
2 + 2（ 棕12棕h

）

棕h
s+1）+ KqA

KeKce
（1+ s

棕1
）[1+（ 1

棕1
+ A

Kq
）s]

（1+ s
棕1
）（1+ s

棕2
）（1+ s

棕3
）（ s2
棕h

2 + 2（ 棕12棕h
）

棕h
s+1）+ Kq（A-K4）

KeKce
[1+（ 1

棕1
+ A

Kq
s）][1+ A 1-K4

棕1（A-K4）
s]

在稳态工作点上给 1个计后压力变化量 PL（s）=

1 MPa的阶跃，则计前压力变化量的阶跃响应曲线如

图 8所示。

从图中可见，压差活门计前压力能够快速准确跟

随计后压力的阶跃，调节时间 ts=4 ms，超调量 啄%
x0 /mm

1.053

Ps /MPa

2.4

PL /MPa

2.1

（QP-QL）/（L/h）

1954

表 1 某型压差活门的稳态工作点

棕1

41521

棕2

24.9

棕3

1480

棕h

52144

1/（ 1
棕1

+ A
Kq
）

2679

棕1（A-K4）
A 1-K4

205630

表 2 转折频率

图 7 有节流器时回路增益函数波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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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静差 ess=0.5%。文献[9]介绍溢流阀的响应时间

一般约为 2~20 ms，Sun公司的 RBAC型直接作用式

小流量溢流阀响应时间 2 ms，压差活门动态特性试

验由于无专业实验台暂时无法完成，给出其他已知阀

的动态响应参数以作参考。

只改变节流器的宽度 h，将原宽度由 h=0.25 mm

分别改为h=0.1 mm、0.5 mm、1.5 mm，其余条件不变，

在稳态工作点上给 1 个计后压力变化量 PL（s）=1

MPa的阶跃，则计前压力变化量的阶跃响应曲线如图

9所示。事实上，改变节流器的宽度 h即改变节流器
的流量 -压力系数K1，h越小，K1也越小，节流器的阻

尼效果越大，系统的阶跃响应变慢，超调减小。从图 9

中可见，当 h=0.1 mm时无超调，但调节时间为 20

ms；反之，h越大，K1也越大，节流器的阻尼效果越小，

系统的阶跃响应变快，超调增大，但 h过大会引起系
统振荡甚至发散。节流器的设计要兼顾系统的动态性

能和稳定性。所以，在时域上的分析也再次证明了节

流器的合理设计对于压差活门动态性能的重要性。

假设计后压力不变，即 PL（s）=0，扰动为压差活门

进油变化量 Qp-QL、输出为计前压力变化量 PS的系统

闭环传递函数同样可根据梅森公式从图 5上直接写

出。

椎2（s）= Ps（s）
QP（s）-QL（s）=

1
Kce
（1+ s

棕1
）（1+ s

棕2
）（ s2
棕h

2 +
2（ 棕12棕h

）

棕h
s+1）

（1+ s
棕1
）（1+ s

棕2
）（1+ s

棕3
）（ s2

棕h
2 +

2（ 棕12棕h
）

棕h
s+1）+ Kq（A-K4）

KeKce
[1+（ 1

棕1
+ A

Kq
s）][1+ A 1-K4

棕1（A -K4）
s]

在稳态工作点上给 1 个压差活门进油变化量

Qp-QL=500 L/h的阶跃，则计前压力变化量的阶跃响

应曲线如图 10所示。

从图中可见，计前压力能够快速抵消进口流量扰

动带来的压力波动，5 ms后即达到稳态，但节流器带

来了 1个瞬时的压力升高，约为 0.4 MPa。由于流量

增大，达到另 1个稳态工作点，计前压力比阶跃前升

高了 0.012 MPa。

5 结论

根据压差活门工作原理，建立了动态数学模型。

借助 Simulink软件建立模型，分别从频域和时域分析

了压差活门的动态性能，得出以下结论。

（1）节流器的作用是形成 1个油的容积以构成动

态油弹簧。在确定谐振频率时，基本上可由该油弹簧

来代替机械弹簧，虽影响了一些响应特性但确保了系

统稳定。

（2）节流器尺寸的设计需要兼顾稳定性和响应

特性，用理论计算加仿真的方法可以确定最佳节流

器尺寸，避免了反复加工试验，大大缩短了时间，节

约了成本。

图 9 不同节流器宽度的计前压力响应

图 10 进口流量扰动时计前压力响应

图 8 计后压力阶跃时计前压力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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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级联调机构的六西格玛设计及响应面法优化

赵 雷 1，采 峰 2，马 召 2

（1.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2.中航工业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29）

摘要：发动机静子叶片联调机构是提高叶片角度关系可靠性，保证发动机裕度的重要部件，以往的设计多为类比设计，以经验

为主，缺乏 1种对典型结构进行数学建模的分析。介绍了 1种基于六西格玛设计理念，结合数理统计理论和统计分析工具，构建多

级联调机构的数学模型方法。用试验设计建立试验模型，通过统计手段分析各因子对响应的显著程度，建立响应面模型并分析了模

型中各因子，建立转换函数，进行望目优化。在因子名义值确定后，用蒙特卡罗模拟法分析各因子的公差对装配后最终响应的敏感

度，指导设计各因子的公差分配，避免了常规的等公差和经验设计缺陷。实践表明：该方法建立了可复用的设计和优化模型，具有一

定工程实用价值。

关键词：多级联调；六西格玛设计；试验设计；响应面模型；蒙特卡罗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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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V Crankshaft Linkage Design for Six Sigma and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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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SV mechanism of van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which improves the reliability of vane angle and guarantee surge
margin of aeroengine. An analogy based design was usually used in ordinary design and a model of typical structure missed. A notion of
Design for Six Sigma(DFSS) was implemented in a VSV crankshaft linkage design herein. It built a model with Design of Experiment(DOE),
collected data by simulation in UG software and analyzed response surface to get the optimized results. A translated function was built in the
analysis of response surface. A Monte Carlo simulation was conducted in the tolerance design to get a sensitivity relationship and led to
tolerance allocation. The conventional design defect was avoided.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hod is of a certain value to
build a reusable optimiz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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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燃气轮机上多级联调机构用于连接多级静子，并

同时驱动多级联动环，使各级静子叶片的角度在风扇

或压气机一定转速范围内按照一定规律变化。其设计

难点在于各级静子叶片角度随转速的匹配关系。传统

的连杆机构设计有解析法、作图法、实验法，但是普遍

存在工作繁琐、效率低下、误差较大的问题，设计输入

即规律变化时需全盘推倒重做。解析法虽然精确度较

高，但构建位置方程相当复杂，计算求解也比较麻烦，

难以推及一般可调机构工程设计应用[1-2]。

六西格玛设计(DFSS)是以数理统计为基础，从获

得数据、处理数据和分析数据方面综合运用多种定性

或定量的统计工具得出结果或趋势推论的综合性设

计理念。完整的 DFSS流程包括定义、测量、分析、设

计、验证几个阶段。DFSS运用 CDM和 RDM工具分

析客户需求，用 SIPOC工具统计输入和输出变量并

进行重要度分析，运用多层 QFD质量工具识别关键

节点和客户需求的耦合关系，并进行 FMEA失效模

mailto:niray@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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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及风险分析，为后续全因子试验设计 DOE提供基

础。通过回归方程和假设检验可以建立定量的转换函

数供最后的优化设计使用[3-4]。

本文探讨了 1种基于六西格玛数据分析的操纵

机构设计方法，通过对机构输入和输出数据的试验设

计（DOE）和采集，运用科学严谨的数理统计工具，对

影响输出的有效输入参数项进行了定量筛选和统计

检验，建立了输入和输出参数间的响应模型，并对输

出参数做了望目优化，分析过程和结果均有统计数据

支持，具有求解快速、便于误差分析、对调节规律的更

改反应快速的特点。

DFSS设计流程最后还包含验证阶段、制定测试

计划、开展验证研究，以确定最终的设计结果，为突出

重点，本文忽略了验证阶段研究的描述[5]。

1 联调机构的问题域分析

联调机构作为 4连杆多体运动机构，实质是函数

再现求解问题。多体运动机构一方面是已知各连杆参

数，求解输出端的运动规律，另一方面是反问题，即已

知运动输出端运动规律，求解满足条件的各连杆参

数。2个问题皆可用 1个方程来表示

Y=f(x1，x2，…，xn) （1）

式中：Y 是输出；x是连杆参数。
无论是已知 x求 y的方程求解，还是已知 y求 x

的优化问题，都需要首先建立这个函数关系式。

联调机构的连杆参数和输出端规律响应，可以认

为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y=茁0+茁1x1+茁2x2+…+茁kxk+着 （2）

式中：茁k为未知回归系数。

联调机构的求解即归结为对回归系数的求值，其

数学上的工作为：求解回归方程；对式（2）的假设检

验，确定模型的有效性；方差分析(ANOVA)，表明至少

有 1个变量对响应的贡献是显著的。

确立了回归方程且通过了假设检验，可以运用此

方程对联调机构正反问题进行求解。

2 全因子 2水平试验设计选择因子

DOE可用于系统地调查影响产品质量的过程变

量或产品变量。确定影响产品质量的过程条件和产品

组件后，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以增强产品的可

制造性、可靠性、质量和现场性能。

由于资源有限，从执行的每个试验中获取最多信

息是非常重要的。与未经计划的试验相比，设计完善

的试验可以产生更多信息，而且通常需要较少的游

程。此外，设计完善的试验还将确保可以评估已确定

为重要因素的效应。例如，如果相信 2个输入变量之

间存在交互作用，则确保在设计中包括这 2个变量，

而不是进行“１次 1个因子”试验。当 1个输入变量

的效应受另 1个输入变量的水平影响时，就会出现交

互作用。

本项目中，通过 QFD等质量工具初步挑选了 4

个机构参数用于试验设计的因子分析[8-9]，分别为调节

臂长度、角度、拉杆座半径、角度。该方法便于先期过

滤因子，减少数据收集量和 DOE分析计算的步骤。进

行 DOE的目的，是分析这 4个参数各自及交互高次

项对响应的影响。采用 4因子 2水平的全因子试验设

计，包含中心点以考察弯曲效应。这样将共有

24+1=17次试验项。

响应值的数据收集可通过加工试验件实物装配

打压获得，但需加工 16套不同规格的连杆和调节臂，

加工和装配工作量巨大、成本很高。本项目采用 UG

运动学模块建立机构运动仿真模型，分析机构内各零

件的运动副关系，设置运动初始态和边界条件，记录

运动全过程位置数据，求得每个试验项的响应值并填

入正交表中供后续分析使用[6-9]。

3 分析因子设计

采用 Minitab软件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及残差如

图 1所示，效应分析见表 1。从表中可见，P值是否小
于 0.05可判定该因子效应是否显著，即对响应影响

较大，是必须要考察的因子。由图 1可分析此次分析

的可信度。

图 1 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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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见，残差分布符合正态分布，随机无规

律，残差和为零。

响应方差分析见表 2。

从表中得出如下结论：

（1）主效应 P值小于 0.05，说明至少有 1个因子

显著；

（2）常量、X1、X2、X3的 P值小于 0.05，是显著项；

（3）弯曲 P值过大，说明弯曲效应不显著。
由此说明此次分析各因子阶次及交互作用合理

可用，效应显著，即式（2）成立。

4 响应面模型分析及优化

响应曲面法（RMS-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是结合了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以试验设计为基础的

用于多变量问题建模和分析的 1种统计处理技术。

当确认了少数重要因子后，采用响应曲面模型

来建立响应方程，并寻找可以产生最佳响应的因子

设置。可按如下步骤进行：

（1）给出因子 2水平值，生成正交表；

（2）求得每项运行的响应值，完成正交表；

（3）按因子 2 次项、交互项、1 次项进行响应面

分析；

（4）根据分析结果和残差图进行判定，分析结果

见表 3。

响应方差分析见表 4。

由表 3、4中的方差分析结果可得：

（1）回归有效，线性和 2 次项、交互作用同样显

著；

（2）常量、X1、X2、X3和除 X3的 2次项外所有 2次

项均显著。

响应面模型如图 2 所

示。图中是保持 X3的水平，

及 X1、X2 因子对响应的综

合效应，在因子取值区间内

对响应 Y 的分布形成 1个

曲面。从图中可见使 Y 取
值最小的 X1、X2的范围。这

也是后文优化的基础[10-12]。

分析所得去量纲化系数即为式（2）中的回归系

数，从而建立此响应面数学模型。

5 蒙特卡罗法公差分配设计

以上对联调机构的设计，通过对试验数据的分

析，识别了关键因子，建立了数学模型，并用优化的方
法确定了各因子的取值。为进一步降低机构的制造成

项目

常量

X1

X2

X3

X4

Ct

效应

6.72286

0.87954

2.32506

0.29424

-0.00664

Pt

系数

0.01361

0.43977

1.16253

0.14712

-0.00332

-0.01186

系数标

准误差

493.88

0.01361

0.01361

0.01361

0.01361

0.05612

T

0.000

32.31

85.40

10.81

-0.24

-0.21

P

0.000

0.000

0.000

0.812

0.837

表 1 DOE效应分析

来源

主效应

弯曲

残差误差

合计

自由度

4

1

11

16

Seq_SS

25.0645

0.0001

0.0326

25.0972

Adj_SS

25.0645

0.0001

0.0326

Adj_MS

6.26612

0.00013

0.00296

P

0.000

0.837

表 2 DOE方差分析

F

2113.57

0.04

项目

常量

X1

X2

X3

X1X1

X2X2

X3X3

X1X2

X1X3

X2X3

系数

5.81499

1.96204

2.29419

0.13428

-0.20624

0.05178

-0.00148

0.23336

-0.05081

0.01924

系数标准误

0.010083

0.006690

0.006690

0.006690

0.006512

0.006512

0.006512

0.008741

0.008741

0.008741

T

576.703

293.282

342.931

20.072

-31.669

7.951

-0.228

26.698

-5.813

2.201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824

0.000

0.000

0.052

表 3 RSM效应分析

来源

回归

线性

平方

交互作用

残差误差

失拟

纯误差

合计

自由度

9

3

3

3

10

5

5

19

Seq_SS

125.851

124.700

0.691

0.459

0.006

0.006

0.000

125.857

Adj_SS

125.851

124.700

0.691

0.459

0.006

0.006

0.000

Adj_MS

13.9834

41.5667

0.2304

0.1531

0.0006

0.0012

0.0000

F

22877.93

68006.32

377.00

250.47

*

P

0.000

0.000

0.000

0.000

*

表 4 方差分析

图 2 响应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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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提高质量，有必要根据响应公差对各因子的制造

容差进行分配，在此采用蒙特卡罗法进行公差分析，

模拟各因子在不同公差容限配对条件下的响应，避免

等公差设计或经验设计的不足。

蒙特卡罗法是 1种模拟抽样仿真算法，可以对任

意分布进行模拟。机械零

件的制造误差随机分布，

可认为符合正态分布，机

械零件的公差可用±3滓表
示。为满足一定的计算精

度，模拟可增加计算次数
[13-15]。蒙特卡罗模拟结果如

图 3所示。

从图中可见，各因子的公差对响应的敏感度不同，

在设计中可以对敏感度较高的因子给予较严格的公

差，对敏感度低的因子给予相对宽松的公差，这样在制

造上节约了成本。

6 结束语

通过六西格玛设计理念，将数理统计理论与相关

工具结合起来，规范了设计过程，为设计决策提供坚

实的数据支持。项目实践证明，六西格玛设计方法科

学、有效，不仅可满足设计任务，还可以完成设计方法

的梳理，可用于设计模型的建立，在工程实践中具有

一定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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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桨发动机动力涡轮设计研究

陈一鸣 1，杨晓梅 1，梁 赟 2，刘火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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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采用常规涡轮设计方法设计多恒定转速涡轮时，存在的难以兼顾不同状态点性能以及设计周期较长等问题，运用

动力涡轮多设计点耦合设计方法进行研究。为了验证该方法是否有效，建立了涡轮模型并进行了 3维数值模拟，在设计初始时确定

了各设计点的性能。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初步计算不同状态点下的速度三角形；在叶片造型时可以根据不同状态下的速度三角形

进行优化选取进口几何构造角，使涡轮在不同状态下来流条件较好；多设计点耦合设计得到的涡轮在保证各状态下出口绝对气流

角偏离轴向不大的同时各状态之间的效率均较高。

关键词：动力涡轮；多设计点耦合设计；3维数值模拟；涡桨发动机；速度三角形

中图分类号：V23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5.03.011

Study on Design of Power Turbine for Turboprop Engine
CHEN Yi-ming1袁 YANG Xiao-mei1袁 LIANG Yun2袁 LIU Huo-xing2

渊1.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Aeroengines袁 Beihang University袁 Beijing 100191袁 China;
2.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Advanced Aeroengine袁 Beijing袁 100191袁 China冤

Abstract: It is difficult to consider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different design conditions and long design cycles for studying the
variable-speed power turbine by the conventional turbine design method. The power turbine was designed by the multi -point coupled
design method. In order to verify its effectiveness, the turbine model was built, its three-dimensional numerical simulation was conducted,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different design points was defined on the initial design proc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ulti-point coupled
design method is able to calculate velocity triangle of the different design points. According to the velocity triangle of the different design
points to shaping the blades, the inlet geometrical structure angle is optimized, and the inlet condition of turbine is better. The outlet
absolute flow angle of turbine designed with multi-point coupled design method has less deviation with the turbine axial, and has high
efficiency in each design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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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涡桨发动机具有经济性好、起飞拉力大、技术发

展潜力大和环境适用性强等优点，在中低速或对低速

性能有严格要求的巡逻、反潜或灭火等类型飞机上广

泛应用[1-5]。

自由涡轮式涡桨发动机是涡桨发动机的主流，由

动力涡轮单独驱动螺旋桨。该动力涡轮具有多恒定转

速的特点，即涡轮工作转速为恒定的若干个值。与常

规涡轮相比，多恒定转速涡轮在多个状态点工作时效

率均较高，且在巡航状态下转速较低、负荷较大[6]。涡

轮设计工作是 1个从低维到高维的设计与优化过程，

低维的设计结果是高维设计工作的基础。低维尤其是

1维设计方法，如果使用得当，可以抓住叶轮机内部

最主要的物理本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所设计叶轮机

的性能水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设计流程中非

常关键的环节，也是各航空发动机公司的核心技术之

一[7-11]。常规的涡轮 1维设计方法以地面为设计点，对

巡航状态进行验证的设计方法来实现各状态性能，所

需设计周期较长。国内外目前还没有针对多恒定转速

涡轮的 1维设计方法，NASA虽然提出了多转速涡轮

的研究计划，但目前还没有可以很好兼顾多状态点性

mailto:94829553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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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 1维设计方法[12-15]。

为了缩短设计周期，本文研究了动力涡轮多设计

点耦合设计方法，在设计初期就能有效地评估涡轮在

各状态下的性能。

1 动力涡轮多设计点耦合设计方法

动力涡轮多设计点耦合设计方法能够实现涡轮

在不同工作状态下的速度三角形换算。在涡轮设计中

速度三角形分析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有经验的

设计人员来说，掌握涡轮速度三角形参数就能大体判

断该涡轮的性能。了解涡轮在若干状态下的速度三角

形就可以判断出涡轮出口绝对气流角是否满足要求；

同时还可以折中选择合适的进口几何构造角进行叶

栅造型以使涡轮叶片在若干工作状态下的来流攻角

较小。

1.1 设计方法理论推导

动力涡轮多设计点耦合设计方法将 2个状态点

分别作为基准点和匹配点。首先针对基准点相关参数

根据以往设计经验进行 1套完整速度三角形设计。其

次根据以下 2 条规则推算出匹配点的速度三角形：

（1）涡轮部件在 2个设计点流道几何面积相等；（2）由

于叶片出口几何构造角相等，认为叶片出口落后角变

化不大，从而速度三角形中的导叶出口绝对气流角和

动叶出口相对气流角在 2个设计点基本相等。最后，

根据 2个设计点的速度三角形特点，选择合适的进、

出口气流角用于叶栅造型。在推算出匹配点的速度三

角形后应对其进行分析是否合理。若不合理，应适当

调整基准点的设计。

依次将 1导进口、1导 1动之间、1动出口、2导 2

动之间、2动出口定义为 0、1、2、3、4截面，将设计点、

匹配点分别定义为Ⅰ、Ⅱ。

基准点速度三角形的设计是根据以往的经验选

取参数计算得到的，假定现在已经完成了基准点速度

三角形的设计，利用涡轮部件在 2个设计点流道几何

面积相等以及导叶出口绝对气流角和动叶出口相对

气流角相等的条件来推导匹配点的速度三角形。

首先和基准点设计部分一样需计算出相应总参

数，其中，效率和功分配系数的预估应结合设计点，

对比设计点和匹配点的参数特点，根据经验（例如

负荷较大工况的效率会较低，膨胀比较大的工况后

面级功分配系数会较大）初步确定预估值。然后利

用总参数和预估值进行各截面的流量匹配。本文着

重介绍第 1 级涡轮的流量匹配过程，第 2 级涡轮的

与其类似。

1.2 1截面流量匹配

根据 0截面参数无量纲化的 1截面流量为

m=KA e1q（姿1）sin 琢1 （1）

假设导叶恢复系数在 2种状态下相同，定义相对

折合流量为匹配点与基准点折合流量之比为

m r=m装/m1 （2）

得到关于基准点和匹配点流量系数的等式为

q（姿1装）sin 琢1装=mrq（姿1I）sin 琢1I （3）

由于基准点和匹配点的导叶出口绝对气流角相

等，根据气动函数可得 1截面的流量匹配公式为

姿1装 1- k-1
k+1

姿1装
2

1
k-1

=mr·姿1I 1- k-1
k+1

姿1I

2

1
k-1

（4）

1.3 2截面流量匹配

以 0截面参数无量纲化的 2截面流量为

m=K 1仔 子姨 A 2q（姿2）sin 琢2 （5）

定义 仔1r为第 1级涡轮相对膨胀比匹配点与同

基准点的比值为

仔1r=仔1装/仔1I （6）

子1r为第 1级涡轮相对温比，表示匹配点与同基

准点的比值为

子1r=子1装/子1I （7）

比较匹配点与基准点 2截面的无量纲表达式可

得

q（姿2装）sin 琢2装=mrq（姿2I）sin 琢2I·仔1r·
1
子1r

（8）

再根据气动函数的定义及速度三角形关系得到

2截面的流量匹配式为

姿2琢装（1- k-1
k+1 姿2琢装

2
）

1
k-1 =mr·姿2琢I（1- k-1

k+1 姿2琢I
2
）

1
k-1
·仔1r· 1

子1r
（9）

1.4 速度三角形的计算

根据式（4）可以计算出匹配点 1截面即第 1级导

叶出口的绝对速度系数 姿1装，由于已经假定匹配点与
基准点的导叶出口绝对气流角相等，还可以分别计算

出第 1级导叶出口轴向和周向速度系数分别为

姿1u装=姿1装·cos 琢1装=姿1装·cos 琢1I （10）

姿1a装=姿1装·sin 琢1装=姿1装·sin 琢1I （11）

由于在初始已计算出相应的总参数，根据

u 姿1u装+ 姿2u装
子1装姨 = k+1

2（k-1）
1- 1子1装

（12）

利用式（12）即可求出 2截面匹配点的周向速度

系数 姿2u装，由于匹配点与基准点动叶出口的相对气流
角相等，由速度三角形的关系，可以得到周向速度系

数 姿2a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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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2a装= 姿2a装+u軈1装 acr0装
acr2装

·tan 茁2装= 姿2a装+u1装 acr0装
acr2装

·tan 茁21（13）

进一步可以算出

琢2装=arctan（姿2琢装/姿2u装） （14）

姿2装=姿2琢装/sin a2装 （15）

将 姿2琢装、姿2装代入式（9）中，等式是否成立。若不成

立，修改匹配点的功分配系数及效率的预估值，重复

上述匹配过程，直至式（9）成立。第 2级涡轮的匹配过

程与方法同第 1级涡轮的类似。2级涡轮匹配工作完

成之后，匹配点各级的速度三角形就还原出来，进而

根据速度三角形可以计算出匹配点各级载荷系数、流

量系数、反力度、轴向速比等于设计相关的参数以及

各叶片进、出口的气流角，检验这些参数是否合理，是

否处于经验范围内。若不合理，适当调整基准点的设

计参数，再进行匹配，直到基准点与匹配点的速度三

角形都较为合理。

2 动力涡轮多设计点耦合设计过程

2.1 设计要求

利用多设计点耦合设计方法对涡桨发动机动力

涡轮进行了设计。该涡轮需要验证的 3种状态下的设

计要求见表 1。由于最大连续状态负荷处于地面起飞

和高空巡航状态之间，于是选择这 2种状态为设计点

进行匹配设计。流道采用某已知双级动力涡轮的流道。

2.2 1维参数计算

根据功率要求，初步估计地面起飞、高空巡航状

态下的效率分别为 93%、92%。由于高空巡航状态负

荷较大，为了保证末级出口气流角与轴向的偏离较

小，选择其功分配为第 1、2级涡轮分别占 58%、42%。

由于地面起飞状态下的膨胀比小于巡航状态下的，根

据经验，在起飞状态下的第 1级涡轮功分配比例将会

比巡航状态下的大，初步预估起飞状态下的功分配为

第 1、2级涡轮分别占 61%、39%，该分配是否合适在匹

配过程中将得到验证。1维计算参数见表 2，由于涡轮

流道几何已知，流道面积和牵连速度都可直接计算。

2.3 速度三角形推导

选择高空巡航、地面起飞状态分别作为基准点和

匹配点。采用动力涡轮多设计点耦合设计方法进行推

导计算并调整后，可以得到叶中速度三角形。选择一

定的扭向规律可以得到叶根和叶尖的速度三角形，最

终方案为第 1、2级涡轮分别选择中间和等角扭向规

律，并认为涡轮在基准点和匹配点的扭向规律基本不

变，见表 3。

2.4 叶型设计

涡轮叶中截面在基准点和匹配点的速度三角形

如图 1所示，图中黑色为基准点，红色为匹配点。从图

中可见，导叶的绝对出口气流角和动叶的相对出口气

流角在基准点和匹配点是相同的，符合理论推导的假

设前提条件。而进口气流角在 2种状态下是不同的，

对于第 1、2级动叶和第 2级导叶，若以基准点速度三

角形进行叶型设计，在匹配点的叶片将处于负攻角状

态；反之，若以匹配点的速度三角形进行叶型设计，在

基准点的叶片将处于正攻角状态。由于涡轮叶片在适

参数

进口总温 / K

进口总压 / kPa

膨胀比

地面起飞状态

1100

353

3.14

最大连续状态

1000

212

3.24

高空巡航状态

950

111

3.46

表 1 设计要求

参数

第 1级涡轮膨胀比

第 2级涡轮膨胀比

第 1级涡轮温比

第 2级涡轮温比

级间总温 / K

级间总压 / kPa

出口总温 / K

出口总压 / kPa

起飞状态

1.95

1.61

1.15

1.11

970

172

870

111

巡航状态

1.98

1.75

1.15

1.13

820

61

730

30

表 2 1维计算参数

基准点

匹配点

第 1级涡轮

第 2级涡轮

第 1级涡轮

第 2级涡轮

载荷系数

2.145

1.497

1.738

1.071

流量系数

0.78

0.85

0.675

0.702

反力度

0.44

0.36

0.44

0.38

轴向速比

1.10

1.07

1.09

1.06

表 3 基准点及匹配点速度三角形相似参数

（a）第 1级

（b）第 2级

图 1 涡轮叶中截面在基准点和匹配点的速度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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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负攻角下能获得较好的性能，在设计过程中兼顾

2种状态下的进口气流角的前提下，进口几何构造角

的选取较偏向于基准点的速度三角形，同理进行其他

截面的分析。对于叶片的 3维造型，导、动叶分别采用

前缘和质心积叠，叶片数目分别为 47、73、59、73。

3 3维数值模拟验证

对涡轮在高空巡航、最大连续、地面起飞 3种状

态下进行了 3维数值模拟，如图 2所示。采用商用软

件 CFX13.0 求解 3 维定常黏性雷诺平均 N-S方程，

数值方法采用时间追赶的有限体积法，空间、时间离

散分别采用 2阶迎风和 2阶后差欧拉格式。湍流模型

选用 SST模型。

3.1 总体性能分析

在不同状态下涡轮

进口流量计算值与设计

值之比 mr见表 4。从表

中可见在各状态下的流

量都达到了设计要求。

在不同状态下涡轮各级的功、膨胀比和效率等性

能参数以及涡轮末级出口气流角见表 5。从总体性能

方面看，涡轮达到了设计要求。根据设计要求可得到

不同状态下的涡轮负荷排序，从大到小依次为：高空

巡航状态、最大连续状态、地面起飞状态，所以涡轮的

效率排序从小到大依次为：高空巡航状态、最大连续

状态、地面起飞状态。在不同状态下涡轮的效率变化

都不大，与设计初衷一致，通过考虑多个状态点，使涡

轮在不同状态下均能取得较高效率。从气流角的方面

看，由于涡轮在设计时已经考虑了不同状态下出口气

流角的变化（气流角偏离轴向均不太大），从而后机匣

的损失均不至于过大，在最大连续状态下基本轴向出

气，在地面起飞状态下偏离 7毅有余，在高空巡航状态
下偏离 6毅有余，可见该方法预估的气流角较为准确。

在不同状态下涡轮的相关设计参数见表 6。从载

荷系数看，在高空巡航状态下的负荷最大，为了保证

涡轮出口气流角将较大的负荷放在了第 1级涡轮，使

得载荷系数超过了 2；同时由于第 2 级涡轮载荷较

小，气流加速性相对较差，均给设计带来一定难度。从

功分配看，在不同状态下的变化趋势相同，第 1级涡

轮功分配系数最大的情况均发生在膨胀比最小的地

面起飞状态。从流量系数看，3种状态下流量系数变

化趋势一致，在高空巡航状态下的流量系数较大。反

力度在不同状态下的变化不大。

3.2 流场分析

本文只给出了在巡航状态下的流场分析，在起飞

状态及最大连续状态下的流场分析与之类似。

在高空巡航状态下涡轮各级反力度、流量系数和

载荷系数沿径向的分布如图 3所示。各级反力度的最

小值和最大值均处于经验范围内，涡轮第 1级涡轮扭

向规律取中间规律，第 2级涡轮由于反力度平均值取

得较小，选择了等扭向规律，反力度沿径向的变化较

小，容易保证根部反力度。

在高空巡航状态下涡轮各叶片排进口的相对气

流角和叶片的几何构造角沿径向的分布，以及涡轮出

口绝对气流角沿径向的分布如图 4所示。由于设计时

进口气流角的选择接近于在高空巡航状态下的速度

三角形，因此在该状态下各叶片排几何构造角和进口

气流角基本对应。

在高空巡航状态下涡轮各叶片根中尖的负荷分

布如图 5所示，用等熵马赫数表示。各叶片均采用后

图 2 3维计算网格

高空巡航

最大连续

地面起飞

第 1级

第 2级

整级

第 1级

第 2级

整级

第 1级

第 2级

整级

膨胀比

1.96

1.77

3.46

1.94

1.67

3.23

1.94

1.61

3.14

效率

0.925

0.905

0.921

0.927

0.904

0.922

0.930

0.924

0.931

出口绝对气流角

—

—

83.6°

—

—

89.2°

—

—

97.8°

表 5 不同状态下涡轮总体性能参数

高空巡航

最大连续

地面起飞

第 1级

第 2级

第 1级

第 2级

第 1级

第 2级

功分配 /%

58.2

41.8

60.3

39.7

61.4

38.6

反力度

0.46

0.38

0.46

0.37

0.46

0.38

载荷系数

2.15

1.48

2.09

1.33

1.78

1.08

表 6 不同状态下涡轮设计相关参数

流量系数

0.75

0.86

0.73

0.80

0.65

0.72

表 4 在不同状态下的涡轮

进口流量

高空巡

航状态

1.003

最大连

续状态

1.000

地面起

飞状态

0.999mr

状态 涡轮级

状态 涡轮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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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叶根

（b）叶中

（c）叶尖

图 6 在高空巡航状态下叶片 S1流面马赫数及极限流线

加载形式，相关研究表明，适当的方式加上尾缘扩散

度是比较适合于低压涡轮的负荷分布形式。由于激波

的存在，第 1级导叶叶根靠近尾缘处的等熵马赫数在

很小轴向范围内大幅降低，并出现 1个很小区域的压

力平台。由于叶片根部反力度较小，各级动叶叶根区

域流体的加速性均不是很好。

在高空巡航状态下的叶根、中、尖处 S1流面马赫

数云图和极限流线如图 6所示。从图中可见涡轮第 1

级导叶叶根处的激波。由于激波和边界层的相互作

用，涡轮第 1级导叶叶根区域发生了分离并再附。

在高空巡航状态下各叶片表面静压云图和极限

流线如图 7所示。由于激波和边界层相互作用，在涡

轮第 1级导叶叶根区域发生了分离并再附。

（a）第 1级导叶 （b）第 1级动叶

（c）第 2级导叶 （d）第 2级动叶

图 5 高空巡航状态负荷分布

流量系数 准a

载荷系数 滋

反力度 赘

（a）第 1级涡轮

流量系数 准a

载荷系数 滋

反力度 赘

（b）第 2级涡轮

图 3 在高空巡航状态下设计参数径向分布

（a）1动进口相对气流角 （b）2导进口相对气流角

（c）2动进口相对气流角 （d）2动出口绝对气流角

图 4 在高空巡航状态下的气流角与构造角

Angle/（毅） Angle/（毅）

Angle/（毅） Angle/（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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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1）多设计点耦合设计方法在设计初始时就能确

定涡轮在各设计点的性能；

（2）该方法可以初步计算不同状态点下的速度三

角形，从而估计出其相似参数、出口绝对气流角等参

数；同时，在叶片造型时可以根据不同状态下的速度

三角形进行优化选取进口几何构造角，使得涡轮在不

同状态下的来流条件较好；

（3）从 3维计算结果可知，利用该方法设计出的

涡轮在保证各状态下出口绝对气流角偏离轴向不大

的同时效率差别较小。得到的不同状态下的速度三角

形和设计时理论计算结果变化趋势一致，并较为接

近，理论计算能有效地预估不同状态下的进、出口气

流角。

致谢

感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邹

正平教授在本课题研究中给予指导和帮助。

参考文献：

[1] 季鹤鸣. 航空动力百年回顾 (三 )[J]. 航空发动机，2003，29（3）：

56-58.

JI Heming. A century of aircraft power plant in retrospect （3）[J].

Aeroegine，2003，29（3）：56-58.（in Chinese）

[2] 瞿立生. 民用涡桨发动机发展综述[J]. 国际航空，1997（8）：49-51.

QU Lisheng. Development of civil turboprop engine [J]. International

Aviation，1997（8）：49-51.（in Chinese）

[3] 张洪滨. 涡桨型飞机的动力[J]. 兵器知识，2010（3）：16-19.

ZHANG Hongbin. Power of turboprop aircraft[J]. Ordnance Knowledge，

2010（3）：16-19.（in Chinese）

[4] 周辉华. 国外涡桨发动机的发展[J]. 航空科学技术，2013（1）：18-22.

ZHOU Huihua.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turbo-propeller engines

[J]. Aeronautic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3 （1）：18-22. （in

Chinese）

[5] 崔德刚，常福忠. 从运输机的发展趋势看涡桨运输机的前景[J]. 运

输机工程，2002（3）：2-10.

CUI Degang，CHANG Fuzhong. Discussion of turboprop aircraft future

from aspect of development trend of aerotransport[J]. Transport Aircraft

Engineering，2002（3）：2-10.（in Chinese）

[6] Schmidt H F. Variable-speed turbine: U.S. Patent 1,102,357 [P].

1914-7-7.

[7] 陈云, 胡松岩, 王雷. 1+3/2无导叶对转涡轮设计特点分析 [J]. 航空

发动机，2011，37（4）：20-23.

CHEN Yun, HU Songyan, WANG Lei. Analysis of design

characteristics for 1+ 3/2 vaneless counter-rotating turbine [J].

Aeroengine，2011，37（4）：20-23.（in Chinese）

[8] 付超，邹正平，刘火星. 1+1对转涡轮气动设计研究[J]. 空气动力学

学报，2012，30（3）：299-306.

FU Chao，ZOU Zhengping，LIU Huoxing. Aerodynamics design of

two-stage counter-rotating turbine [J]. Acta Aerodynamica Sinica，

2012，30（3）：299-306.（in Chinese）

[9] 邹正平，周琨，王鹏，等. 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涡轮内部流动机理及

气动设计技术研究进展[J]. 航空制造技术，2012（13）：49-54.

ZOU Zhengping，ZHOU Kun，WANG Peng. Research progress on flow

mechanism and aerodynamic design method of high-bypass-ratio

engine turbine [J]. Aeronaut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2012（13）：

49-54.（in Chinese）

[10] 付超，邹正平，刘火星. 通用核心机涡轮气动设计准则[J]. 推进技

术，2011，32（2）：165-174.

FU Chao， ZOU Zhengping， LIU Huoxing. Turbine aerodynamic

design criteria of versatile core [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

2011，32（2）：165-174.（in Chinese）

[11] 姚李超，邹正平，张伟昊，等. 基于粒子群算法的多级低压涡轮一

维气动优化设计方法[J]. 推进技术，2013，34（8）：1042-1049.

YAO Lichao，ZOU Zhengping，ZHANG Weihao，et al. An optimal

method of one-dimensional design for multistage low pressure

turbines based on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2013，34（8）：1042-1049.（in Chinese）

[12] Suchezky M, Cruzen G S. Variable-speed power-turbine for the large

civil tilt rotor[R]. NASA-CR-2012-217424.

[13] Welch G E，McVetta A B，Stevens M A，et al. Variable-speed

power-turbine research at Glenn research center [R]. NASA-TM-

2012-217605.

[14] Ameri A A . Computational work to support FAP . SRW

variable speed power turbine development [R]. NASA-CR-2012-

217434.

[15] Gerard E. Computational study of the impact of unsteadiness on th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a variable speed power turbine [R].

NASA-TM-2012-217425.

（编辑：肖磊）

1导吸力面 1导压力面 1动吸力面 1动压力面

2导吸力面 2导压力面 2动吸力面 2动压力面

图 7 在高空巡航状态下各叶片表面静压力及极限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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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31B镁合金动态冲击变形机制研究

耿长建 1，武保林 2，刘 芳 1，佟文伟 1，韩振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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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 AZ31B镁合金挤压棒材的各向异性，利用 Hopkinson压杆，研究了在大气压为 0.2、0.5 MPa下的径向与轴向样

品的动态冲击力学行为。在同一大气压下，通过对径向与轴向样品不同动态力学行为影响的研究，深入分析了晶粒取向与 Schmid

因子对其微观变形机制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同一冲击气压下，轴向样品的屈服强度、断裂强度和总应变量均高于径向样品的对应

值；2种样品的屈服强度、断裂强度和总应变量均随着应变速率的增加而增加，但径向冲击样品的应变速率敏感性高于轴向冲击样

品的，体现了不同变形机制的作用。

关键词：AZ31B镁合金；动态冲击；变形机制；织构；孪晶；Schmid因子

中图分类号：V216.5+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5.03.012

Deformation Mechanism of Dynamic Impact Behavior for AZ31B Magnesium Alloy
GENG Chang-jian 1, WU Bao-lin 2, LIU Fang 1, TONG Wen-wei 1, HAN Zhen-yu1

渊1.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 Shenyang 110015, China曰 2.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henyang Aerospace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冤

Abstract: The AZ31B Magnesium alloy was studied in order to reveal the anisotropy of the extruded bar. Dynamic impact tests for
radial and axial samples were conducted respectively by using Hopkinson pressure bar at room temperature and the constant pressure渊0.2
MPa and 0.5 MPa冤. The impact of grain orientation and Schmid factor on mechanical behaviors of Magnesium alloys through their effect on
the deformation modes obtained by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same pressure on the dynamic behavior of radial and axial samp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yielding strength袁fracture strength袁total strain of axial samples are larger than that of radial samples at the same air
pressure渊strain rate冤. The yielding strength袁 fracture strength袁 total strain all increase with strain rate increasing for both axial samples and
radial samples. The strain rates of adial samples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axial samples. The results embodied the function of different
deformation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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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镁合金具有密度低、比强度和比刚度高、铸造性

能较好、电磁屏蔽能力较强以及易于再生利用等一系

列优点，被誉为“21世纪最具发展潜力和前途的材

料”。其结构件在汽车、飞机、计算机、通讯等领域的应

用日益广泛[1-3]。AZ31B变形镁合金具有良好的延展

率和较高的强度，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挤压变形镁合

金，在不同的加载方向下呈现各向异性。文献[4-5]认

为不同的孪生变形机制是镁合金呈现各向异性的主

要原因。通常认为，在平行于晶粒的 c-轴有拉应变时

产生{10-12}拉伸孪生，而在平行于晶粒的 c-轴有压

应变时产生{10-11}压缩孪生[6-10]。另外，位错滑移也是

变形镁合金的重要变形机制。何种变形机制起主导作

用与晶粒取向、应变速率等因素具有密切关系。

在镁合金构件的实际应用中，经常承受冲击与循

环等动态载荷的作用，因此研究变形镁合金的动态力

学行为与组织结构之间关系，对其结构件的安全设计

及合理使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利用 Hopkinson

压杆，研究了大气压为 0.2和 0.5 MPa下 AZ31B镁合

金挤压棒材的径向与轴向动态冲击力学行为，并讨论

mailto:gengchangjian20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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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关机制。

1 试验材料和方法

试验采用的 AZ31B镁合金属于 Mg-Al-Zn系合

金，是目前工业界使用较广泛的 1种变形镁合金。其

中加入的 Al元素可与 Mg形成固溶体，提高了合金

的力学性能；同时 Al元素还可提高合金的耐腐蚀性，

减小凝固时的收缩，改善合金的锻造性能，增强铸件

强度。Zn是另 1种有效的合金化元素，在镁合金内以

固溶体存在，对合金性能的影响与 Al相似，但当 Zn

的质量分数高于 2%时会出现热裂现象，因而应严格

控制其含量。加入 Mn元素可提高镁合金的韧性并改

善其耐腐蚀性能。合金中的铁、铜、镍等杂质元素会降

低合金的耐腐蚀性能，应严格控制其含量。AZ31B的

名义成分见表 1。

电子背散射衍射样品的电解抛光液为 10%

HClO4+90%乙醇，电压为 30~40 V，电流为 1~2 mA，

电解抛光的温度为 243 K。使用液氮作为制冷剂。试

验设备为：JEOL，JSM-7001F 和 JEOL，JSM-6500F

扫描电子显微镜。

分别沿原始退火挤压棒材的挤压方向（轴向）和

垂直挤压方向（径向）切取棒材，加工成直径为 8 mm，

高 10 mm的快速冲击样品。

冲击试验采用分离式霍普金森压杆（Split

Hopkinson Pressure Bar，SHPB）装置，如图 1所示。

SHPB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测试高应变率下

力学特征的试验装置[11-13]；可以用来测试材料在应变

率为 102~104 s-1内的应力 -应变曲线，其主要特点是

可实现材料的高应变率变形，同时保持材料内部的动

态应力平衡或者材料内轴向应力梯度接近于零。

2 试验结果

2.1 冲击变形前金相组织及织构

原始挤压 AZ31B镁合金退火后显微组织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样品晶粒为等轴组织，尺寸不很均

匀，平均尺寸为 15 滋m。

原始挤压 AZ31B 镁合金退火后织构如图 3 所

示。从退火后棒材挤压 ED反极图（图 3（a））中可见，

织构主要由较强的 <10-10> 丝织构组分和较弱的

<11-20>丝织构组分构成，2 种组分的{0002}晶面都

平行于 ED。沿径向切取拉伸样品，其轴向反极图可以

根据退火后挤压棒材的反极图推断，如图 3（b）所示。

其轴向分别沿 <0001>-<11-20>和 <0001>-<10-10>

晶体学取向三角形的 2个边均匀分布，强度级别对应

图 3（a）。

2.2 快速冲击曲线

分别沿挤压退火后棒材的径向与轴向切取动态

冲击样品，冲击真应力 -真应变曲线如图 4所示。在

大气压为 0.2、0.5 MPa下，径向冲击样品的冲击应变

速率分别为 840、1080s-1；轴向样品的冲击应变速率

分别为 815、1231s-1。从图中可见，屈服强度、总应变

量、断裂强度均随着应变速率的增加而增加；在同一

冲击气压下，轴向样品屈服强度、总应变量、断裂强度

均高于径向样品对应的值。

2.3 变形后组织

气压载荷为 0.2、0.5 MPa 冲击后径向和轴向样

Element

wt%

Al

2.7

Zn

0.96

Si

0.01

Cu

≤0.01

Mn

0.21

Fe

0.002

Ni

≤0.001

Ca

≤0.01

Sn

0

Mg

Bal

表 1 AZ31B镁合金名义化学成分

图 1 Hopkinson压杆冲击试验系统

（a）径向 （b）轴向

图 2 原始挤压 AZ31B镁合金退火后显微组织

（a）原始退火样品轴向反极 （b）原始退火样品径向反极

图 3 原始挤压 AZ31B镁合金退火后织构反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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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变形组织如图 5所示。从图中可见，径向样品和

轴向样品孪生的数量均随着气压载荷的增加而增加；

在同一气压载荷下，轴向样品中孪生的数量比径向样

品中的多。

动态冲击后变形组织的 EBSD取向成像及取向

差分布如图 6所示。从图中可见，样品中孪生的数量

随着应变速率的增加而增加，且大部分为{10-12}拉

伸孪生。与图 5金相图中的结果一致。

3 分析讨论

3.1 快速冲击应变速率敏感性

材料应变速率对流变应力值的影响通常可以用

修正后的 Cowper-Symonds公式来描述

滓
滓0

=1+ 滓u-k滓0

滓u-k滓y

着觶
C

1/P

（1）

式中：滓0、滓y、滓u分别为静态应力、屈服强度和最大应

力值；着觶为应变速率；C和 P为材料应变速率敏感性常
数；k 为描述材料应变速率敏感性的应变硬化参数。

根据式（1），若流变应力值随着应变速率的增加

而减小，则 P应该为负值。
同样，材料的应变速率敏感性参数 k 或 茁也可以

用下式[13-15]描述

茁= 滓2-滓1

ln 着觶 2/着觶 1

（2）

式中的压应力 滓2 和 滓1 可以通过计算得到，先

根据冲击试验求出平均应变速率着觶 2、着觶 1，在 2 种应变

速率下相同的应变处计算对应的流变应力值即为

滓2和 滓1。

（a）径向样品，应变速率为
840 s-1

（b）径向样品，应变速率为
1080 s-1

（c）轴向样品，应变速率为
815 s-1

（d）轴向样品，应变速率为
1231 s-1

图 5 气压载荷为 0.2、0.5 MPa时径向和轴向样品变形组织

（a）径向样品，应变速率为 840 s-1

（b）径向样品，应变速率为 1080 s-1

（c）轴向样品，应变速率为 815 s-1

（d）轴向样品，应变速率为 1231 s-1

图 6 快速冲击后变形组织的取向成像及其相应的取向差分布

图 4 冲击气压载荷为 0.2 MPa和 0.5 MPa时

应力 -应变曲线

（a）径向样品 （b）轴向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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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取 2 种样品

应变速率敏感性的定量

信息，依据文献[16]的计

算方法，对 2种样品快速

冲击应变为 0.02 处计算

各自的应变速率敏感性

因子值，结果见表 2。表明 2种样品随着冲击载荷（或

应变速率）的增加，其流变应力值和总应变量均增加，

合金均表现出正的应变速率敏感性，径向冲击样品的

应变速率敏感性值大于轴向冲击样品的，其原因与样

品的织构有关。一般而言，位错变形过程表现为正的

应变速率敏感性，而孪生表现为负的应变速率敏感

性，由于径向冲击样品的织构特征，位错滑移起主要

作用，因此其应变速率敏感性大于轴向冲击样品的。

3.2 孪生及 Schmid因子变形机制

通常当晶粒的 c-轴与压缩方向平行时，与压缩

孪晶相比较，由于具有更小的临界剪切应力值

（CRSS）因此锥面滑移更易启动。此时，无法激活基面

滑移、柱面滑移以及{10-12}拉伸孪晶，主要原因是这

些变形模式的施密特因子值都很小，甚至为负值。但

对于那些 c-轴方向偏离 ND方向的晶粒而言，上述
的基面滑移、柱面滑移以及拉伸孪晶可能被激活，因

为基面滑移所需的临界剪切应力值是镁合金变形模

式中最小的。位错滑移依靠原子扩散来进行，相比孪

晶的切变过程，其速度远远低于孪晶的生成速度。一

般来说，随着应变速率的增加，通过滑移产生的位错

越来越多堆积在晶界上，不仅促使晶粒内部的应力分

布不均匀，还可引起晶界附近的集中应力增大，局部

集中应力达到产生孪生的临界值时，就会在变形晶

粒内部或相邻晶粒内部产生孪晶。因此，随着应变

速率的增加（本次试验中的应变速率为 815~1231

s-1），镁合金材料会更多地以孪生的方式变形，导致

镁合金的屈服强度和断裂强度随应变速率的增加

而急剧增加。

由于{10-12}拉伸孪生的 CRSS远低于柱面滑移

<a>和锥面滑移 <c+a>及{10-11}压缩孪生的 CRSS，

随着应变量的增加，拉伸孪生在滑移屈服前被激发，

由于拉伸孪生的 CRSS高于基面滑移 <a>的，在径向

样品中拉伸孪生在滑移屈服后被激活。当应变速率足

够大时，位错滑移来不及进行，远远滞后于样品的宏

观变形，造成大量的拉伸孪生开动。

镁合金的孪生变形机制取决于形变晶粒取向与

加载作用力方向间的关系，即 Schmid因子[17]。研究[18]

发现，{10-11} 压缩孪生变体中接近一半都具有较低

的 Schmid因子（0.15~0.30），5%的压缩孪生变体具有

非常低的 Schmid 因子，初次孪生变体不完全以

Schmid因子的大小顺序来决定[17，19]。但统计发现，发

生孪生的变体的 Schmid因子普遍高于其它变体的。

为了讨论孪生变形机制，本文计算了拉伸孪生和压缩

孪生的 Schmid因子在取向空间中的分布。在此，选择

在较大取向范围内具有高 Schmid 因子的（-1012）

[10-11]和（0-111）[0-11-2]2个变体来讨论孪晶变形

机制的情况。2种变体的 Schmid因子分布如图 8所

示。从图中可见，Schmid因子与加载作用力的方向有

密切关系，在较低的 tan 兹/2 范围（兹 为反极角），
（-1012）[10-11]拉伸孪生具有较高的 Schmid因子；在

较高的 tan 兹/2范围，（0-111）[0-11-2] 压缩孪生具有

较高的 Schmid因子。由此可推断，在高 tan 兹/2范围
内有利于拉伸孪生开动；在低 tan 兹/2/2范围内，有利

于压缩孪生开动；而在中间范围，2种孪生模式都可

能开动。因此，如果只考虑 Schmid因子的影响，上述

2种孪生可同时被激活。但 Schmid因子并不是惟一

决定因素，还应考虑 2种孪生模式具有不同的 CRSS。

{10-12}拉伸孪生的 CRSS 较低，而{10-11}压缩孪生

的 CRSS却非常高[20]，因此，在相同的 Schmid因子条

样 品

径向样品

轴向样品

茁

15.2

10.6

表 2 应变为 0.02时 2种样品

应变速率敏感性因子 茁值

（b）压缩孪生

图 8 Schmid因子的分布

（a）拉伸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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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拉伸孪生只需较低剪切应力就能被激活，拉伸

孪生在较大晶粒取向范围内都可开动，而压缩孪生只

限于极小晶粒取向范围内开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

较高应变速率下有大量拉伸孪生产生而只有少量压

缩孪生产生。需要强调的是，材料发生形变时，因初次

孪生模式和孪生变体的选择（Primary twinning and its

variant selection）机制所考虑的问题不同，在考虑初次

孪生模式选择问题时，不仅要考虑变形晶粒的取向或

Schmid因子，也应考虑 2种孪生的 CRSS差异。

2种样品初始的晶粒取向差别对合金应变速率

敏感性的也有一定影响。径向样品的应变速率敏感性

大于轴向样品的。这主要是由于径向样品中晶粒 c-

轴方向靠近冲击方向的晶粒数量多于轴向样品的。

4 结论

（1）在动态冲击条件下，材料的屈服强度、总应变

量、抗拉强度均随应变速率的增加而增加；

（2）合金呈现各向异性，即径向冲击的应变速率

敏感性高于轴向冲击的；

（3）动态冲击变形有利于孪生模式的开动，径向

冲击和轴向冲击产生的孪生开动情况不同，这是导致

应变速率敏感性呈现各向异性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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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气机叶栅前缘边条技术的参数化数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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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
Aeroengine

摘要：压气机来流普遍存在端区附面层扭曲问题，前期研究证实可采用叶片端区前缘边条（Leading Edge Strake Blade，

LESB）技术解决，因此，进一步进行前缘边条几何影响和变工况适应性的参数化数值研究。选用折转角为 60毅的 NACA65叶栅为例，对

前缘边条高度、前伸长度以及在 -5毅、0毅、+5毅攻角下的性能进行了参数化研究，对其规律、机理进行了总结和分析。结果表明：前缘
边条高度、前伸长度选取存在最佳值，边条高度选取略大于来流扭曲附面层厚度为宜，而边条长度在不同工况下好坏影响各异，需

折衷考虑；所设计较优方案揭示了前缘边条对端区流动的调控作用，表现出良好的变工况性能。

关键词：前缘边条叶片；压气机；角区分离；端区流动；参数化数值研究

中图分类号：V211.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5.03.013

Parametric Numerical Study on Leading Edge Strake Blade Technique for Compressor
TANG Fang-ming1袁YI Wei-lin2袁CHEN Zhi-min2袁 JI Lu-cheng2

渊1.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袁Zhuzhou Hunan 412002袁 China;
2. School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袁 Beijing 100081袁 China冤

Abstract: Inflow boundary layer skew has an universal phenomena in compressors. The previous research had proved that the Leading
Edge Strake Blade 渊LESB冤 technology could resolve the problem effectively. This paper presents parametric numerical study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its geometric parameters and its performance at different operating conditions. The NACA 65 compressor cascade with turning
angle of 60毅 was chosen as a test case. Performance comparisons were performed between the original blade and LESB at incidence angle of
0毅 袁 -5毅 and +5毅 with simultaneously varying the length and the height of the strake. The rules and mechanisms of its effects we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optimum values for the length and the height of the strake. And the strake height
that i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 thickness of skewed inflow boundary layer is a suitable choice. However袁 the strake length needs to be
compromised because of the uncertainty of the performance in different conditions. The present study reveals the regulation mechanism of
LESB on the flow in end wall region , and LESB could promote compressor performance in a wide operating range.

Key words: LESB曰 compressor曰 corner separation曰 flow in end wall region曰 parametric numerical study

收稿日期：2014-06-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006100，51176012）资助
作者简介：唐方明（1975），男，硕士，高级工程师，从事压气机气动设计工作；E-mail：YW1@bit.edu.cn。

引用格式：

第 41卷第 3期

2015年 6月

Vol.41 No. 3

Jun. 2015

0 引言

多级叶轮机中普遍存在端区来流扭曲现象。依形

成原因不同，分为上游端区二次流、相对运动固壁造

成相对坐标系下切向速度差异、转静件间泄漏流[1]。尤

其对于压气机，上述端区来流扭曲使基元叶栅工作在

高攻角工况下，引起角区分离，将严重恶化压气机性

能[2]。

多年来，研究者一直致力于描述该现象，了解其

影响并寻求应对方法。Roberts[2]基于 12套中间级压气

机设计及试验数据分析表明，动 /静叶端区气流均存

在明显的过或欠偏转；Wadia[4]研究表明，应考虑进口

气流急剧扭曲所产生损失等的影响；对此，Sauer等[5]

发现在前缘处端壁采用凸包可减小因气流畸变而加

强的二次流损失；Hoeger[6]提出了添加角区倒圆结构

的修型方案，并认为此举可消除分离团、提升叶栅负

荷能力；季路成[7]基于二面角原理提出了抑制角区分

离的 3种方式和叶片端壁融合技术[8]，并研究指出叶

片端壁融合可改善气流扭曲的不利影响[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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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区来流扭曲实质体现为大攻角影响。既然如此，

飞机应用边条翼来改善大迎角飞行性能当可借鉴[11]。

事实上，流动方向扭曲使端区叶片天然地处于大攻角

运行，如能类比利用飞机边条翼依靠前缘集中涡诱导

高升力的机制，将可能变害为利改善叶轮机性能。基

于此，季路成等提出前缘边条叶片技术（LESB）[12]，并

展示了其有效性。

在前述工作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进行前缘边条

几何影响和变工况适应性的参数化数值研究，以便积

累边条叶片几何参数选取经验，掌握其变工况性能。

1 前缘边条叶片概念

为解决大迎角机动飞行升力不足问题，在外流中

很早提出并应用了边条翼，使得整个机翼升力得到大

幅提升[13]。

与飞机需大迎角飞行才能获得边条翼增升的条

件相比，压气机（叶轮机）中天然地存在着大攻角运行

环境：在端区，上游叶片通道内横向二次流、相对运动

固壁造成相对坐标系下切向速度差异，以及转静间隙

泄漏流等，都会使叶片端区来流呈现大攻角。通常，这

种来流大攻角结合叶表与端壁附面层的角区交汇、槽

道横向二次流堆积，使得常规叶片通道出现角区分离

（如图 1（a）所示），进而导致压气机性能下降。仿效边

条翼，对端区叶片前缘进行前伸并锐化处理，即得前

缘边条叶片（如图 1（b）所示），理想情况是，端区扭曲

来流会在前缘边条缘线附近卷吸成集中涡，并可能通

过下述 3种机制组合改善流动：

（1）来流附面层中低能流体被抽吸入主流区；

（2）通过集中涡，在叶片前缘附近将扭曲来流转

正，形成等效零或在小攻角工况下运行；

（3）角区叶表、端壁附面层变薄，交汇减弱，并角

区低能流体呈现被裹入主流的趋势。

为此，前缘边条修型主要应用于叶片端区前缘，

并通过对展向某一高度内各叶型的前缘形状修改获

得。压气机前缘边条构型方法如图 2所示。从图中可

见前缘边条造型相关主要参数。

2 研究方案

采用数值方法研究压气机前缘边条参数化设计。

选用 CFX商用软件，差分格式为其独有的高分辨率

方法，湍流模型选用 SST模型，以便更好地模拟近壁

区流动。计算边界条件按常规设置，即进口给定总温、

总压、气流角，出口给定静压，下端壁及叶表固壁为绝

热无滑移边界。软件的使用经验已经过校核[13]，限于

篇幅不再赘述。

以下选用具有折转角为 60毅的高负荷叶栅
NACA65-（24）10 作为原型（ORI-BLADE）开展修型

与否的对比数值研究，该叶栅主要参数如下（详见文

献[10]）：弦长 b=100 mm，高度 h=100 mm，栅距 t=80

mm，几何进气角 茁1P=48.2毅，几何出气角 茁2P=-11.8毅，栅
前总压 P*=105325 Pa，栅前总温 T*=300 K，栅后背压

P2=101325 Pa。

考虑到流动周向周期性和展向对称性，选取单个

叶片半叶高，分别给定两侧的平移周期边界和顶部的

对称边界条件。计算网格采用六面体和四面体混合形

式。经过网格无关性检验及近壁网格间距调整，最终

确定网格单元数约为 120万，固壁表面 Y +<4。

对原型叶栅施加前缘

边条修型的参数化研究包

括 6套算例，对应不同前

缘边条高度和前伸长度取

值，具体见表 1。对应图 2

定义，选择 琢1=10毅，琢2=50毅
保持不变。琢2固定后可根

（a）常规叶片及角区分离 （b）前缘边条叶片及效果

图 1 叶栅边条施加效果

图 2 压气机前缘边条构型方法

方案

LESB1

LESB2

LESB3

LESB4

LESB5

LESB6

展高 h
20%

15%

10%

20%

15%

10%

弦长 L
28%

28%

28%

20%

20%

20%

表 1 不同前缘边条方案参数

L
h

h1

琢2

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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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高度 h确定出 h1。前缘

边条改型如图 3 所示，以

LESB2为例展示了修型后

叶栅几何外形。

在下文对比分析中，为

研究考察 LESB技术的工况适用性，分别设置 A0-30、

A5-25、A-5-35共 3种来流条件，如图 4（a）所示，分别

对应：0毅攻角下附面层气流最大扭曲 30毅进气、5毅攻角
下附面层气流最大扭曲 25毅进气、-5毅攻角下附面层气
流最大扭曲 35毅进气，在 3种气流角度分布条件下，按

图 4（b）、（c）给定进口总压和总温分布，对应进口附面

层厚度均为 12 mm，背压

则展向均匀且相同。在保

证进出口条件一致情况下

对不同 LESB方案进行对

比，着重考察攻角为 0毅、±
5毅时前缘边条修型前后性
能及流场结构变化。

3 结果分析

3.1 设计攻角下性能对比分析

针对上述的原型方案及 6种前缘边条造型方案，

首先在设计攻角带端区扭曲来流条件下进行性能对

比分析。相关性能参数定义如下：

能量损失系数 孜軃=
（p/P*）

k-1
k

-（p/P0

*
）

k-1
k

1-（p/P0

*
）

k-1
k

总压损失系数 棕=
P0

*
-P*

0.5籽v1

2

气动堵塞系数：按文献[14]方法。

由于方案较多，为了便于清晰显示将其分为 2

组，2种长度在不同高度时，叶栅下游距尾缘 15%弦

长处的节距平均能量损失系数展向分布对比分别如

图 5（a）、（b）所示。总体来看，前缘边条设计方案都有

使节距平均能量损失系数减小的趋势，尤其是在

30%叶高以下减小得更为明显，但是不同方案的减小

幅度有明显差别。当前缘边条长度为较长的 28%弦

长时，前缘边条高度为 15%展高时性能优于 10%和

20%，并且幅值较明显；当前缘边条长度为较短的

20%弦长时，前缘叶片高度为展高 10%和 15%时性能

接近并明显好于 20%，这在 30%叶高以下较为突出。

由此可见，在设计攻角下前缘边条叶片高度在 10%

～15%附近性能较佳，而此高度与来流附面层厚度较

为接近，其影响幅度可以达到叶高的 30%。

由于在 2种前缘边条长度下高度为 10%和 /或

15%时要性能明显优于 20%，因此，前缘边条高度分

别为 15%和 10%展高时不同边条长度的性能对比如

图 6所示。从图中可见，当前缘边条长度为 15%展高

时，边条长度为 20%和 28%弦长时性能基本相似，都

可有效改善，说明在此展高下，长度改变所带来的性

能变化并不明显。当前缘边条高度为 10%展高时，边

图 3 前缘边条改型（LESB2）

（a）气流角展向分布

（b）总压展向分布 （c）总温展向分布

图 4 进口气流参数

（a）边条长度为弦长 28%、
不同高度

（b）边条长度为弦长 20%、
不同高度

图 5 设计攻角下相同长度、不同高度边条造型性能对比

（a）边条高度为 15%展高、
不同长度

（b）边条高度为 10%展高、
不同长度

图 6 设计攻角下相同高度、不同长度边条造型性能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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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长度为 20%弦长性能较佳，而边条长度进一步增

加却会减小性能改善幅度。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在设计攻角下，不同边条造

型方案都有减弱损失的趋势，但程度差异明显。与边

条长度相比，边条高度是对性能影响更为显著的参

数。边条高度选择适当，则边条长度影响并不明显；而

边条高度选择不当，虽然边条长度变化性能会有明显

变化，但都无法达到边条高度选择适当时的性能水

平。在设计工况下，采用稍高于附面层厚度的 15%展

高实施边条较佳，且影响区域可达 30%叶高。

为探讨边条造型改善流动的机理，进一步对比分

析其流动结构。但限于篇幅，仅选取典型的 LESB2和

原型进行。下端壁极限流线对比如图 7所示。从图中

端壁极限流线来看，LESB2效果非常明显，基本消除

了端区分离。尾缘下游 15%弦长截面总压损失系数

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原型中，分离集中于角

区，且损失较大；在 LESB2中，端壁虽仍存在较为明

显的横向二次流动，但近吸力边分离区显著移向中

展，且总损失水平显著降低。

吸力面极限流线如图 9所示，通道流线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见，LESB导致流谱产生明显变化：细

尖前缘诱导产生的强前缘涡将端区低能流体卷向叶

中，展向流动交换、迁移加强，推迟了原型在端部角区

的分离，这是上述 LESB大大减小损失的主要原因。

按文献[15]中的方法整理出的气动堵塞沿轴向分布对

比如图 11所示。LESB虽然由于前缘诱导涡而在前缘

附近略微增加了气动堵塞，但随后却使堵塞大大缓

解，这从另一方面解释了 LESB改善性能的原因。

3.2 变攻角下性能对比分析

在设计工况下，通过

性能及流场分析已经揭示

了前缘边条设计的有效

性，但设计参数的不同所

带来的效果也有较大差

别。考虑到实际叶栅常常

在变工况下工作，就需要

考察不同前缘边条在变攻

角下对其性能影响。

3.2.1 +5毅攻角下的影响
+5毅攻角下相同长度、不同高度边条造型性能对

比如图 12所示。从图中可见，当边条长度为 28%弦

长、边条高度为 15%展高时性能仍较佳，这与设计工

况下边条设计参数的选取趋势类似。但与设计工况下

不同的是，除 LESB2外其他方案虽然在 20%叶高以

下损失也会减小，但在中间展高部分会有损失明显增

加的区域出现，表明在此攻角下边条参数选取不当会

使叶栅性能恶化。当边条长度为 20%弦长时，3种边

条长度性能类似，在改善了端区近 20%叶高内的流

动的同时明显增加了 20%～50%叶高的损失，这与设

计工况影响趋势也有较大不同。由此可见，对于流动

（a）ORI-BLADE （b）LESB2

图 7 下端壁极限流线对比

（a）ORI-BLADE （b）LESB2

图 8 下游距尾缘 15%弦长位置处总压损失系数（A0-30）

吸力边 压力边 吸力边 压力边

（a）ORI-BLADE （b）LESB2

图 9 吸力面极限流线对比

（a）ORI-BLADE （b）LESB2

图 10 通道内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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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气动堵塞系数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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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峻的正攻角工况，叶栅流场及性能对边条参数

是十分敏感的，必须优化选取。同时相关结果也再一

次表明，边条高度选取略高于附面层厚度值为佳，而

边条长度却应较长为好。

不同方案中沿叶栅轴向不同位置的气动堵塞系

数分布对比如图 13所示。从图中可见其与能量损失

系数的变化趋势一致，较低的气动堵塞伴随着能量损

失的减小，而较高的气动

堵塞意味着能量损失的

增大。除 LESB2设计外，

其他边条造型方案虽然

能改善端区 20%叶高之

下的流动，但是却会将低

能流体过多地输运到中

展区域，使得流道中部的

堵塞加剧，损失增大。

选取了对性能影响好坏不同的 2 种典型方案

LESB2、LESB3（相同边条

长度、不同边条高度）和

原型的对应模拟结果，其

影响截然不同的流动机

理如图 14 所示。LESB3

方案由于边条修型高度

不足，其对角区低能流体的调控能力不强，虽然也使

得近端区高损失区有“瘦身”的趋势并减弱了端区角

区分离，但却不能很好地控制低能流体向中间叶展区

域的迁移，在流向随流发展的过程中，增大了损失，使

得出口区域中展部位的损失也明显增大。而对于

LESB2，先前设计点所显现的效果得到再现，端区角

区分离移向主流区但更为平缓的流出叶栅，端区损失

得以减小，整体改善效果有放大趋势。以总压损失分

布看，在近 40%叶高以内，损失都明显减小，在 40%

～50%叶高内损失仅略有增大。

3.2.2 -5毅攻角下的影响
-5毅攻角带端区扭曲来流条件下不同造型方案能

量损失系数对比如图 15所示。从图中可见，不同造型

方案对展向性能分布的影响趋势与 +5毅攻角时有所
不同。在此工况下，施加前缘边条造型后在整个展高

对性能的影响是同向的，也就是要么都有所改善要么

都有所恶化。而在设计工况下，影响区域主要在 30%

叶高以下；在 +5毅攻角时，近端区损失减小而中展区
域损失增大。从量值上来看，除 LESB2和 LESB6外，

其他方案会明显增大损失。

当前缘边条长度相同，高度仍旧是 15%展高或 /

和 10%展高时性能较佳，

也就是高度值与来流附面

层厚度接近。当前缘边条

高度为较高的 15%和

20%时，边条长度变化影

响较小，性能大体相同。而

当前缘边条高度为较低的

10%时，边条长度变化影

响较大，前缘边条过长会

明显增加气动损失。

-5毅攻角下的性能结果再次表明，边条高度为略
厚于附面层厚度的 15%展高为佳，此时边条长度的

影响不显著，这对狭窄的级间空间应用时极为有利。

4 结论

在前期工作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开展了前缘边条

几何影响和变工况适应性的参数化数值研究，得到的

主要结论如下：

（1）前缘边条的 2个主要设计参数，即高度、长度

存在最佳值：前缘边条高度选用稍高于附面层厚度为

（a）28%弦长 （b）20%弦长

图 12 +5毅攻角下相同长度、不同高度边条造型性能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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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气动堵塞系数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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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而边条长度选取具有不确定性，在多数工况下可

采用较短的边条造型，更利于在级间狭窄空间采用；

在正攻角下需选择较长的前缘边条，在实际应用中应

根据对变工况性能的需要折衷设计。

（2）细尖前缘诱导产生的强前缘涡将端区低能流

体卷向叶中，展向流动交换、迁移加强，推迟了原型在

端部角区的分离，这是 LESB大大减小损失的主要机

理。但边条修型高度若不足，就不能很好地控制角区

低能流体向中间叶展区域迁移，在流向随流发展的过

程中，反而会增大损失，使得出口区域中展部位的损

失明显增大；

（3）本文 LESB2方案（边条高度 15%展高、边条

长度 28%弦长）在 -5毅、0毅、+5毅攻角带端区扭曲来流
下均能改善压气机叶栅性能，表明了前缘边条对端区

流动的有效调控能力及变工况适应性。

LESB是 1项新技术，本文初步开展了主要设计

变量的参数化研究，但对其诸如设计参数的最优化选

取、不同类型叶轮机的适用性 /工程应用准则等仍需

后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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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热分析边界条件处理方法

苏 壮，李国权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航空发动机动力传输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沈阳 110015）

航空发动机
Aeroengine

摘要：为了提高航空发动机主推力球轴承热分析的计算精度，对轴承的摩擦发热和对流换热边界条件进行了分类及研究。应

用 ANSYS有限元分析软件，采用将摩擦热按体积生热率处理和将摩擦热按热流密度处理的 2种不同方式，对边界条件进行了加载，

分别对试验器状态的发动机主轴承进行了热分析计算，并与试验测量结果进行了对比。计算结果表明：采用表面效应单元加载热流

密度的方式得到的轴承温度分布更理想，内部热点温度更集中，热点温度比按体积生热率加载的高。2种边界条件处理方法均已应

用到航空发动机润滑系统热分析中，提高了航空发动机润滑系统热分析的准确性。

关键词：主轴承；热分析；边界条件；摩擦发热；对流换热；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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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hermoanalysis calculation accuracy of the aeroengine main thrust ball bearing, the friction heat and
convection heat transfer boundary condition of the aeroengine main bearing were classified and researched. By using ANSYS, two different
methods were applied in managing the frictional heat with volumetric heat generation rate and with the heat flux袁those two boundary
conditions were loaded onto the main bearing. The results of calculation indicate that the bearing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which obtained
by loading heat flux on the surface effect element is better, the internal hot spots of temperature is more concentrate, and the temperature of
internal hot spots is higher than that with loading heat generation on volume. Two methods were applied in the thermoanalysis of the
aeroengine lubrication system, and the thermoanalysis accuracy of the aeroengine lubrication system was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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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滑油系统是航空发动机的重要组成部分[1]，而热

分析是航空发动机滑油系统设计的基础[2]。通过滑油

系统热分析计算，可以初步确定发动机滑油系统在整

个飞行包线内滑油的温度水平、主轴承的工作温度及

轴承腔温度场，并最终确定系统循环量、系统冷却方

案及轴承腔的冷却隔热措施[3]。对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

热分析是滑油系统热分析中的重要环节，轴承腔内由

轴承旋转产生的摩擦热以及密封装置的摩擦热是主要

的生热热源[4]，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是滑油系统进行冷却

和润滑的关键部件，由于主轴承自身的发热量较高，其

换热边界条件的准确确定和加载决定了主轴承热分析

的精度。准确计算主轴承的工作温度对提高滑油系统

热分析精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工程价值。

本文对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边界条件进行了分

类及研究。

1 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热分析概述

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热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

（1）轴承内部生热的计算。轴承内部的生热主要

由摩擦热引起，需要计算由摩擦力矩引起的摩擦热的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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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轴承内部生热在各元件间的分配。根据摩擦

热产生的方式，对摩擦热的分配进行如下假设：由载

荷引起的摩擦热都在接触区处产生；除载荷外其它因

素产生的摩擦热都在滚动体表面处产生(不包括接触

区)。

（3）轴承元件表面及与相邻零件接触面间的换热

计算。通过分析轴承元件周围的换热状态，确定采用

何种换热准则及经验公式，然后再将其加载到所建立

的轴承模型中。

（4）建立包括所有未知温度元件(节点)或零件的

热平衡方程组，对方程组求解，确定元件或节点的温

度值。目前大多借助商业软件来建模和离散化，生成

各节点间的方程组，并求解计算，最终得到节点温度

及温度分布云图。

2 主轴承热边界条件分析

本文对在试验器上进行试验的主推力球轴进行

分析，试验测量数据可以对本文的计算方法进行验

证。试验器主要组成部分如图 1所示，被试轴承内圈

装在简支的主轴上；外圈安装在主体部件座套上，径

向和轴向负荷通过液压活塞作用在该座套上，测量轴

承外圈温度的热电偶也通过该座套引出。在试验器运

转过程中通过自身发热实现对滑油加温，通过调节散

热器供水阀实施温度控制。试验器的环境温度为 20

℃，试验器的轴承供油温度为 70 ℃，在试验过程中

记录轴承的转速、载荷和外圈温度。

轴承是 1个高速的回转体，轴承的温度场沿周向

均匀分布，即轴承温度轴对称分布，因此可将 3维问

题简化为 2维问题[5-6]。

建立主轴承的几何模型，根据轴承的工作状态分

析轴承各元件周围的边界条件，轴承外部的热边界条

件分布如图 2所示。其中 ha为气侧边界，温度为 20℃；

ho为油侧边界，温度为 70℃；q=0，为绝热边界。气侧和

油侧边界皆为对流换热，认

为零件接触面间贴合良好，

可忽略接触热阻。

轴承的内热源为轴承

的摩擦生热，由轴承的摩

擦力矩产生。目前国内关

于外轴承发热量计算的很

多方法经过了试验验证。

西北工业大学的刘志全等[7]研究了航空发动机高速滚

动轴承热分析中所涉及的几个方面：滚动轴承功率损

失的计算模型及几种国内外采用的计算轴承功率损

失的公式；滚动轴承的传热计算模型，分析了轴承热

计算时所需要的主要换热准则，并对不同的换热准则

进行了比较。

浙江大学的蒋兴奇等[8]用热网络法对高速精密角

接触球轴承进行了稳态的热分析，分析了轴承内部生

热及热量在轴承内外圈的分配，计算了轴承稳态 1维

温度分布，得到了轴承内部生热与摩擦力矩、载荷、转

子自旋有关的结论；还对主轴承的赫兹接触、主轴承

的运动和摩擦力矩、主轴承的摩擦热和热阻特性、主

轴承的运转特性和温度分布等进行了深入研究。美国

的 Tedric A. Harris[9]研究了滚动轴承的摩擦生热和热

传导状况，并对轴承热分析的热网络法进行了研究。

蒋兴奇对轴承摩擦热的分析较为全面，本文采用

文献[7]中的公式计算轴承的摩擦热

Qc=Mf×棕 （1）

式中：Qc为轴承总摩擦热；Mf为总摩擦力矩；棕为角
速度。

Mf=Ml+Mv+Ms+Me （2）

式中：Ml为由载荷引起的力矩；Mv为黏性摩擦力矩；
Ms为轴承自转摩擦力矩；Me为滚珠与保持架间的摩
擦力矩。

根据 Burton和 Steph[10]建议，滚动轴承的接触摩

擦生热一半进入球，另一半进入套圈。由于轴承接触

区的摩擦生热主要由载荷引起，把由载荷引起的 Ml
所产生的热量加载到滚珠和内外圈的接触区上，并平

均分配到接触区上。把由 Mv、Ms、Me所产生的热量加
到钢球表面上。

4 轴承边界条件分类及处理

轴承内部的边界条件大部分都是对流换热，也就

图 1 轴承试验器原理

图 2 轴承外部热分析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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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 3类边界条件，但摩擦热需要单独考虑。考虑到

后续有限元模型的加载的可操作性，摩擦热可以通过

2种方式来实现。

1种是将摩擦热处理成体积生热率，即导热微分

方程中的椎觶 v为单位体积的发热功率[11]

籽c 坠t坠子 = 坠坠x 姿 坠t坠x + 坠坠y 姿 坠t坠y + 坠坠z 姿 坠t坠z +椎觶 v （3）

另 1种是将摩擦热以热流密度的方式加载到模

型表面，也就是加载第 3类边界条件的同时，再加载

1个第 2类边界条件，这时模型边界处为

-姿 坠t坠n |w=h（tw-tf）+qw （4）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轴承内部的对流换热进行了

研究。美国 Tedric A. Harris[9]应用提出的计算公式为

h=0.332kPr1/3 u
淄x

0.5

（5）

式中：x为特征长度，可以为节圆直径或沟道直径；u
为冷却表面和润滑油之间的相对运动速度，对于球表

面与润滑油之间的强迫对流换热，u取保持架的表面
速度，对于内外圈沟道表面与润滑油之间的强迫对

流，u取保持架表面速度的 1/3；淄为润滑油的运动黏
度。Harris的这种处理方法是 1种比较粗糙的近似方

法，以流体层流假设为前提。

西北工业大学的李健等[12]采用式（6）、（7）对轴承

处的对流换热进行计算。该方法与 Harris的方法的不

同之处为其对于层流与湍流进行了区分。式中针对不

同的换热面采用不同的尺寸 L、雷诺数 Re 和普朗特
数 Pr。

琢=0.332 k
L Pr1/3 Re1/2

（6）

层流时，Re<5×105。

琢=（0.037Re0.8
-850）k

L Pr1/3
（7）

湍流时 5×105≤Re<107。

文献[13]给出了目前采用较多的航空发动机主轴

承内部的对流换热计算方法

琢=0.0986 n
v 1- d0 cos 茁

Dm

1
2

KPr

1
3

（8）

式中：d0为滚动体直径；茁为接触角；n为转速；Dm为

轴承节圆直径。

对比式（5）～（8），由于式（8）中的结构参数完全

针对轴承，更适合发动机主轴承的计算，所以选用式

（8）计算轴承内部的对流换热系数。

5 主轴承热边界条件的加载方式

在 ANSYS热分析中，提供了 6种热载荷（温度、

热流率、对流、热流密度、生热率和热辐射率），可以施

加在实体模型或单元模型上，对于单独的对流换热边

界可以直接加载到模型上。对于既有对流换热又有摩

擦热的边界处理起来就比较复杂，而轴承中滚动体与

内外圈接触区处既有强迫对流换热又有摩擦热。为

此，本文分别采用 2种方式对滚动体与内外圈接触区

的边界进行加载并计算。

5.1 摩擦热按体积生热率的方式加载

将轴承总摩擦热 Qc按

照式（3）中的椎觶 v 来处理，根
据赫兹接触计算，考虑体积

生热率的加载方式，将轴承

内部模型按接触区的大小

进行细化，如图 3所示。在

4个区域 q1、q2、q3、q4上分别

加载轴承总摩擦热 Qc 中
1/4的 Ml所产生的热量，在

q5所示区域加载轴承总摩

擦热 Qc 中由 Mv、Ms、Me 所

产生的热量。计算出上述摩

擦热后，分别除以相应区域

的体积，得到其体积生热率

的结果（见表 1），最后将对

流换热边界正常加载到模

型外表面。

根据文献[14]采用的赫

兹计算结果对轴承进行轴

对称建模，划分网格后的有

限元模型如图 4所示。

5.2 摩擦热按热流密度的方式加载

根据式（4），将摩擦热中热流密度 qw与对流换热

同时加载。热流密度是 1种面载荷，表示通过单位面

积的热流率，又称为热通量（Heat Flux），W/m2。通过单

位面积的热流率已知时，可在模型相应的外表面施加

热流密度。若输入值为正，表示热流流入单元；反之，

则表示热流流出单元。它可以施加在有限元模型的节

点及单元上，也可以施加在实体模型的线段和面上。

图 3 按生热率加载时轴承

内部边界

q1

3.46

q2

4.98

q3

3.39

q4

4.91

q5

1.47

表 1 各发热区域的体积生热

G W/m3

图 4 轴承有限元模型

q3

q1

q5

ho3

ho4

ho2

q5

q2

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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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流密度与对流可以施加在同一外表面，但 ANSYS

将读取最后施加的面载荷进行计算[15]。为此，需要使

用 ANSYS 中的表面效应单元 SURF151 来施加 2 种

以上的边界条件。即在表面效应单元 SURF151上施

加热流密度，而实体上相同位置的对流换热载荷则直

接施加在实体单元上，这就实现了在模型的相同位置

同时施加 2种载荷。

针对热流密度载荷的施加，将轴承内部的边界条

件进行了细分，如图 5所示。将热流密度 H f1、H f2施加

到滚动体与外圈接触区上，H f3、H f4施加到滚动体与内

圈接触区上，为 1/4的 Ml所产生的热量除以相应接

触区的面积；将热流密度

Hf5 施加到滚动体上除去

接触区的面积上，由 Mv、

Ms、Me所产生的热量除以

相应滚动体外表面的面积

得到。其热流密度的结果

见表 2，把其余对流换热

边界正常加载到模型外表

面上。

2种计算方法的轴承所承受的对流换热边界相

同，均按式（8）进行计算，其余边界采用传热学的相应

换热准则计算得到对流换热边界条件结果，见表 3。

6 计算结果分析

6.1 摩擦热按体积生热率的方式加载

应用 ANSYS将对流换热和体积生热率施加到模

型上后进行计算，得到轴承在稳态下的温度分布，如

图 6所示。为了更好地观察轴承内外圈处的温度分

布，显示滚动体隐藏后的结果，如图 7所示。在轴承的

模型上选取了相同位置的对比点，与试验测量的测试

点温度进行对比，对比点如图 8所示。

计算得到与实际试

验测量对比点 1 的温度

分别为121.9、123 ℃。计

算得到与实际试验测量

对比点 2 的温度分别为

119.2、120 ℃。计算结果

与试验结果比较接近，证

明该加载方式可行。

同样选取如图 8所示的对比点进行对比，计算得

到的对比点 1、2的温度分别为 122.2、114.9 ℃。可见

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也比较接近，再次证明该加载方

式的可行性。

6.2 摩擦热按热流密度的方式加载

将热流密度和对流换热共同加载到模型上后，计

算得到轴承的稳态温度分布如图 9所示，滚动体隐藏

后的结果如图 10所示。

从 2种加载方式计算得到的结果来看，热流密度

加载方式得到的轴承滚动体接触区的热点温度比另

1种计算方法的高。采用体积生热率加载方式得到的

图 5 按热流密度加载时

轴承内部边界

Hf1

0.718
Hf2

0.718
Hf3

1.050
Hf4

1.050
Hf5

0.284

表 2 加载到各表面效应单元上的热流密度 105 W/m3

ha1

59.37

ha2

155

ha3

165.87

ha4

196.51

ha5

215.13

ha6

174.57

ha7

196.06

ha8

216.96

ha9

4.54

ha10

4.46

ha11

4.38

ha12

4.65

ha13

4.7

ha14

4.75

ha15

4.81

ha16

4.87

ha17

4.75

ha18

4.95

ho1

1763.7

ho2

3582.15

ho3

2558.68

ho4

1535.20

表 3 热分析边界条件结果 W/（m2·K）

图 6 按生热率加载时轴承

温度

图 7 按生热率加载时轴承

温度（隐藏滚动体）

图 8 试验器状态轴承模型

对比点

图 9 按热流密度加载时

轴承温度

图 10 按热流密度加载时

轴承温度（隐藏滚动体）

H f2

H f5H f1

Hf3

Hf4

57.905
70.997

84.089 97.181 110.274123.366136.458149.551 162.643175.735
℃

57.905
69.517

81.129 92.741 104.353115.965127.577139.189 150.801162.413
℃

对比点 2

对比点 1

56.335
72.892

89.449 106.006122.563139.121155.678172.235 188.792205.35
℃

56.335
69.443

82.551 95.66 108.768121.877134.985148.094 161.202174.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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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滚动体温度则比较平均，采用热流密度加载方式

计算的轴承热点温度分布更理想。但将滚动体隐藏后，

可见采用 2种方法得到的轴承内外圈的热点温度位置

及温度分布都比较接近实际轴承温度的假设。并且，采

用 2种计算方法得到的结果与试验测点的温度比较接

近，可以验证 2种边界条件加载方式的正确性。

目前，已将上述 2种边界条件的加载方式应用到

航空发动机轴承腔热分析及润滑系统热分析中。应用

体积生热率加载方式计算的航空发动机轴承腔热分

析温度分布结果如图 11所示；应用热流密度加载方

式计算的航空发动机轴承腔热分析温度分布结果如

图 12所示。2种边界条件的加载方式都取得了较好

的计算结果，丰富了润滑系统热分析的手段。

7 结论

通过对航空发动机主轴承内部边界条件的研究，

及 2种边界条件加载方式的计算，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1）在轴承内部边界条件中，可以将第 2、3类边

界条件复合在一起处理。

（2）可以通过体积生热率将摩擦生热加载到同时

具有对流换热的轴承边界上，实现 ANSYS热分析中

2种不同类型边界条件的加载。

（3）在 ANSYS热分析中，可以用表面效应单元实

现热流密和对流换热同时加载到轴承内部边界上。

（4）采用表面效应单元的加载方式得到的轴承温

度分布更理想，内部热点温度更集中，热点温度比按

体积生热率加载的高。

2种边界条件加载方式均经过试验对比，可以将

其应用到航空发动机轴承腔及润滑系统热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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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某航空发动机轴承腔

热分析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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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ompact RIO/FPGA的超高速控制器

快速原型设计与试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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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主动控制技术对高频响控制需求，提出了基于 Compact RIO/FPGA的超高速控制器快速原型设计方法，

构建了其硬件平台；基于 LabVIEW软件平台，设计了控制算法程序和 I/O接口驱动程序。针对基于模拟计算机搭建的带宽为 311 Hz

的快速响应 2阶系统对象模型，开展了控制步长为 20 滋s的实物在回路超高速闭环控制试验研究，验证了快速原型控制器的有效
性。结果表明：基于 Compact RIO/FPGA的超高速控制器快速原型可以较好地满足航空发动机主动控制的高频响控制需求。

关键词：主动控制；Compact RIO/FPGA；快速控制器原型；实物在回路；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5.03.015

Design and Experimental Study on an Ultra-high Speed Rapid Control Prototype Based
on Compact RIO/FPGA

ZHANG Tian-hong1袁 YIN Bin-bin1袁2袁 ZHANG Xin1袁2

渊1. Jiang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erospace Power Systems袁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Nanjing 210016袁
China; 2. AVIC Aviation Motor Control System Institution袁 Wuxi Jiangsu 214063袁 China冤

Abstract: Aiming at the high frequency control requirements for the active control technology of aeroengines袁 the design method of an
ultra-high speed rapid control prototype based on compact RIO/FPGA was proposed. The hardware platform of the rapid control prototype
was built. The control algorithm and the I/O interface driver programs were designed by using LabVIEW. A second order system model with
the bandwidth of 311 Hz which was developed by an analog circuit was taken as a quick response control object袁 and the ultra-high speed
closed-loop control of 20 microseconds control step was carried out in the hardware in the loop(HIL) test袁 which can verify the rapid control
prototype to be effectiv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ltra-high speed rapid control prototype based on compact RIO/FPGA is a good way to
meet the high-frequency control demand of aeroengine active contro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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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航空发动机控制技术的发展，主动控制逐渐

成为减小裕度、提高性能的重要控制技术之一[1]。实现

主动控制的必要条件是采用高频响的电动执行机构。

这些执行机构的频响（带宽约数十 Hz）比传统的燃油

或进口导流叶片（IGV）执行机构的要高 1 个数量级

（带宽约数百 Hz），比如 1种用于主动稳定控制的执

行机构带宽高达 500 Hz [2-3]。基于高频响执行机构的

主动控制要求控制器具有快速处理能力，迫切需要开

发 1种超高速控制器[4]。

基于处理器的传统控制系统在程序控制下依次

进行信号采集、算法计算、逻辑处理和控制输出，该程

序控制的串行操作过程必然会限制控制循环速率的

提高。通常，基于处理器的控制系统循环速率抖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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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100 滋s，很难满足主动控制中对高频响执行机构

的超高速控制需求。而 FPGA是实现超高速控制的理

想平台，受益于 FPGA的并行工作机制，算法计算和逻

辑处理可以直接由硬件并行实现，避免了程序控制的

顺序操作过程。FPGA有着并行、高效、稳定可靠等优

势，擅长处理超高速逻辑运算和精确计时控制任务[5-6]。

但是，传统的 FPGA开发需要采用专门的硬件编程语

言（HDL），开发周期长且难度较大。

快速控制原型（Rapid Control Prototype，RCP）是

在 1种先进的开发平台下，快速构建控制器的硬件，

并开发控制代码，实现对控制算法的测试。在设计初期

发现潜在错误，逐步完成原型到目标产品控制器的转

换，从而提高控制系统的开发效率、降低研究成本[7-8]。

本文基于 RCP 思想提出了 1 种基于 Compact

RIO/FPGA的超高速控制器快速原型设计方法，并开

展了针对高频响控制对象的硬件在环仿真试验，验证

了超高速控制器快速原型的有效性。

1 快速原型控制器硬件平台构建

利用 NI Compact RIO 9074实时控制器机箱，构

建了超高速快速原型控制器硬件平台，如图 1所示。

该平台主要由实时控制器、可重配置的 FPGA以

及工业级 I/O 模块组成。NI 9074 将实时处理器和

FPGA集成于同一机箱，即在同一底板上集成了 400

MHz 的 PowerPC处理器 MPC5200B和 200万门电路

的 XILINX Spartan-3 FPGA芯片。PowerPC处理器与

FPGA之间通过 PCI总线进行实时数据交换。实时控

制器的软件基于 VxWorks实时操作系统，用于和上

位机的实时通信、CompactRIO的组件管理以及复杂

逻辑和浮点算法处理。FPGA则实现并行控制算法执

行和 I/O接口信号控制。

NI 9074 提供了丰富的 FPGA 硬件资源，在 40

MHz的时钟源下可以实现最快达到 25 ns的控制循

环速率，时钟抖动仅为 250 ps。FPGA本质上是并行

工作机制，各功能模块以并行的方式执行，即不同的

功能模块不会竞争相同的资源。当增加额外的处理功

能时，不会影响原有功能的运行速度，把影响并行执

行和硬件可靠性的因素降到了最低，带来高确定性和

可靠性[9-10]。因此，通过 Compact RIO/FPGA可以实现

高的速率、精度和可靠的控制任务。

在 I/O 模块配置方面，采用 cRIO 9205 AI 和

cRIO 9263 AO模块，分别用于电压信号采集和输出。

NI 9205具有 32路单端或 16路差分模拟输入，16位

分辨率和 250 kS/s的最高采样率，每条通道具有±

200 mV、±1 V、±5 V和±10 V的可编程输入范围。

NI 9263具有 16路 16位分辨率的模拟输出，电压量

程为±10 V。

2 快速原型控制器程序设计

基于 Compact RIO的快速原型控制器软件开发

需要借助于 LabVIEW 开 发环境以及 相应的

LabVIEW Real-Time（RT）和 FPGA模块。LabVIEW软

件提供图形化编程环境，实现快速原型控制器的程序

设计、编写与部署。RT和 FPGA模块分别用于开发

VxWorks实时操作系统下的实时程序和 FPGA 的硬

件码流。

LabVIEW一般用于开发运行于 Windows等桌面

操作系统上的应用程序，而 LabVIEW RT模块则提

供了在特定嵌入式硬件设备（如 CompactRIO）上开发

基于实时操作系统 VxWorks的应用软件。LabVIEW

FPGA模块可实现在普通的 PC机上对 FPGA芯片的

图形化开发。LabVIEW的图形化编程方式可以大大

减少在 VHDL学习上所花费的精力，从而可以专注

于算法逻辑设计和测试验证；同时 LabVIEW是 1种

并行结构的编程语言，非常适合于执行 FPGA的并行

结构设计同步或异步的并行任务[11]。

CompactRIO的程序开发主要分为 RT实时端程

序和 FPGA 端控制程序 2部分。快速原型控制器的

RT端实时程序如图 2所示。该程序主要负责参数初

始化、PID控制参数设置以及实时数据显示。RT端的

程序运行于 VxWorks操作系统中，用于执行对运行

速度和实时性要求不高的任务。

快速原型控制器的 FPGA端程序主要用于实现

PID控制算法、设定控制步长以及管理 I/O端口信号

图 1 超高速快速原型控制器硬件平台

信号
采集

信号
输出

实时控制器

PCI总线

NI9074
FPGA芯片

AI9205

AO9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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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输出，以实现超高速的控制循环和 I/O端口控

制，如图 3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40 MHz的时钟源驱

动下，通过设置 PID Loop Rate（Ticks）参数可以更改

控制步长。同时程序是并行运行的，例如在计算比例

项的同时也进行着微分项以及积分项的运算。程序的

并行化运行特点给控制器带来了更快的运行效率。在

LabView环境下将 FPGA端程序编译为 FPGA码流文

件，并下载到 CRIO的 Flash中，CRIO上电时自动加

载到 FPGA芯片上。

3 控制器实物在回路控制试验

3.1 建立高频响被控对象模型

为了验证所设计快速原型控制器的有效性，需要

开展控制器实物在回路闭环控制试验。参考主动控制

执行机构的高频响特性，采用模拟计算机建立 1个 2

阶系统模型作为控制对象。实际上，很多高阶系统的

特性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用 2阶系统来表征，例如航

空发动机压气机主动稳定性控制用的高频响电动执

行机构就可以看成是 2阶系统[12]。

2阶系统的通用数学模型为

G（s）=
棕n

2

s2+2灼棕ns+棕n

2 （1）

式中：棕n为无阻尼自然振荡频率；灼为相对阻尼系数[13]。

运用模拟计算机搭建的 2 阶系统参数为：

棕n=1191rad/s，灼=0.11，折合频率带宽为 fb=311Hz，其传

递函数为

G（s）= 17.05伊10-7 s2+1.9伊10-4 s+1 （2）

3.2 控制试验

根据如图 1所示的结构搭建快速原型控制器，控

制对象的输入 /输出分别与快速原型控制器的信号

输出和采集端口连接，从而构成控制器实物在回路仿

真试验系统。

首先测试控制对象的特性，其开环阶跃响应测试

曲线如图 4所示，该对象呈现 1种典型的 2阶欠阻尼

快速响应特性。

设定控制步长为 20 滋s，采用 PID控制算法并设

置适当的 PID参数，得到闭环阶跃响应曲线，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快速原型控制器能够快速、稳定地

将输出电压调节到期望值。

合理的控制步长是保证控制效果的关键。如果控

制步长太小，相邻 2个采样点之间信号变化不大，控

制量差异也不大，频繁的控制计算导致效率低下；反

之，较大的控制步长则不能及时获取采样值并产生及

时的控制作用，导致调节速度变慢，甚至失控。

考虑到系统动态特性一般采用带宽频率 fb表征[14]，

可以选择控制频率 fs=10fb，即

fs=311×10=3110 Hz （3）

控制步长达到了 1/3110 s，即 321 滋s。但这仅仅

考虑了对系统的动态性能要求。在实际选择中还需要

根据系统的工作环境、各种可能干扰以及系统延时等

因素对控制速率进行修正[15]。

本文分别选择控制步长 100、200、500 滋s进行实

物在回路闭环控制试验，得到的阶跃响应曲线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控制步长的增大，系统的响应

变慢，控制量和被控制量的波动变大，最终通过调节

PID参数已经不能实现对被控量的稳定控制。结果表

明，对于频响较高的被控对象，需要更快的控制速率

才能够实现对被控对象的稳定可靠控制。因此，选择

图 3 快速原型控制器的 FPGA端程序

图 2 快速原型控制器的 RT端实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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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的控制步长对于保证

系统响应、提升系统性能

是非常关键的。

4 结束语

本文基于 Compact RIO/ FPGA设计了超高速控

制器快速原型，用于航空发动机高频响执行机构的主

动控制试验研究。以带宽达 311 Hz的高频响 2阶系

统作为控制对象开展了实物在回路闭环控制试验，验

证了所设计快速原型控制器的超高速控制能力。另

外，分析了不同控制步长对控制效果的影响，得出采

用超高速微小控制步长是非常必要的结论。

NI Compact RIO为超高速控制器快速原型设计

提供了 1个高效、快捷的途径，可以满足航空发动机

主动控制的高频响控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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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弧形榫连结构低周疲劳试验设计与寿命预测

张 照 1，王延荣 2

（1.解放军 95937部队，辽宁阜新 123100；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为了研究大涵道比涡轮风扇发动机宽弦风扇叶片中采用的圆弧形燕尾榫连结构的低循环疲劳寿命，设计了 1种双榫头

的低循环疲劳试件及夹具，该试件具有可以避免试件上打孔、所受载荷单一、节省试验时间等优点。利用通用软件 ANSYS对试件及

夹具进行了 3维接触应力分析，得到了试件及夹具上的应力分布规律，证明了该试件设计的可行性与合理性。考虑多轴应力对寿命

的影响，对试件进行了弹塑性分析，用 4种方法预测了试件的疲劳寿命并与初步的试验结果进行了比较，给出了 4种预测方法的相

对误差。结果表明：Neuber法和等效应变法应用较方便且预测结果均在可接受范围内。

关键词：圆弧形燕尾榫连结构；低周疲劳试验；3维接触分析；疲劳寿命；宽弦风扇叶片；涡轮风扇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5.03.016

Low Cycle Fatigue Test Design and Life Prediction for Arc-dovetail Components
ZHANG Zhao1袁WANG Yan-rong2

渊1.PLA 95937袁Fuxin Liaoning 123100曰2.School of Jet Propulsion袁 Beihang University袁 Beijing 100191袁 China冤
Abstract: A new specimen and fixture of the low cycle fatigue test for the arc-dovetail components was devised. The arc-dovetail

components were used in the fan blades of the high bypass ratio aircraft engine. Using the new specimen can avoid drilling holes on them
and avoid the specimen working under single loa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pecimen can save the test time as well. The three-dimensional
stress analysis of the specimen was analyzed by using the software ANSYS, distribution rule of the specimen and the fixture on the stress
were received.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e design was feasible and reasonable. The elastic-plastic of the specimen was
analyzed, and the multi-axial fatigue life was estimated using four methods. The estimated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test results and
the relative error was give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Neuber method and the equivalent stain method are convenient and reasonable.

Key words: arc-dovetail components; low cycle fatigue test; three-dimensional contact analysis; fatigue life; wide chord fan blade;
turbofan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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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风扇叶片多采用燕尾型榫连结构。其

中，平直型燕尾榫连结构应用较多，而圆弧形燕尾榫

连结构的研究和设计还处于摸索阶段，缺乏相应的计

算和试验数据。圆弧形燕尾榫头是将榫头上端面外形

做成与叶根型面外形一致，同时轮盘上榫槽也做成圆

弧形。这种圆弧形榫连结构有以下优点：减小轮盘的

直径，风扇的轮毂比可以取较小值；在相同的空气流

量下，风扇的直径相对较小；比平直型榫头有更好的

强度[1]，特别适用于宽弦风扇叶片。

本文针对圆弧形榫连结构设计了 1种双榫头试

件，通过有限元计算给出了试件的应力分布规律并预

测了其疲劳寿命，为该结构的试验研究和设计奠定了

基础。

1 试件及夹具的设计

目前燕尾型榫连结构的疲劳试验都是针对平直

型燕尾榫连结构，多数采用平板试件（如图 1所示）进

行，这种试件不能反映出

圆弧形榫连结构榫头轴向

圆弧的影响，因此要设计

出 1种 3维的圆弧形榫头

试件进行试验，较准确的 图 1 燕尾型榫头平板型试件

mailto:E-mail:zhagzhao@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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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真实工况。

公开文献中关于圆弧形榫连结构的研究较少，因

此圆弧形榫头试件设计只能参考平直型榫头以及一

些文献中的计算结果[2-3]。低循环疲劳试验采用拉拉的

加载方式，因此试件的设计既要能模拟榫头工作状况

还要便于施加拉拉载荷并且尽量避免产生其他附加

载荷。基于上述考虑，本文设计了 1种双榫头的试件

来进行圆弧形榫连结构的低循环疲劳试验。

双榫头试件

及夹具的组装模

型如图 2所示。

这种双榫头

的试验模型主要

优点如下：

（1）采用双榫

头设计避免了加

载时在试件的假

叶身上打孔，避免

了假叶身因打孔

产生应力集中先

被破坏，造成试验

失败。

（2）上下夹具

采用不同方向的

销钉与耳片相连，

2 个销钉能起到

“万向节”的作用，

可以保证在拉拉

加载时在榫头上不产生附加弯矩，从而保证试件能在

纯拉拉的载荷下进行疲劳试验。

（3）双榫头的 2个试件在相同试验条件下完成，

有利于进行对比分析。

由于试验关注的是试件榫头的疲劳寿命，不希望

夹具在试验过程中先被破坏，为了保证试验模型能够

符合要求，首先对其进行应力分析。

2 试件及夹具的应力分析

2.1 有限元模型

由于模型上下 2部分除了销钉的方向不同，其余

均相同，为了减小计算的规模，取一半进行计算。首先

在 UG中建立试件和夹具的实体模型，然后将其导入

ANASYS 中进行网格划

分，榫头与榫槽的接触区

域以及榫槽的倒角处是应

力比较集中的地方也是重

点关注的区域，因此该区

域网格进行了细分，有限

元模型如图 3所示。

计算中采用 solid45

单元进行模拟，试件与夹

具、销钉与夹具、销钉与耳

片之间都用 contact174 与

target170 单元建立接触

对，在试件的顶端施加

213 MPa的拉伸载荷，耳

片底面位移全约束，试件

与夹具的材料均为 TC4

合金[4]。

2.2 结果与分析

试件与夹具拉伸方向的应力分布如图 4、5所示。

从图中可见，试件上最大拉应力和最大压应力分布在

接触面的两端，夹具的最大压应力分布在接触面上，

最大拉应力分布在榫槽底端的倒角处，且榫槽叶盆方

向中部的拉应力也比较大。

耳片

夹具

夹具

试件

耳片

销钉

销钉

图 2 双榫头试件及夹具模型

图 3 圆弧形燕尾型榫头试件

及夹具有限元模型

图 4 试件拉伸方向应力分布

图 5 夹具拉伸方向应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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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件、夹具、销钉、耳片上拉伸方向的最大压应力

和最大拉应力以及最大的第 1主应力和最大的等效

应力见表 1。从表中可见，试件上的最大应力值都比

夹具及销钉和耳片上的值大，这样可以避免在试验中

因夹具先被破坏而造成试验失败，说明设计的试件模

型可行。

3 圆弧形燕尾榫头试件疲劳寿命预测

3.1 多轴低循环疲劳寿命预测模型

圆弧形榫头接触面上的受力状况比较复杂，处于

多轴应力状态。多轴疲劳理论一般可分为基于等效应

力应变、临界面和能量的 3种方法。等效应力准则和

等效应变准则形式简单但缺乏合理的物理解释；临界

面应力准则和临界面应变准则具有合理的物理解释，

已得到普遍认同，但是临界面的确定比较困难；能量

准则中的能量为标量，在工程中很难应用[5]。

3.1.1 等效应变方法

Von mises 等效应变模型是将单轴的 Manson-

coffin寿命模型应用到多轴低循环疲劳中 [6]，把 Von

Mises等效应变范围 作为疲劳损伤参数来考虑多轴

的影响，其寿命计算模型为

驻着q /2=着'f（2Nf）c+ 滓'f
E（2Nf）b （1）

所受的载荷多为非对称载荷，所以一般用带平均

应力修正的 Manson-coffin公式来进行寿命预测，其

计算模型为

驻着q /2=着'f（2Nf）c+（滓'f-滓m）
E （2Nf）b （2）

式中：驻着q为等效应变范围；滓m为平均应力。

3.1.2 Neuber方法

因计算量大、计算效率低、材料的循环应力应变

曲线不易获得等，在工程实际中通过弹塑性计算获得

结构局部应力应变有时会比较困难，而且在包含非线

性的弹塑性计算中往往存在较大误差。结构的局部应

力应变除了可通过有限元弹塑性计算获得，也可在弹

性计算的基础上通过 Neuber法计算获得，然后再通

过寿命预测公式进行寿命预测 [7]。式（3）、（4）就是

Neuber公式和修正后的 Neuber公式。

着=滓E + 滓
K'

1
n'

（3）

驻着= 驻滓E +2 驻滓2K'

1
n'

（4）

c=滓着=驻滓驻着 （5）

首先对结构进行弹性计算，然后通过式（5）得到

Neuber常数。考虑多轴应力的影响，式（5）中的应力

应变用 Von-mises等效应力应变，式（3）、（4）联合迭

代求解可得到结构的局部应力应变，然后应用式（6）

的 SWT寿命预测公式便可预测出结构的疲劳寿命。

滓max驻着t /2=（滓'f）2

E （2Nf）2b+滓'f着'f（2Nf）b+c （6）

式中：滓max为最大应力；驻着t为应变范围。

3.1.3 临界面方法

Socie[8]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材料的多轴低循

环疲劳失效形式分为拉伸型和剪切型 2种，对于拉伸

型失效的材料，Smith等提出将 SWT模型进行推广，以

最大主应变平面作为临界平面得到如下计算模型[9]

滓max驻着1 /2=（滓'f）2

E （2Nf）2b+滓'f着'f（2Nf）b+c （7）

式中：驻着1为临界面上的最大正应变范围；滓max为临界

平面上的最大法向应力。

对于剪切失效型的材料，Fatemi等将最大剪应变

平面定义为临界平面，认为寿命预测应同时考虑正应

力和剪应变的影响，提出寿命预测模型为[10]

驻酌max

2
（1+k 滓n,max

滓0
）= 子'fG（2Nf）b+酌'f（2Nf）c （8）

式中：驻酌max和 滓n,max为临界面上的最大剪应变范围和

最大法向应力；k 为材料常数。
该模型中的一些材料常数不易获得，带来了应用

上的不便，因此本文采用了下面的临界面模型来估算

试件的寿命。

J.LI等在研究多种材料的多轴低循环疲劳试验

数据的基础上提出了寿命预测模型[11]

[（驻酌max/2）2

3
+（1+ 滓n,max

滓y
）（驻着n

2
）2]

1
2

= 滓'f
E （2Nf）b+着'f（2Nf）c（9）

式中：驻酌max为临界面上最大剪应变范围；驻着n为临界面

上正应变范围；滓n,max为临界平面上的最法向应力；滓y

名称

试件

夹具

销钉

耳片

-893

-719

-261

-373

747

529

48

263

第 1主应力

867

736

343

264

等效应力

916

595

338

369

拉伸方向

表 1 部件各应力最大值 MPa

压应力 拉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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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材料的屈服强度。

该模型与多种材料的试验结果吻合较好，且模型

中的材料参数都可从材料手册中查到，便于应用。

3.2 圆弧形榫头低循环疲劳寿命预测

对试件模型进行了 196 kN 载荷下的弹塑性分

析，其等效应变分布如图 6所示。

由计算结果可知，榫头上等效应力最大点在榫头

两端叶背方向接触面的上端，为了更好地了解榫头等

效应力最大点附近的应力分布状况，在榫头端面上沿

接触面建立局部坐标系，在局部坐标系下提取端面上

节点的应力，其分布如图 7所示。图中横坐标为节点到

接触面上边缘的距离。从图中可见，切向正应力和法

向正应力在接触面的边缘都有较大的应力集中，这与

其他文献中榫连结构接触面上应力分布趋势相同[12]。

等效应力最大点在接触边缘靠近接触面的一端，此点

的法向正应力和切向正应力都为压应力，一般认为裂

纹在压缩载荷作用下会闭合，并认为这对结构的服役

有益，但大量事实和文献资料表明，在循环压缩载荷

作用下，裂纹会从结构的应力集中部位萌生并沿着与

远场载荷垂直的方向扩展[13-14]。此应力最大点处不但

有应力集中而且有很高的应力梯度，这些因素都会促

使裂纹萌生，因此将此处作为危险点来进行榫头疲劳

寿命的估算。

等效应变模型的损伤参数可以从弹塑性计算结果

中直接读出，Neuber法中用到的弹性计算结果在前文

试件的数值模拟过程中已经得到；临界面模型的损伤

参数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得到，从弹塑性计算结果中读

出危险点的应力应变分量，然后利用坐标变换，以临界

面上法线与 x轴的夹角为 兹和 z轴的夹角为 准，通过编
程得到临界面上的应力应变参数[15]，从而得到临界面模

型的损伤参数。各寿命模型的损伤参数见表 2。

由各疲劳寿命模型计算得到榫头的疲劳寿命，与

第 1个试件的试验结果 83000个循环比较，得到相对

误差，结果见表 3。

从表 3 中可见，与试验结果最接近的是 Neuber

法预测的结果。Neuber法只需对实际结构进行弹性

计算便可得到局部的应力应变参数，进而进行寿命

的预测，估算结果也比较满意。不同的临界平面法

预测的结果差别较大，因为确定实际结构临界面以

及临界面上损伤参数都存在一定困难，临界面法在

实际结构中应用还需进一步研究和发展。等效应变

模型形式简单应用方便，预测结果也在可接受范围

内，可以用来对实际结构进行初步的寿命预测，但

只适用于比例加载。

图 6 试件的等效应变分布

损伤模型

等效应变

Neuber方法

Smith模型

J.Li模型

疲劳损伤参数

驻着q=0.00781

滓m=400.5 MPa

驻着q=0.009154

滓max=939 MPa

驻着1=0.0116

滓max=676.4 MPa

驻酌max=0.0103

驻着n=0.0047

滓n,max=189.2 MPa

临界平面

兹，准/（毅）

36，72

126，45

表 2 各寿命模型的损伤参数

模型

等效应变

Neuber方法

Smith模型

J.Li模型

预测寿命 /循环

118459

69374

251694

50950

相对误差 /%

42.72

16.42

203.24

38.62

表 3 各模型预测结果

0.001018 0.02716 0.004414 0.006112 0.00781
0.169E-03 0.001867 0.003565 0.005263 0.006961

图 7 榫头端面沿接触面节点应力分布

250
200
150
100

5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76543210-1

距离 /mm

法向正应力
切向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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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针对大涵道比涡轮风扇发动机宽弦风扇叶

片中采用的圆弧形榫连结构，设计出 1种新型双榫头

的低循环疲劳试件及夹具。

（1）这种试件能反映出轴向圆弧的影响，避免了

在试件上打孔，试件在试验过程中所受载荷单一，且

能减少试验的次数节省试验的时间和费用。

（2）对试件夹具进行了 3维接触应力分析，得到

了圆弧形榫连结构的应力分布规律，计算结果表明设

计的试件及夹具可满足试验需要。

（3）对试件进行了弹塑性分析，用 4种方法估算

了其疲劳寿命，并与目前得到的第 1件试件的试验结

果进行了比较。得知在实际结构中 Neuber法和等效

应变法应用较方便且预测结果均在可接受范围内。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圆弧形榫连结构的研究和

设计具有实际意义。但目前的寿命预测方法都没能考

虑危险点处较高的应力梯度，目前仅得到 1件试件的

试验结果，还不能得到寿命的统计值，实际结构在多

轴应力状态下的寿命预测方法等，均有待进一步深入

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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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型探针级间堵塞对压气机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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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压气机级间参数测试中叶型探针的堵塞影响，采用试验和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相互检验及校

正，分析了堵塞影响随探头形式与数量变化的关系，以及堵塞影响随来流状态参数变化的规律，明确堵塞效应引起压气机特性变化

的量级。确定了影响压气机特性的主要因素为压气机的流量、压升及叶型探针的堵塞比等参数，并在此基础上得到采用压升修正系

数和流量修正系数修正探针堵塞影响的方法。

关键词：压气机；级间测试；叶型探针；堵塞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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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age Effect of Inter-stage Blade Shaped Gauge on Compressor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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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blockage effect of blade shaped gauge in the inter-stage parameters measurement of the compress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lockage effect and the categories of different sizes and numbers of probes was analyzed and the change rule of
blockage effect on the flow parameters was studied by combining and inter-calibrating the experimental data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s. The compressor characteristics caused blockage influence was quantitatively defined. The main factors including the compressor
flow rate, the pressure increase and the blockage ratio of the blade shaped gauge that affect the compress characteristics were defined. The
methods to correct the blockage effect were obtained by pressure increase and flow rate of compressor correction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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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叶型探针是目前压气机级间流场测量中常用的

测试探针。这种探针借助静子叶片作为支撑元件，在

叶片表面径向布置多个探头，可以测量压气机各级转

子后的压力、温度场，较为准确地反映级间流场气动

参数。与插入式探针相比，叶型探针能够有效地减小

堵塞效应对压气机性能的影响。一般情况下这种影响

可以忽略，但工程实践表明，当叶型探针安装超过一

定数量后，也将引起流道堵塞和流线扭曲，改变压气

机的工况，以致产生测量误差。压气机试验要求气动

参数具有非常高的测量精度，这就需要考虑流道堵塞

带来的影响[1]。对此，国外研究机构在堵塞影响方面开

展了研究工作。lewis研究中心曾开展探针测量对风

扇性能的影响研究[2]；美国 GE公司在 E3高压压气机

特性处理中，对进气道测量耙和叶型探针考虑了

1.4%的效率损失[3]；另外还有多项关于测试装置对压

气机性能试验影响的研究[4-6]。近年来，中国对叶形探

针进行了大量研究及用于压气机参数测量工作 [7-14]。

向宏辉等通过试验分析表明，叶型探针对轴流压气机

的特性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15]。因此亟需开展叶型探

针对压气机性能的影响研究。

本文结合试验及数值分析方法，对叶型探针的堵

塞影响进行定量研究，并尝试给出压气机级间叶型探

针的最佳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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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内容与方案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2级压气机试验、数值模拟计

算、4级压气机试验等。

1.1 2级压气机试验方案

1.1.1 试验器简介

2级低速轴流压气机试验器结构如图 1所示。

在进口截面（第 1截面）布置壁面静压、梳状总压

和总温探针，测量气流静压、总温和总压以计算流量。

在第 1、2级转子出口（第 2、3截面）分别采用位

移机构带动 5孔探针测量其转子后的气流参数，并布

置叶型探针。

第 4～6截面为压气机出口截面。第 4截面测量

压气机出口静压，并用位移机构带动 5孔探针测量出

口气流参数。第 5、6截面布置梳状总温和总压探针，

测量总温和总压。

1.1.2 试验方案

（1）原始压气机试验。该项试验是在不安装叶型

探针的压气机试验器上进行，目的是为分析叶型探针

堵塞对压气机流场和特性的影响提供对比参照基准。

（2）安装叶型探针的压气机试验。在压气机各级

静子叶片上分别安装不同尺寸和不同数量的探头进

行试验。

此项试验除在叶片上装有探头外，试验条件、测

量手段及测量内容等均与原始压气机试验的相同，以

对比二者试验结果的差异，并进行定量研究。

1.1.3 试验内容

（1）第 1级静叶 4个叶片上安装 5点 椎3 mm探

头的压气机试验。

（2）第 2级静叶 4个叶片上安装 5点 椎3 mm探

头的压气机试验。

（3）第 1级静叶 4个叶片上安装 5点 椎5 mm探

头的压气机试验。

叶型探针实物如图 2所示。

1.2 数值模拟计算方案

采用 CFX商业软件进行 2级和 4级压气机数值

模拟计算。

（1）2级压气机数值模拟计算方案。利用压气机 3

维数值模拟软件，分别计算 2级低速压气机试验器静

叶前缘在安装和不安装不同尺寸与数量的探头情况

下，压气机内及出口 3维流场；对比分析压气机在不

同情况下的流动堵塞和压力损失；模拟研究各种叶型

探针对压气机特性的影响。计算结果与试验相互验证，

分析叶型探针影响压气机性能的关键因素和量值。

为了便于与试验对比，计算时均采用与压气机试验

相同的探针形式及布点方式。即每个静子叶片沿径向按

等环面规律安装 5个探头。探头的尺寸分为椎3 mm和

椎5 mm。通过改变安装叶片数改变堵塞比。

（2）4级压气机数值模拟计算方案

通过 4级压气机数值模拟计算验证 2级压气机试

验及数值计算得到的结论，以扩大结论的使用范围。

1.3 4级压气机试验方案

在 1台 4级低速轴流压气机试验器上进行叶型

探针对压气机流场和特性影响的试验研究。通过在不

同条件下的压气机流场和特性的对比，验证在 2级压

气机试验和数值模拟计算中获得的修正方法。

2 试验及计算结果分析

2.1 2级压气机试验结果分析

2.1.1 压气机流场分析

在转速为 800 r/min，3个不同流量系数下，第 2

截面的总压和切向气流角的径向分布如图 3、4所示。

3个流量系数的选择涵盖了从大流量到近失速的较

宽广流量范围。图中，none为没有装叶型探针的原始

压气机，3 mm为在 4个第 1级静子叶片上各安装 5

点椎3 mm探头，5 mm为在 4个第 1级静子叶片上各

安装 5点 椎5 mm探头。

从图 3、4中可见，在各流量系数下，原始压气机、

安装 椎3 mm和 椎5 mm探头 3种状态，第 2截面的

图 1 试验器结构

图 2 叶型探针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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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压和切向气流角的径向分布一致。说明叶型探针对

压气机级间平均气流参数的分布没有影响。

同时还得到了以下试验结果：

（1）在转速为 600、1000 r/min，3种不同流量系数

下，原始压气机和第 1级静叶安装 椎3 mm和 椎5 mm

探头 3种状态下的第 2截面总压和切向气流角径向

分布。

（2）在转速为 800 r/min，3 种不同流量系数下，

原始压气机和第 2 级静叶各有 4 个叶片安装 5 点

椎3 mm探头和第 1级静叶 4个叶片安装 5点 椎5 mm

探头 3 种状态下的第 3 截面总压和切向气流角的

径向分布。

试验结果表明：安装叶型探针后，气流参数分布

基本一致，说明叶型探针对转子出口流场以及压气机

出口流场的平均气流参数的分布均没有显著影响。

2.1.2 压气机特性分析

在 600、800和 1000 r/min，3种转速下，不同安装

方式下的压气机总压升特性的对比如图 5所示。图

中，3 mm-2为 2级静叶每级 4个叶片上安装 椎3 mm

探头，3 mm-1为第 1级静叶 4个叶片上安装 椎3 mm

探头，5 mm为第 1级静叶 4个叶片上安装 椎5 mm探

头，none为原始压气机。

（a）800 r/min，椎越0.84 mm （a）800 r/min，椎越0.84 mm

（b）800 r/min，椎越0.73 mm （b）800 r/min，椎越0.73 mm

图 3 第 2截面总压径向分布 图 4 第 2截面切向气流角径

向分布

（c）800 r/min，椎越0.60 mm（c）800 r/min，椎越0.6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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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5中可见，只在第 1级静叶 4个叶片上安装

椎3 mm探头时，在 3种转速下，压气机的总压升特性

线与原始压气机的几乎重合，探针对压气机特性无显

著影响。在这种状态下，20个探头的总迎风面积占压

气机气流通道面积的比例（即堵塞比）约为 0.347‰。

可见，在这种状态下，叶形探针对压气机特性的影响

可以忽略。

另外，试验在每个叶形探针的压力面上布置了 5

根 椎1 mm测试引线。单根测试引线直径约为叶片最

大厚度的 1/8；第 1级静子叶片数为 22片，布置测试

引线的叶片数量占叶片数的 18%。此时压气机特性

线几乎与原始压气机的重合，表明测试引线对压气机

特性的影响可以忽略。

在 2级每级 4个静子叶片上安装 椎3 mm探头、

转速为 600 r/min时，总压升特性线几乎与原始压气

机的重合；而在较大转速（800 r/min和 1000 r/min）

时，总压升特性明显低于原始压气机的。数据分析表

明，在相同流量系数下，转速为 800 r/min时，4 个静

子叶片上安装 椎3 mm探头的总压升系数比原始压气

机的约低 0.8%；在 1000 r/min时，约低 1%。说明在同

样的单级堵塞比情况下，安装叶型探针的级数越多，

对压气机特性的不利影响越大；且压气机的转速越

高，叶型探针对压气机特性的影响也越大。

在第 1级静叶 4个叶片上安装 椎5 mm探头，20

个探头的堵塞比为 0.96‰，对压气机特性的影响明显

比 椎3 mm探头的大。试验数据表明，椎5 mm探头对

压气机特性的影响也与转速有关：在相同流量系数

下，相对于原始压气机，在 600 r/min的转速时，总压

升系数值约低 1%，在 800 r/min的转速时，总压升系

数值约低 2%，在 1000 r/min的转速下，总压升系数值

约低 2.4%。

2.1.3 2级压气机堵塞比试验结论

（1）叶型探针并不影响压气机平均流场结构。叶型

探针对压气机转、静子后的平均气流参数的分布都没

有明显影响，适用于压气机内部平均流场结构的研究。

（2）叶型探针在堵塞比不大于 0.347‰时对压气

机特性的影响可以忽略。

（3）安装叶型探针的级数越多，对压气机特性的不

利影响越大。随转速增高，探针的堵塞影响随之增大。

（4）叶型探针的堵塞比大于等于 0.96‰时，堵塞

影响明显增大。

2.2 数值计算

2.2.1 流场分析

由数值计算得到的 2级压气机第 1级静叶原始

状态和安装叶型探针时的总压和马赫数分布如图 6、

7所示。

图 5 压气机压升特性对比

（a）不带叶型探针

图 6 第 2级压气机的第 1级静子通道截面总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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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计算还得到了 4级压气机第 3级静子安装

探头和原始状态的速度分布。结果显示，在探头附近

产生了局部高损失区域，但其范围仅局限在探头附近

及尾迹区域，没有对流场分布造成显著影响。这也表

明采用叶型探针测量级间参数的合理性。

2.2.2 压气机特性分析及修正系数的确定

压气机特性分析主要根据 2级压气机计算结果

分析叶型探针对压气机特性的影响，并归纳总结叶型

探针对压气机特性影响的修正方法。

（1）在第 1级静子叶片安装 椎3 mm探头，每个叶

片沿径向安装 5个探头，通过改变安装探头叶片的数

量改变堵塞比。

压气机压升特性的对比如图 8 所示。图中，

unstructure mesh为原始压气机的压升特性，first为第

1 级静子，3 mm 为安装叶型探针的探头 椎3 mm，除

first_3 mm表示所有第 1级静子叶片均安装探头，其

余 1b、2b……8b 等分别为安装探头的叶片数为 1、2

……8。从图中可见，随着叶型探针数量的增加，堵塞

作用增大，压气机的压升下降。

计算结果表明，叶型探针的堵塞影响主要表现在

流量和压升方面。在同一转速下，无论是否安装叶型

探针，在相同进、出口边界条件下“压升差与动压头的

比值”及“流量系数差与压升的比值”近似不随压气机

流量变化。

压升差与动压头的比值定义为

CPR=
驻P*-驻P軌*

1
2
籽Um

2

流量系数差与压升的比值定义为

CMF=
准-准軒
鬃軒

式中：ΔP *为原始压气机的总压升；驻P軌*为安装叶型

探针的压气机总压升；Um为转子中径处的流速；准为

原始压气机流量系数；准軒为安装叶型探针的压气机流
量系数；鬃軒为安装叶型探针的压气机总压升系数。

在不同数量的叶片中安装探头时，参数 CPR和 CMF

与压气机流量系数的关系分别如图 9、10所示。

从图 9、10 中可见，除所有叶片都安装探头

（first_3 mm）的特殊情况外，参数 CPR和 CMF几乎不随

压气机的流量系数变化。在叶型探针的实际应用中，

一般在 1级上同时最多只有 8个静子叶片安装探头，

所以采用这 2个参数与堵塞比的关联曲线来修正叶

型探针对压气机特性的影响是可行的。

（2）在第 2级静子安装 椎3 mm探头进行模拟计

算，其结果与（1）的相同。

（3）第 1、2 级静子叶片分别安装探头与 2 级静

子叶片同时安装探头的压气机压升特性比较如图

11所示。

从图中可见，由于第 2 级静子叶片数较少（20

片）探头的堵塞比也较小，在单独安装叶型探针情况

图 7 第 2级压气机的第 1级静子通道截面马赫数分布

图 8 第 1级静子叶片叶型探针堵塞比对压升特性的影响

（探头 椎3 mm）

图 9 压升修正系数与压气机流量系数的关系

图 10 流量修正系数与压气机流量系数的关系

（b）带叶型探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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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其压升特性最接近于压气机原始压升特性。而 2

级静子都安装探头对压气机流量系数和压升的影响

仅比单独 1级静子安装探头时的略大。表明叶型探针

对压气机特性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单级的最大堵塞比，

增加叶型探针的数量并不会显著增大对压气机特性

影响。

（4）第 1级静子安装 椎5 mm探头对压气机压升

特性的影响与安装 椎3 mm探头时得到的试验结果相

类似。即随着安装探头叶片的数量增加，堵塞比增大，

对压升特性的影响也增强。

参数 CPR和 CMF与压气机流量系数的关系曲线也

与安装 椎3 mm探头的情况相类似，即除所有叶片都

安装探头的特殊情况外，CPR和 CMF几乎不随压气机

的流量系数变化。

2.2.3 压气机流场及特性分析结论

压气机流场分析结论：数值计算与 2级压气机试

验研究结果相同，即叶型探针并没有对级间平均流场

分布造成显著影响。

压气机特性分析结论：通过数值模拟计算得到了

可以用来修正叶型探针对压气机特性影响的系数 CPR

和 CMF；对于多级安装叶型探针的情况，叶型探针安装

级数的增加对压气机特性的影响不是简单叠加，而主

要取决于单级的最大堵塞比。

2.3 压气机特性的修正

如前所述，可以采用参数 CPR和 CMF与叶型探针

堵塞比的关联曲线来修正叶型探针对压气机特性的

影响。

数值计算获得的压升修正系数 CPR和流量修正

系数 CMF随叶型探针堵塞比（Block Percentage）的变

化如图 12、13所示。图中显示了第 1、2级静子安装

椎3 mm探头和第 1级静子安装 椎5 mm探头 3 种情

况下修正系数随堵塞比的变化。这 3种情况都是每个

叶片沿径向安装 5个探头，通过改变安装探头叶片的

数量改变堵塞比。

对试验特性的修正如图 14所示。从图中可见，采

用图 12、13的曲线修正后压升和部分流量都大于不

安装叶型探针的原始特性。这是由于数值计算与试验

存在一定偏差造成的。

通过 2级压气机试验结果对图 12、13中给出的

修正系数量值进行了校正。修正结果如图 14 中的

“first_5mm_4b_corrected_2”所示。从图中可见，经过对

修正系数量值的校正，第 1级静子带 椎5 mm探头的

压升特性结果在较宽广的流量范围内与压气机的原

始特性相吻合。

2.4 4级压气机试验验证

验证内容：2级压气机试验得到的叶型探针对压

气机流场及特性影响的结论；修正模型。

通过安装叶型探针与原始压气机流场和压升特

性试验数据对比，验证了 2级试验的结论：

图 11 不同级静子安装探头的影响

图 12 压升修正系数

图 13 流量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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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叶型探针没有影响到级间流场参数的分布结构。

（2）2个修正系数适用于安装叶型探针的压气机

特性的修正。

3 结论

通过 2级和 4级压气机试验，以及数值模拟计算

得到以下结论：

（1）叶型探针对压气机的流场分布无显著影响，

其测量结果可作为压气机修改或优化设计的依据。

（2）叶型探针对压气机的特性有一定影响，其影

响量值与压气机的流量、压升及叶型探针的堵塞比等

参数有关。

（3）对于多级安装叶型探针的情况，其对压气机

特性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叠加关系，主要影响因素仍

是单级叶型探针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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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航空发动机轴承钢球失效分析

李 青，佟文伟，张开阔，王 全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针对某航空发动机轴承钢球的表面剥落及裂纹故障，利用视频显微镜、扫描电镜等设备对故障钢球剥落表面进行宏、微

观检查，明确了钢球表面剥落性质为滚动接触疲劳；通过裂纹断口分析、能谱分析及金相检查等手段，确定了钢球裂纹是在淬火过

程中温度过高导致的淬火裂纹，同时钢球组织中存在带状碳化物，对淬火裂纹的产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淬火裂纹在钢球工作过程

中并未扩展，但引起钢球表面发生接触疲劳剥落。建议在钢球热处理过程中，严格控制热处理工艺参数，保证热处理温度和保温时

间的稳定。

关键词：轴承钢球；失效分析；接触疲劳；淬火裂纹；沿晶开裂；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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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ure Analysis of Steel Ball in Bearing for an Aeroengine
LI Qing袁 TONG Wen-wei袁 ZHANG Kai-kuo袁 WANG Quan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袁 Shengyang 110015袁 China冤
Abstract: The bearing steel ball of an aeroengine was flaked and cracked. The surface was analyzed by macro and micro observation

utilizing microscope, SEM etc. The damage surface was caused by contact fatigue. The quencher crack was defined by the fracture analysis,
component analysis and metallographic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quenching crack formed because of the high quencher
temperature. Meanwhile, the banded carbonide of the steel ball also promoted the crack initiation. The crack did not extend in the working
process of the steel ball, but it resulted in the contact fatigue of the steel ball.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parameters should be strictly controlled
during the heating treatment to guarantee the stability of the temperature and the time of heat preservation.

Key words: bearing steel ball; failure analysis; contact fatigue; quenching crack; intergranular crack; heat-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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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轴承用来支撑转动轴或其它旋转零件，引导旋转

运动，并承受传递给支架的载荷[1]。随着航空发动机性

能不断提升，轴承的作用愈发凸显。钢球作为轴承的

主要零件，对轴承的精度、运转性能、使用寿命等均有

影响。统计表明：在轴承的失效形式中，由于钢球表面

缺陷引起的裂纹、裂缝造成的轴承失效高达 65％[2]。

某航空用轴承在使用中有 1粒钢球表面产生了

裂纹，且在裂纹附近伴随有剥落现象。故障钢球材料

为轴承钢W9Cr4V2Mo，硬度 HRC=61～65。

本文对故障钢球进行了宏观和微观检查，对裂纹

断口和钢球材质进行分析，确定了故障钢球表面剥落

和裂纹性质，找到了故障原因，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1 检查与分析结果

1.1 宏观检查

故障钢球宏观图像如

图 1所示。从图中可见，钢

球整体表面光亮，未见高

温变色，裂纹长约 13 mm，

裂纹附近存在剥落现象。

1.2 钢球表面剥落区检查

在扫描电镜下观察发

现，裂纹附近的剥落呈层

状（如图 2所示），这是多块剥落叠加所致[3]。放大后，

图 1 故障钢球宏观图像

13 mm

mailto:11491588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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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落区可见典型的疲劳弧

线特征（如图 3所示），表

明裂纹附近的剥落由滚动

接触疲劳导致[4-6]。

裂纹末端区域的背散

射形貌如图 4所示。图中

的白色颗粒为碳化物，分

布较均匀；裂纹存在多处

分叉，且伴有少量基体剥落。裂纹和剥落与碳化物的

分布无明显对应关系。

1.3 裂纹断口分析

裂纹断口宏观图像如图 5所示。裂纹断口表面呈

灰黑色，最深处约 2.43 mm，最浅处约 1.09 mm，呈两

头深、中间浅的“哑铃”状形貌。人为打开区呈灰白色，

与裂纹断口存在明显差异。裂纹断口与人为打开区交

界处的放大图像如图 6所示。从图中可见局部不连续

开裂，表明裂纹未发生扩展。

在扫描电镜下观察，在断口表面可见清晰的放射

棱线，根据放射棱线的汇聚方向判断裂纹起始于钢球

表面，裂纹起始位置未见明显的冶金缺陷，如图 7所

示。裂纹断口放大形貌如图 8所示。从图中可见明显

的沿晶断裂形貌[7-9]，晶面上存在氧化特征，未见承受

机械载荷所致的疲劳断裂特征。

图 2 裂纹附近剥落低倍形貌（50×）

图 3 剥落区放大形貌
Mag=2.00 KX

20 滋m
Signal A=SE1

（a）裂纹左侧末端

（b）裂纹右侧末端

图 4 裂纹末端放大形貌

Mag=500 X
20 滋m

Signal A=QBSD Date:2 Dec 2011

Mag=500 X
20 滋m

Signal A=QBSD Date:2 Dec 2011

图 5 裂纹断口处宏观图像

图 7 裂纹起始区形貌
Mag=200 X

20 滋m
Signal A=SE1

（a）低倍
Mag=500 X

20 滋m Signal A=SE1

500 滋m

1 [2429.96 滋m]

2 [1089.39 滋m]

3 [2032.38 滋m]

（b）高倍
Mag=1.00 KX 20 滋m Signal A=SE1

图 8 裂纹断口表面沿晶形貌

图 6 裂纹断口与人为打开区交界处放大图像

200 滋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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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材质分析

1.4.1 能谱分析

对故障钢球基体进行能谱分析，其结果见表 1。

结果表明故障钢球与轴承钢 W9Cr4V2Mo的成分基

本相符。

1.4.2 金相组织分析

将故障钢球沿垂直于裂纹方向解剖，制备后的金

相试样低倍形貌如图 9所示。从图中可见明显的白亮

色带状组织。其放大形貌如图 10所示。从图中可见，

该带状组织为共晶碳化物，碳化物周围存在回火不充

分的马氏体，组织中同时存在粗针状马氏体、大块状

共晶碳化物和小颗粒状的 2次碳化物。

断口处低倍组织形貌如图 11所示。从图中未见

脱碳现象；但放大观察图 11中的圆圈处，发现裂纹有

分叉现象，存在与主裂纹不相连的内部裂纹（如图 12

所示），裂纹刚健有力，尾端尖细，表明该裂纹不是淬

火前形成[10]。裂纹扩展均以沿晶为主。

放大观察钢球基体组织，发现晶粒存在粗大现

象，且晶粒尺寸不均匀，如图 13所示。在扫描电镜下

观察，发现晶界上有网状碳化物析出，并与块状共晶

碳化物相连接，如图 14所示。

1.4.3 硬度检测

对故障钢球基体进行

硬度测量，结果见表 2，硬

度值符合设计要求。

2 分析与讨论

通过形貌观察分析可知，故障钢球表面裂纹附近

区域剥落的性质为接触疲劳剥落；裂纹断口为沿晶断

口，未见承受机械载荷所致的疲劳断裂特征。

沿晶断裂一般是由外界环境介质的作用，或晶界

上沉淀脆性沉淀相，或杂质元素在晶界的偏聚，或金

属的过热、过烧引起的[11]。

分析金相组织结果可知：故障钢球组织存在粗大

的针状马氏体，这是由于热处理时加热温度过高、保

温时间过长，导致奥氏体晶粒长大，产生粗大的晶粒，

在快速冷却条件下产生的[12]；网状或半网状碳化物沿

晶界析出并与块状共晶碳化物相连接，这是由于淬火

加热温度过高，碳化物大量溶解，使奥氏体含碳量明

显增加，冷却时就在晶界形成网状或半网状碳化物[13]。

观察与分析故障钢球金相组织，得出以下结论：故障

钢球在淬火过程中出现了过热现象。同时，钢球组织

中存在带状碳化物，使贫碳区在热处理过程中过热，

从而使钢球在淬火时产生较大变形，易导致淬火裂纹

产生[12]。

淬火裂纹是指在淬火过程中或在淬火后的室温

放置过程中产生的裂纹，属于宏观裂纹，由宏观内应

力引起[14]。在淬火过程中，当淬火产生的应力大于材

料本身的强度并超过塑性变形极限时，会产生裂纹。

淬火裂纹既可能沿晶开裂，也可能穿晶开裂，呈放射

状、单独线条状或网状。一般来说，因为马氏体转变区

的冷却过快而引起的淬火裂纹多为穿晶分布，且裂纹

含量

标准成分

V

1.51

1.3～1.7

Cr

4.00

3.8～4.4

Mn

0.27

≤0.4

Fe

83.44

余量

Mo

0.51

0.2～0.8

W

10.27

8.5～10

表 1 故障钢球基体能谱分析结果 wt%

图 9 金相试样低倍形貌 图 10 带状组织放大形貌

200 滋m 200 滋m

图 11 断口处低倍组织形貌

图 12 断口处局部放大形貌

200 滋m

20 滋m

图 13 组织晶粒粗大形貌 图 14 晶界网状碳化物形貌

Mag=5.00 KX
2 滋m

Signal A=SE1

序号

HRC

设计标准

1

64.5

2

64

61≤HRC≤65

3

65

表 2 故障钢球基体硬度

测量结果

50 滋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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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平直，周围没有分枝的小裂纹；因淬火加热温度过

高而引起的淬火裂纹多为沿晶分布，裂纹尾端尖细，

并呈现过热特征[10]。

综上所述，故障钢球首先发生淬火开裂，在后续

工作过程中，钢球在淬火裂纹缺陷的影响以及周期脉

动接触应力作用下发生了接触疲劳剥落[15]。

3 总结

（1）钢球表面裂纹为淬火温度过高所导致的淬火

裂纹；

（2）故障轴承钢球表面裂纹附近的剥落为滚动接

触疲劳剥落；

（3）故障钢球组织中存在带状碳化物，对淬火裂

纹的产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4）在钢球热处理过程中，应严格控制热处理工

艺参数，以保证热处理温度和保温时间的稳定。

参考文献：

[1] 陶春虎，钟培道，王仁智，等. 航空发动机转动部件的失效与预防

[M].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0：205-206.

TAO Chunhu，ZHONG Peidao，WANG Renzhi，et al. Failure analysis

and prevention for rotating parts in aeroengine [M]. Beijing：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2000：205-206.（in Chinese）

[2] 王红运. 钢球缺陷检测系统结构设计及关键技术研究 [D]. 哈尔滨：

哈尔滨理工大学，2006：1-2.

Wang Hongyun. Mechanism design and key technique research about

steel ball defect checking system [D]. Harbin：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6：1-2.（in Chinese）

[3] 陶春虎，习年生，钟培道，等. 航空装备失效典型案例分析[M]. 北

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8：124-129.

TAO Chunhu，XI Niansheng，ZHONG Peidao，et al. Analysis of typical

failure cases for aeroequip [M]. Beijing：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1998：124-129.（in Chinese）

[4] 赵传国. 滚动轴承失效分析概论[J]. 轴承，1996（1）：39-40.

ZHAO Chuanguo. Summary of rolling bearing failure analysis [J].

Bearing，1996（1）：39-40.（in Chinese）

[5] 宋海荣，赵爱国，刘元春，等. 某发动机轴承失效分析[J]. 失效分析

与预防，2006，1（2）：49-52.

SONG Hairong，ZHAO Aiguo，LIU Yuanchun，et al. Failure analysis of

a bearing in aeroengine [J]. Failure Analysis and Prevention. 2006，1

（2）：49-52.（in Chinese）

[6] 白明远，刘高远，王大为. 发动机传动轴齿轮断裂失效分析 [J]. 失

效分析与预防. 2007，2（3）：37-41.

BAI Mingyuan，LIU Gaoyuan，WANG Dawei. Fracture failure analysis

of transmission shaft gear of an engine. Failure Analysis and

Prevention. 2007，2（3）：37-41.（in Chinese）

[7] 美国金属学会. 金属手册（第 9卷）：断口金相与断口图谱（8版）

[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3：109-112.

American Society for Metal. Metal handbook（vol. 9 ）- fractography

and atlas of fractographs（8th edition）[M]. Beijing：Machinery Industry

Press，1983：109-112.（in Chinese）

[8] 佟文伟. 某燃气轮机发动机螺栓断裂失效分析 [J]. 航空发动机，

2013，39（4）：67-71.

TONG Wenwei. Fracture failure analysis of bolt in a gas turbine

engine[J]. Aeroengine，2013，39（4）：67-71.（in Chinese）

[9] 谭帅，曾西军. 游星齿轮轴承失效分析 [J]. 失效分析与预防，2007，

2（2）：37-39.

TAN Shuai，ZENG Xijun. Failure analysis on bearing of planetary gear

[J]. Failure Analysis and Prevention，2007，2（2）：37-39.（in Chinese）

[10] 百度百科 . 淬火裂纹 [EB/DL].[2012-10-13]. http：//baike.baidu.

com/view/1691361.html.

Baidu Encyclopedia. Quench crack [EB/DL]. [2012-10-13]. http：

//baike.baidu.com/view/1691361.html.

[11] 张栋，钟培道，陶春虎，等. 失效分析[M].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4：149-152.

ZHANG Dong，ZHONG Peidao，TAO Chunhu，et al. Failure analysis

[M]. Beijing：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2004：149-152.（in

Chinese）

[12] 上海市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金相分析技术[M]. 上海：上海科学

技术文献出版社，1987：222-225，302-303.

Shanghai Research Institute of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Process.

Technology of metallographic analysis [M]. Shanghai：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1987：222-225，302-303. （in

Chinese）

[13] 李维尚. 金属材料金相热处理检验方法与技术标准及缺陷金相图

谱（第 1卷）[M]. 北京：北方工业出版社，2007：488-491

LI Weishang. Metallographic metal material heat treatment standard

and inspection method and technology of metallographic atals（vol.1）

[M]. Beijing：The Northern Industrial Press，2007：488-491. （in

Chinese）

[14] 林天辉，潘兰兰，罗喜清，等. 微量物证与齿轮裂纹分析[J]. 科技创

业月刊，2013（9）：186-187.

LIN Tianhui，PAN Lanlan，LUO Xiqing，et al. Analysis of trace

material evidence and gear crack [J]. Pioneering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nthly, 2013（9）：186-187.（in Chinese）

[15] 张土军，腾旭东，刘志优.发动机齿轮和轴承失效分析[J]. 失效分析

与预防，2011，6（2）：109-114.

ZHANG Shijun，TENG Xudong，LIU Zhuyou. Failure analysis of gear

and bearing in engine [J]. Failure Analysis and Prevention，2011，6

（2）：109-114.（in Chinese）

（编辑：赵明菁）

96



基于规则的航空发动机孔探图像诊断方法研究

李 华 1，陈 果 1，陈新波 2，王洪民 3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民航学院，南京 210016；2.海军航空工程学院青岛校区，山东青岛 266000）

摘要：针对军用航空发动机内部损伤频率高、诊断决策时间长的问题，运用基于规则的推理方法，结合案例推理，进行了航空

发动机内部损伤维修决策的专家诊断研究，开发了基于孔探图像的航空发动机内部损伤维修决策专家系统。依据领域专家的经

验，通过分析得到了对该型发动机的专家知识，并将其转换为 if-then的知识规则存放于知识库中；利用图像处理方法，对损伤进

行测量，得到损伤的尺寸参数；根据损伤尺寸，依据相应的知识规则，应用正向推理得到损伤的维修决策。运用多个航空发动机内部

损伤实例验证了所开发的专家系统的有效性。

关键词：叶片损伤；维修决策；规则推理；孔探图像；专家系统；特征提取；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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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ed at the problem that high-frequency of internal damage and long-time for diagnostic decision making in the military
aeroengine, an aeroengine internal damage maintenance decision expert system is developed based on endoscopic image using the Rule
Based Reasoning 渊RBR冤袁 combined with Case Based Reasoning 渊CBR冤.According to the experiences of domain experts, expert knowledge
was obtained and saved in the repository after converted to IF -THEN format. Damage size parameters were obtained by using image
processing method. The maintenance decision was made through forward chaining method based on the damage size and the corresponding
rules. Multiple instances of aeroengine internal damage were used to verify the expert system, and the valid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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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新型战机不断装备军队，训练强度逐年增大，陌

生地域及恶劣的野战机场环境等客观情况给发动机

的使用维护带来了巨大挑战。叶片是航空发动机结构

件中的关键零部件之一，因其数量多、形体单薄、载荷

状况严酷、工作环境复杂，一直是发动机使用中故障

率最高的零部件之一[1]。

内窥技术作为叶片损伤检测的重要手段已非常

成熟。内窥图像特征提取与分析目前有人工、基于 2

维图像处理技术、基于立体视觉的特征提取与分析等

3种技术方法[2]。传统的人工特征提取与分析方法的

工作效率较低，且准确性受到检查员操作正确程度的

限制，易产生误差[3]。基于 2维图像处理技术的特征提

取与分析方法在国内外已相对成熟。程卫民等提出 1

种利用 CCD 图像传感器来检测工件表面质量的方

法，基本思想是先对图像进行滤波降噪、锐化等预处

理，然后根据图像灰度值、梯度幅值等提取有用特征

数据，从而评定工件表面质量[4]；陈果等基于孔探图像

纹理特征的航空发动机内部损伤评估，利用结构自适

应神经网络模型，实现了航空发动机孔探图像损伤的

mailto:lh0806064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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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识别[5]；傅建等进行了基于 ICT图像的叶片壁厚

尺寸亚像素级精密测量[6]；张维亮等采用概率神经网

络方法对航空发动机叶片损伤图像进行分割[7]；H.D.

Cheng等提出了减少样本空间和差值的实时图像阈

值算法[8]。基于立体视觉的特征提取与分析方法近年

来也有相应研究和应用。美国 AST公司制造的 3维

腹腔内窥显示系统用于医疗行业[9]；陈果等运用平行

光轴双目立体视觉技术，开发了航空发动机孔探图像

分析软件，对发动机内部损伤及裂纹的 3维测量及其

立体重建技术做了前期研究[10]。

以上研究仅止步于内部损伤的测量识别，未给出

具体的维修决策。相关诊断检测规程给出具体损伤的

维修决策，但规定条目众多，非专家型人员查找理解

较困难[11]。针对这些问题，本文研究了基于知识规则

的发动机叶片损伤维修决策专家系统，并将测量与诊

断相结合，消除了人为因素对测量和诊断结果的影

响，提高了诊断效率。

1 发动机叶片损伤维修决策专家系统

以基于孔探图像的航空发动机故障诊断为背景，

研究、设计并开发航空发动机内部损伤智能诊断专家

系统（Aeroengine Internal Damage Intelligent Diagnosis

Expert System，AIDES），如图 1所示。系统将航空发动

机内部损伤测量与诊断融为一体，能提高诊断准确性

和工作效率。AIDES主要功能模块包括规则库、案例

库、测量、诊断。在损伤评估过程中，首先通过测量模

块提取损伤参数，然后在规则库模块内查找，给出维

修决策并反馈给用户。若损伤尺寸在规则的界限值附

近，则启动案例推理，寻找与此案例匹配的典型案例，

用相似案例作辅助决策依据。

1.1 叶片损伤的测量

一般使用孔探仪对发动机部件进行可视检查。为

了评估缺陷的损伤程度，在实际孔探检查时，孔探工

作人员往往需要测量压气机叶片和涡轮叶片。叶片的

损伤一般出现在叶身前缘和后缘处，叶身的前、后缘

边线可以近似为直线段，而有损伤的叶片轮廓形状往

往是不规则的[12]。需要测量的尺寸如图 2所示。L表
示缺陷离叶片顶端（或尾端）的距离，l表示缺陷的宽
度，h表示缺陷的深度，a和 b 分别表示弯曲部位的长
度和宽度。

目前在测量孔探图像时，多采取人工手动测量方

法，由于该方法测量效率和准确性均较低，本系统提

出了计算机辅助的半自动测量和全自动测量方法。半

自动测量方法是工作人员在孔探图像上用鼠标画出

表示缺陷尺寸的线段，然后通过设定相应的比例尺，

自动计算线段长度并换算为实际尺寸；全自动测量方

法是先提取叶片缺陷的轮廓，然后根据 3次样条差值

方法找到缺陷部位的特征点并提取其尺寸，优点是计

算速度快、自动化程度高。但如果图像过于复杂，边缘

提取不够准确时，测量结果会有较大偏差。

1.2 航空发动机叶片损伤维修决策知识规则

发动机诊断方法有测量式诊断和询问式诊断 2

类。测量式诊断分为手动测量、半自动测量和全自动

测量。测量式诊断适用于低、高压压气机；询问式诊断

适用于燃烧室或涡轮。对应的知识规则分为测量式诊

断规则和询问式诊断规则。

1.2.1 测量式诊断

测量式诊断的维修决策用 A、B、C、E、F表示。其

中，A表示损伤尺寸在规定范围内，允许不打磨，继续

使用发动机；B表示损伤尺寸在规定范围内，但必须

图 1 AIDES专家系统总体结构

图 2 压气机叶片损伤

b

a

h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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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磨后方可继续使用发动机；C表示损伤尺寸超过损

伤容限，叶片报废，需更换叶片后方可继续使用发动

机；E表示损伤尺寸接近“允许不打磨”极限值；F表

示损伤尺寸接近“允许磨光”极限值。

当诊断结论是 E或者 F时建议：

（1）紧急任务时，允许不打磨继续使用发动机，但

仅限于执行 1次飞行任务；

（2）日常训练时，出于安全考虑，需打磨后方可继

续使用发动机。

警告内容：该损伤只允许为平滑压痕。不允许有

切口、带有尖锐边缘、坚硬棱角的划伤，否则叶片报

废，需更换叶片后方可继续使用发动机。

根据多年来发动机内窥检测经验，得到叶片损伤

的维修知识规则，存于知识库中。知识库中的知识表

示采用应用最为广泛的 IF-THEN产生式规则法。

当检测部位是低压压气机转子、第 I级叶片、后

缘时，知识规则见表 1；当检测部位是低压压气机转

子、第 I级叶片、前缘时，知识规则见表 2。

1.2.1 询问式诊断

燃烧室、涡轮检测部位呈多样性和复杂性特点，

其诊断规则不同于压气机叶片的。利用专家积累的大

量经验，总结并提炼出询问式诊断规则。询问式诊断

规则的诊断结论包括：

A：损伤超过规定，发动机停止使用；

B：损伤未超规定，发动机可继续使用。

当检测部位为燃烧室、火焰筒、头部短管，损伤类

型为烧蚀时，诊断规则见表 3。

R1

R2

R3

R4

R5

R6

R7

R8

R9

R10

R11

R12

R13

R14

R15

L范围

0<L<25

0<L<25

0<L<25

0<L<25

0<L<25

25≤L<210

25≤ L <210

25≤ L <210

25≤ L <210

25≤ L <210

25≤ L <210

25≤ L <210

25≤ L <210

25≤ L <210

L≥ 210

h范围

h≤1.48

1.48<h<1.52

1.52≤h≤4.78

4.78<h<4.82

h≥4.82

h≤0.18

0.18<h<0.22

0.18<h<0.22

0.22≤h≤1.78

0.22≤h≤1.78

1.78<h<1.82

1.78<h<1.82

h≥1.82

h≤0.08

h>0.08

L+l+3h范围

≤210

>210

≤210

>210

≤210

>210

结论

A

E

B

F

C

A

E

C

B

C

F

C

C

A（警告）

C

表 1 测量式诊断规则 mm

R1

R2

R3

R4

R5

R6

R7

R8

R9

R10

R11

R12

R13

R14

R15

R16

R17

R18

R19

R20

R21

R22

R23

R24

R25

L范围

0< L <15

0< L <15

0< L <15

0< L <15

0< L <15

15≤L <40

15≤L <40

15≤L <40

15≤L <40

15≤L <40

40≤L <190

40≤L <190

40≤L <190

40≤L <190

40≤L <190

190≤L <250

190≤L <250

190≤L <250

190≤L <250

190≤L <250

190≤L <250

190≤L <250

190≤L <250

190≤L <250

190≤L <250

h范围

h臆0.28
0.28<h<0.32

0.32臆h臆4.78
4.78<h<4.82

h逸4.82
h臆0.18

0.18<h<0.22
0.22臆h臆4.78
4.78<h<4.82

h逸4.82
h臆0.18

0.18<h<0.22
0.22臆h臆2.78
2.78<h<2.82

h逸2.82
h臆0.18

0.18<h<0.22
0.18<h<0.22

0.22臆h臆1.78
0.22臆h臆1.78
1.78<h<1.82
1.78<h<1.82

h逸1.82
h臆0.08
h>0.08

L+l+3h范围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结论

A

E

B

F

C

A

E

B

F

C

A

E

B

F

C

A

E

C

B

C

F

C

C

A（警告）

C

表 2 测量式诊断规则 mm

有裂纹和烧蚀的短管的数量大于 10件吗？

该短管上有裂纹和烧蚀的拐角多于 2处吗？

否

该拐角处裂纹长度 L > 5 mm吗？

否

该拐角处烧蚀面积大于 20 mm× 10 mm

否

是否进入“下一损伤”

是

进入下一个损伤的诊断

否

结束

是

A 是

A

是

A

是

A

表 3 询问式诊断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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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基于案例的航空发动机维修决策诊断

进行知识规则诊断时，专家系统计算出实际损伤

尺寸与允许的界限值之间的接近程度，以此作为此次

诊断的置信度。设关键参数的测量值为 A，标准值为
B，且 |A-B| /B=C。若 C≥20%，则置信度 =1.0；若 15%

≤C＜20%，则置信度 =0.9；若 10%≤C＜15%，则置信

度 =0.8；若 5%≤C＜10%，则置信度 =0.7；若 C＜5%，

则置信度 =0.6。

系统将知识规则诊断和案例诊断结合，但又不破

坏各自推理单元的独立和完整性。当置信度过低时，

用户可以选择启动案例推理，在案例库中搜索出相关

案例作为近似决策依据[13-14]。当置信度较高时，用户可

以将此次知识诊断案例添加入案例库。

故障案例的知识表示即特征属性提取的过程，对

故障发生的具体情况尽可能详尽地描述，以获得完整

的故障信息[15]。飞机故障案例由 2部分组成：（1）故障

描述和故障解决方案，具体内容包括：案例编号———

每个案例的惟一辨识符；飞机型号；飞机编号；发动机

型号；发动机编号；发动机时间；探伤时机；损伤部

位———具体的孔探探伤的部位；损伤类型———不同部

位损伤类型不相同；损伤参数———包括 L，l，h，a，b，S；
诊断日期；探伤人员。（2）维修策略与诊断结果：包括

A，B，C，E，F这 5个结论。通过 1个或多个故障描述即

可检索出相关案例，案例诊断推理流程如图 3所示。

通过以上特征属性，针对获取的飞机典型故障记

录，按照表 4给出的案例结构建立故障案例库。

2 基于孔探图像的 AIDES

本文用 Microsoft Visual C++6.0作为前台的开发

工具，以 Microsoft Access 2000为后台数据库支撑，开

发了基于孔探图像的 AIDES，其具体诊断流程如图 4

所示。

3 实例验证

为了验证 AIDES的有效性，列举某航空发动机

在维修中的诊断实例。

某飞机的发动机检测部位为低压压气机—转

子—第 1级叶片—后缘，损伤类型为打伤缺口，经系

统测量后得 L=7.2 mm；l=6.9 mm；h=1.6 mm，匹配表 1

中的 R3（单位为 mm）：0<L<25；1.52≤h≤4.78；结论

为 B，置信度为 0.7。由于置信度较低，开始启用案例

诊断。添加案例诊断查询条件：检测部位 1为低压压

气机；损伤类型为打伤缺口；损伤参数 L、l、h范围均
为 0~10 mm。根据案例诊断检索出相似案例（如图

图 3 案例诊断推理流程

表 4 案例结构

图 4 系统诊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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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所示），诊断结论为 B。将规则诊断与案例诊断相

结合，可得此损伤维修决策为 B。

图片真实诊断案例如图 7所示，软件 AIDES的

诊断对比结果见表 5。

由诊断结果可见，AIDES实现了正确的推理，并

给出了合理的维修决策。

该系统的知识库是开放

的， 可以对知识进行添

加和删改以使其更为完

善，最终进一步提高了诊

断准确率。

4 结论

本文运用基于规则的推理方法，结合案例推理，

（a）专家系统的主界面

（b）叶片损伤测量界面

（c）案例推理诊断

（d）询问诊断

图 5 AIDES主要诊断界面

图 6 检索相似案例诊断界面

（a）案例图片 1

（b）案例图片 2 （c）案例图片 3

图 7 案例图片

案例图片

图 7（a）

图 7（b）

图 7（c）

检测部位

低压压气机转子

第 1级叶片前缘

燃烧室火焰

筒头部短管

低压压气机转子

第 1级叶片后缘

损伤类型

烧蚀

烧蚀

卷曲变形

测量尺寸 /

mm

L=2.4

l=6.84

h=6.17

S=311.5

L=178.3

l=1.8

h=0.2

诊断结果

C

损伤超过规

定，发动机

停止使用

E

匹配规则

R5

R7

维修决策

更换叶片

停止使用

打磨后更

换叶片

表 5 案例诊断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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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航空发动机内部损伤进行专家诊断，进而得到发动

机维修决策。在此基础上，开发了发动机叶片损伤维

修决策的专家系统 AIDES，总结归纳了内部损伤维修

决策的知识规则，构建了叶片损伤维修决策案例库。

AIDES结合孔探图像损伤测量和航空发动机故障诊

断，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由专家进行发动机内部损伤维

修决策引发的诊断效率低、主观性强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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