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遄达 XWB发动机发展与设计特点

陈 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 100191）

摘要：遄达 XWB发动机是 RR公司遄达系列发动机的第 6个也是最新的型号。该发动机在风扇支承结构、带冠高压涡轮工作叶

片与中压涡轮级数上突破了 RR公司的传统设计，各部件采用了 21世纪初开发和验证的一些新技术。通过概述遄达 XWB发动机的

发展背景和研制进展，重点分析了总体结构及各部件结构设计的特点，得出该发动机在性能、经济性、排放特性、噪声特性、维修成

本等方面具有良好的综合性能。

关键词：遄达 XWB；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转子支承；带冠叶片；中压涡轮；整体叶盘

中图分类号：V23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5.04.001

Development and Design Featrues of Trent XWB Engine
CHEN Guang

渊Beihang University袁 Beijing 100191袁China冤
Abstract: Trent XWB engine is the sixth model of RR company's Trent Series based on Trent 1000 engine. Trent XWB breaks the

traditional design such as fan bearing structure, high pressure turbine blade with shrouds, and intermediate pressure turbine stages. Some
technologies that demonstrated during the early 21st century were applied. By overviewing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s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s of Trent XWB engine, the overall structure and each component design featrues were analyzed. Trent XWB engine have good
featrues of economy, low emmissions, low noises and maintenance cost.

Key words: Trent XWB曰high bypass ratio曰turbofan engine曰rotor bearing曰blade with shroud曰intermediate pressure turbine曰blisk

航空发动机
Aeroengine

收稿日期：2014-07-01
作者简介：陈光（1930），男，教授，长期从事航空发动机结构设计的教学、科研与生产工作；E-mail:15601314063@163.com。

引用格式：

第 41卷第 4期

2015年 8月

Vol.41 No. 4

Aug. 2015

0 引言

遄达 XWB 3转子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是 RR公

司继遄达 700（用于 A330客机）、800（用于 B777客

机）、500（用于 A340-500、-600 客机）、900（用于

A380客机）与 1000（用于 B787 客机）后的第 6 型遄

达系列发动机，是空客公司 A350XWB客机的惟一动

力装置。

本文概述了遄达 XWB发动机的发展历程，研究

了其设计特点。通过对比分析其总体结构和各部件的

性能特点，得出该发动机各方面良好的综合性能。

1 A350XWB客机和遄达 XWB发动机的发
展概况

1.1 A350XWB客机

空中客车公司（简称空客）于 2005年 10月启动

A350 项目，计划为衍生自 A330 客机设计的 1 款

250～300座双发宽体客机，机身横截面与 A330客机

的相同，以与波音公司的 B787-9、B777-200ER及计

划中的 B787-10客机相竞争。由于航空公司未看好

A350客机的发展前景，订单很少，所以空客只得放弃

拟议中的 A350 项目。2006 年 7 月 17 日，空客将

A350客机的机身加宽，命名为 A350XWB(Extra Wide

Body，超宽机身)，其双耳垂形（椭圆形）的机身横截面

最大直径为 5.97 m，比 A330/A340客机的大 0.33 m，

也比空客之前的宽体客机的大；但是比 A380、B747

和 B777客机的都小。

A350XWB 系列飞机包括 A350-800、-900 和

-1000 3 种不同机型，其航程都可覆盖全球各个角

落。在典型 3级客舱布局下，-800、-900和 -1000分

别可搭载 270、314和 350名乘客。而 A350XWB系列

mailto:E-mail:15601314063@163.com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1卷

所有型号的飞机在高密度客舱布局下的载客量都可

以达到 440人。

2012年 4月开始总装第 1架 A350XWB客机，次

年 5、6月分别完成整体喷漆和地面滑行测试，并在法

国图卢兹布拉尼亚克机场进行了首飞。计划

A350XWB-900、-800 与 -1000 分别于 2014 年 4 季

度、2016、2017年投入航线运营。2014年 12月 22日，

空客向卡塔尔航空公司交付了第 1架A350XWB-900

客机，于 2015年 1月 5日投入了航线运营，基本达到

了预定的首航计划。截至 2014年初，己得到 39家航

空公司的 812架 A350XWB客机的确认订单，其中亚

太地区客户共订购了 244架，占总订单的 30%。

1.2 遄达 XWB发动机

2005年空客推出 A350项目时，RR公司为了争

取向其提供动力装置，提出了采用推油门的方法加大

用于 B787 客机的遄达 1000 发动机推力的措施，并

采用常规的由高压压气机向飞机机舱供气（在 B787

客体上，发动机驱动 2台功率各为 250 kW的交流发

电机，发出的电流驱动向飞机机舱供气的空气压缩机

的电动机）的方案，将该改型的发动机命名为遄达

1700。当空客决定发展 A350XWB客机后，为了获得

更多的用户，要求其具有更经济、环保与易维护等特

点，显然 RR公司拟议中的遄达 1700发动机满足不

了空客的要求。在 RR公司与空客协商后，提出了比

遄达 1000发动机的性能显著提高的遄达 XWB发动

机，作为 A350XWB客机 3个型号（A350XWB-800、

-900和 -1000）的惟一动力装置，对应的 3型发动机

型号为遄达 XWB-75、-84和 -97，推力分别为 330、

374、430 kN。

2006年 RR公司在遄达 1000发动机的基础上，

正式启动了遄达 XWB发动机的研制工作。

2010年 6月 14日，推力较小的遄达 XWB-84发

动机进行了第 1次台架试车，2012年 2月 18日在由

空客公司的豪华巨型客机 A380 改装的飞行试车台

上进行了第 1次飞行试验，在取证前进行了 42次共

140 h的飞行试验。在完成了全部取证试验后，遄达

XWB-84发动机于 2013年 2月 7日取得欧洲航空安

全局（EASA）颁发的适航证。

2013年 6月 14日，首架配装遄达 XWB-84发动

机的 A350 XWB客机（编号为 MSN1）开始飞行试验，

随后又有 4架试飞飞机（MSN2～MSN5）参加取证前

的飞行试验。该试验包括在南美玻利维亚高海拔机场

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

Al Ain 炎热环境的发动

机性能试验；在加拿大

Iqaluit酷寒（气温为 -30

℃）条件下的发动机性能

试验，该试验进行了 1周

时间，试验后的进气锥被

冰层覆盖如图 1所示。

2014年 5月 15 日，RR公司向空客交付了用于

首架投入运营的 A350XWB客机的遄达 XWB-84 发

动机。

2014年 7月 15日，遄达 XWB发动机推力最大

型号遄达 XWB-97进行了首次地面台架试车，计划

于 2016 年进行飞行试验，配装该发动机的 A350

XWB-1000客机计划于 2017年投入航线运营。

2 遄达 XWB发动机的设计特点

遄达 XWB发动机由 1级风扇、8级中压压气机、

6级高压压气机、低污染环形燃烧室、1级气冷高压涡

轮、2级气冷中压涡轮与 6级低压涡轮组成，如图 2

所示。

2.1 与传统 RB211/遄达发动机的不同

1972 年，RB211-22B 3 转子大涵道比涡扇发动

机配装于三星 L1011 宽体客机。RR 公司在此基础

上，研制了 RB211-535C、-535E4、-524C/D、-524G/H

与 -524G/H-T等系列发动机，又在 -524G/H发动机

的基础上发展了遄达系列发动机。在上述发动机中，

风扇后的支点（N1）处采用滚棒轴承，中压涡轮为单

级与高压涡轮工作叶片带冠是一贯的。遄达 XWB发

动机除在这 3点打破了传统设计外，还第 1次在中、

高压压气机中采用整体叶盘，并在风扇部件中第 1次

采用复合材料的风扇后机匣，低压涡轮工作叶片不仅

首次采用 TiAl合金，且局部做成空心结构。

图 1 遄达 XWB发动机进气

锥被冰层覆盖

图 2 遄达 XWB 3转子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

低压涡轮中压涡轮

高压涡轮

中压压气机风扇

N1支点

高压压气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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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风扇后支点处采用大直径滚珠轴承

以往 PW与 GE公司的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风

扇后支点即 1号（N1）支点，出于安全性考虑均采用能

承受轴向载荷的滚珠轴承。一旦风扇轴折断，风扇盘能

保持在发动机内而不会在风扇叶片气动轴向力作用下

甩离发动机。但是，RR公

司从 RB211-22B 发动机

到遄达 1000发动机，均在

风扇后 1号支点处采用滚

棒轴承，将承受低压转子

轴向力的滚珠轴承设在中

压压气机后，且该滚珠轴

承内、外环分别固定在风

扇后轴和中压压气机后轴

内孔上，成为中介轴承，如

图 3所示。

在传统的 RB211/遄达发动机中，为了解决风扇

轴折断后风扇盘甩离发动机的问题，在风扇转子内的

第 1、3号支点间设置特别的保持轴，如图 4所示。从

图中可见，保持轴前端紧紧压在风扇盘端面上，后端

向内伸的挡边扣在低压涡轮轴前端套齿联轴器压紧

螺帽后端，二者间留有间隙 A。当正常工作时，始终保

持间隙 A，保持轴不起作用。—旦风扇轴折断，风扇

转子在气动轴向力作用下前移，此时，保持轴前移压

到螺帽上，转子即被滚珠轴承所拉住而不会甩出。但

是，在实际使用中，曾出现过几次（例如 1981.5、

1981.8、1981.9 与 1982.12）风扇轴折断后，保持轴未

将风扇盘保持在发动机内的事件。风扇盘多次甩离发

动机，在航空发动机发展史上也属罕见，表明 RB211

系列发动机的风扇保持系统仍不够完善。

在遄达 XWB发动机中，将紧靠风扇盘后的轴承

（N1）改为大直径的滚珠轴承，如图 5所示。该轴承内

径大于中压压气机后滚珠轴承的外径。在传统的

RB211/遄达系列发动机中，风扇转子滚珠轴承内径

比风扇盘后滚棒轴承和中压压气机后滚珠轴承内径

都小。由此可见，遄达 XWB风扇转子的滚珠轴承尺

寸比传统 RB211/ 遄达系

列发动机的要大得多，不

仅使承载轴向负荷的能力

提高 4倍，而且取消了保

持轴，使结构更简单，质量

减轻。

2.1.2 中压涡轮改为双级

在传统 RB211/遄达发动机中，中压涡轮一直采

用单级设计，而遄达 XWB发动机的中压涡轮改成了

双级。由于发动机的总压比高达 52.0，改进后可降低

涡轮级负荷，以提高效率。但在遄达 1000发动机中，

其总压比为 52.1，还稍高于遄达 XWB 的，但其中压

涡轮仍采用单级。

2.1.3 高压涡轮工作叶片不带冠

在 RR公司研制的发动机中，包括斯贝、RB199

以及传统的 RB211/遄达等发动机，高压涡轮工作叶

片均带冠，而在 PW与 GE公司的发动机中则相反。

由于高压涡轮工作叶片短，带冠后减少叶尖相对漏气

损失的作用更为显著，从而可提高效率；但高压涡轮

工作叶片处在高转速、高燃气温度的工作条件下，带

冠后对叶片榫根的强度带来较大问题。RR发动机的

高压涡轮工作叶片做成带冠的，说明其涡轮工作叶片

的材料较好。但是，在遄达 XWB推力最大型号即遄

达 XWB-97发动机中，高压涡轮工作叶片没有采用

带冠结构，这是由于为了增大推力，提高了涡轮前燃

气温度，此时高压涡轮工作叶片带冠其叶片榫根承受

不了高强度。而在遄达 XWB的 -75 与 -84 发动机

中，高压涡轮工作叶片仍然带冠。

2.2 风扇

风扇直径是遄达系列发动机中最大者，为 2.997 m，

比 GEnx发动机的还大 0.178 m，仅比 GE90发动机的

小，空气流量约为 1440 kg/s。风扇采用了小的轮毂比

（约 0.25），在空气流量一

定时，可减小风扇直径，加

大涵道比，减轻质量。但

轮盘直径较小，为了能安

装所需的叶片数，叶片榫

根采用了圆弧形，风扇部

件如图 6所示。

风扇叶片叶尖采用小的切线速度，以降低噪声。

叶片后掠，称为弯刀形叶片，如图 7所示。采用最新的

N1 N3

N3N1

传统的 RB211/遄达系列发动机

遄达 XWB发动机

图 3 遄达 XWB与传统的

RB211/遄达发动机的风扇转

子支承上的对比

图 4 传统的 RB211/遄达发动机风扇转子中的保持轴

风扇
后滚棒
轴承

风扇
后滚珠
轴承

中压压气
机后滚珠
轴承

低压涡轮轴A
风扇轴保持轴

风扇盘

图 5 遄达 XWB发动机风扇

盘后改用滚珠轴承

风扇后滚珠轴承 N1

图 6 遄达 XWB发动机风扇

后机匣

出口导向叶片

分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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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维气动方法设计，以提

高效率。Ti6/4合金风扇叶

片结构采用了 RR公司的

第 3代设计，即 DB/SPF(扩

散连接 /超塑性成形)做成

的带中间桁条的空心叶

片。风扇叶片后缘与分流环前缘间留有较大间距，以

便将随流入发动机气流的细小砂石、雨水等甩向外涵

道。斜置的出口导向叶片与风扇叶片间留有很大间

距，以降低噪声，先进发动机中经常采用该设计，同时

起到风扇与中压压气机间中介机匣的传力构件。

风扇包容机匣采用遄达 900、1000发动机上的结

构，即做成由 Ti6/4锻制的带加强环的环形机匣。RR

公司称，该设计不仅具有足够的包容能力，而且质量

轻。风扇后机匣由复合材料制成，这是遄达系列发动

机第 1次在风扇后机匣上采用复合材料。

风扇轮盘与遄达 1000的相同，即相当于带 3个

轮盘的混合式转子。

风扇后的分流环前缘通有热空气进行防冰，如图

8所示。从图中可见，对分

流环前缘加温后的热空气

由前缘缝隙中流出，并随

内涵气流流入中压压气机

中。分流环防冰设计，在其

他发动机包括遄达系列前

几种型号中均未采用过。

2.3 中、高压压气机

与遄达 1000发动机一样，遄达 XWB发动机中、

高压压气机分别为 8、6级，如图 9所示。中压压气机

的前 4排静子叶片做成可调节的（遄达 1000发动机

中为前 3排）。沿用了遄达 900、1000发动机的高、中

压压气机转子反转设计。

中、高压压气机采用新近发展的子午流道抬高

（rising line）气动设计技术，以改善速度分布，并在设

计中采用全 3维分析手段。在中、高压压气机转子中

笫 1次采用了整体叶盘结构。2005年前后，RR公司

来中国宣传用于 B787 客机的遄达 1000 发动机时，

针对 GEnx发动机（用于 B787的另 1型发动机）高压

压气机中采用 3级整体叶盘结构，特别强调在遄达

1000发动机中没有采用整体叶盘结构，似乎其不适用

于民用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但之后在遄达 XWB发

动机中，中、高压压气机中不仅采用了整体叶盘，而且

还报道采用其给发动机带来的好处。显然，今后在民用

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中将广泛采用整体叶盘。

由于遄达 XWB发动机总压比高达 52，高压压气

机轮盘均由镍基合金做成，前 3级为整体叶盘结构，

且焊成一整件，后 2级与后轴焊为一体，在单体的第

4级盘处用短螺栓将整个转子连接成整体。后 3级的

工作叶片用环形燕尾榫头与轮盘连接。与遄达 1000

发动机的一样，压气机中采用双层机匣的结构，且对

应工作叶片叶尖的机匣作成整环，以保证在工作中各

级叶片叶尖有较均匀的间隙，如图 10所示。

2.4 燃烧室

遄达 XWB 发动机燃烧室采用遄达系列发动机

笫 5阶段燃烧室设计，火焰筒采用可拆换瓦片的浮壁

式结构，如图 11所示。瓦片采用强制冷却的设计，可

减少冷却空气量，有较合适的出口温度场，提高了效

率并减少 NOx排放。虽然 RR公司在几个技术验证

技术计划如 ANTLE、EFE、ALEXSYS等中采用贫油燃

烧室，改善了 NOx排放，但结构较复杂，维护费用高，

以及对耗油率与 CO2略有影响，因此，在遄达 XWB

图 8 分流环用热空气防冰

图 9 遄达 XWB发动机中、高压压气机

图 10 高压压气机前 3级为镍基合金整体叶盘且焊成一体

图 11 遄达 XWB发动机燃烧室

图 7 风扇叶片（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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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中仍然采用遄达系列发动机的笫 5阶段燃烧

室，即富油燃烧室设计。

RR 公司的第 5 阶段燃烧室实际上是串联燃烧

的分级燃烧室，其中的燃烧情况是前、中、后分别为富

油燃烧级（R）、快速猝熄级（Q）、贫油燃烧级（L）。燃油

与空气没有预先混合，燃油由气动雾化喷嘴喷出后，

全部燃油和部分空气进行富油燃烧，通过降低燃烧温

度来减少富油燃烧区的 NOx，然后富油燃气快速与 2

股气流混合形成快速猝熄，在燃烧室后段进行贫油燃

烧。在该燃烧室中形成了富油燃烧区以及混合和降温

贫油燃烧区 2个明显的燃烧区。

遄达 XWB发动机采用先缓扩后突扩的双级扩

压器，高压压气机出口导向叶片与缓扩扩压器铸成一

体。燃烧室机匣采用Waspaloy锻制成一体，再经机械

加工而成，一改传统设计中的由板料焊接而成的作

法，该设计己应用于一些最新发展的发动机中。

遄达 XWB燃烧室具有燃油燃烧充分、排污低、耗

油率低等特点。根据 RR公司的分析，遄达 XWB-84发

动机的耗油率比 GE90-115B发动机的低 10%；同时具

有巡航效率高以及高空再点火好的能力。

2.5 涡轮

遄达 XWB发动机涡轮由 1级高压涡轮、2级中

压涡轮及 6级低压涡轮组成，如图 12所示。从图中可

见，由于涵道比大，低压涡轮转速低，为了达到较好的

工作能力，只得加大低压涡轮叶尖直径，因此，整个涡

轮机匣呈特大的锥形。

在遄达 XWB系列发动机中，推力最大的 -97型

的推力比 -75型的大 30%。推力增大主要通过提高

涡轮前燃气温度达到，该温度高达 1975 K [4]，与第 4

代战斗机用的推重比为 10的 F119发动机的温度相

当。因此，在 -97型中，高压涡轮工作叶片不仅采用新

的耐高温性能好的材料与涂层，而且改变了 RR公司

高压涡轮工作叶片带冠的传统设计，取消了叶冠。

在工作叶片不带冠的高压涡轮中，为了提高效

率，遄达 XWB发动机采用较为先进的叶尖主动间隙

控制系统；另外，在叶片叶尖处涂有耐高温与耐磨的

TBT 429材料，而在叶尖对应的衬环上涂有抗氧化的

涂层，以减小叶尖间隙，当叶尖与衬环碰摩时，衬环不

会氧化。

遄达 XWB核心机增压比较高，核心机的涡轮如

仍用 2级，则涡轮的气动负荷较高，会影响效率，因此

改为 3级涡轮。在 2级高压涡轮加 1级中压涡轮与 1

级高压涡轮加 2级中压涡轮的 2种方案中，经过优化

分析与计算，最终遄达 XWB发动机采用 1级高压涡

轮加 2级中压涡轮的方案，改变了 RB211与遄达系

列发动机采用单级中压涡轮的传统设计。

6级低压涡轮采用最新一代的气动与结构设计

技术设计的工作叶片不仅首次采用 TiAl金属间化合

物的轻质合金，且第 3～6级局部做成空心的，以减轻

质量，局部做成空心的工作叶片也是遄达 XWB发动

机的首创。

2.6 其他方面

（1）遄达 XWB发动机采用常规由高压压气机引

气供飞机增压座舱的方式，因此，不像遄达 1000发动

机在附件传动装置中驱动 2台各 250 kW的交流变频

发电机，而是驱动 2台各 100 kW的交流变频发电机。

（2）交流发电机等附件是由中压转子驱动的，在

发动机起动时当作起动机使用，为此，在附件传动装

置中，发电机通过 1套带自动离合器（超越离合器）的

双轴传动装置，与中、高压转子连接。当发动机起动

时，交流发电机作为起动机驱动高压转子，发动机起

动后自动转成中压转子驱动发电机等附件，提高了高

压压气机喘振裕度。

（3）设有在飞行中实时监测发动机性能参数的先

进发动机健康管理系统。

3 遄达 XWB发动机的综合性能

3.1 性能

遄达 XWB发动机是该系列发动机中风扇直径、

推力最大的 1型发动机，其与遄达 1000、以及 GE90、

GE90-115B与 GEnx等发动机的主要参数对比见表1。

从表中可见，遄达 XWB发动机与遄达 1000发

动机相比，总压比一致，涵道比略小，涡轮前燃气温度

有所提高。与 GE公司的 GEnx发动机相比，涵道比稍

图 12 遄达 XWB发动机涡轮

1级高压涡轮

2级中压涡轮

6级低压涡轮

局部空心的工作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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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总压比大很多。由于遄达 XWB发动机取证时间

（2013年初）比 GEnx发动机（2008年 4月）的晚 5

年，采用了在那 5年中新近发展的叶型气动设计、金

属和非金属材料、调节与诊断等许多技术，因此，其在

性能、经济性、排放、噪声与维修成本等均处于当今领

先的地位，是最好的发动机（GE9X 发动机在某些方

面可能优于遄达 XWB发动机，但计划于 2020年才

能投入航线使用），这也是 A350XWB客机受到航空

公司青睐的原因之一。

3.2 经济性

由于采用高的循环参数（涵道比 9.3、总压比 52）

及 21世纪初新发展的技术与材料，遄达 XWB发动

机的经济性显著优于当前在役的发动机，如图 13所

示。其中，遄达 XWB发动机的耗油率比遄达 1000发

动机的低 2.7%，比 GE90-115B发动机的低 10%。因

而，配装遄达 XWB发动机的 A350XWB宽体客机每

座燃油效率比目前飞机的高 25%。按每个航班飞行

5 h，1年飞行 5000 h计，每架 A350XWB客机可为航

空公司每年节省 250万美元。

3.3 噪声

由于采用先进的气动设计及多种降噪措施，遄达

XWB 发动机的噪声水平相当于 GE90 发动机的

50%，使 A350 XWB客机的外部噪声比目前正在运营

的同级别飞机的低 16 EPNdB（有效可察觉噪声分

贝），低于国际民航组织第 4章的要求。

3.4 排放

由于燃油能够充分燃烧，遄达 XWB发动机的排

污值较低。各型遄达系列发动机 CO2与 NOX排放值

的比较如图 14所示。从图中可见，遄达 XWB发动机

的 CO2与 NOX排放值分别比遄达 895 发动机（2000

年投入使用）的低 15%与 40%。

遄达 XWB-84与 -97发动机的一氧化碳（CO）、

氮氧化物（NOx）、未燃碳氢化合物（UHC）和烟尘

（smoke）排放值与 CAEP-6及 CAEP-8限制值的裕度

如图 15所示。从图中可见，XWB-97发动机的 NOx

值与 CAEP-6 限制值相比，有 15%的裕度；与

CAEP-8限制值相比，仍有 10%的裕度。

CAEP-8是国际民航航空环境保护委员会 CAEP

（Committee for Avi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在

CAEP-6的基础上拟订的更为严格的标准，2013年以

发动机飞机型号

遄达 1000/

B787

遄达 XWB/

A350XWB

GE90/

B777

GE90-115B/

B777-300ER

GEnx/

B787

风扇直径 /m

2.850

2.997

3.124

3.256

2.819

涵道比

10.8～11

9.3

8.5～8.8

8.4

10.0

总压比

52.1

52.0

39.3~45.5

39.3

45.0

涡轮前燃气温度 / K

－

1975
(遄达 XWB-97)

－

－

－

起飞推力 /kN

236～370

330～430

330～419

512

236～310

表 1 几型发动机主要参数

图 13 各型遄达发动机与 RB211-524H发动机的耗油率比较

遄达 700 遄达 800 遄达 500 遄达 900 遄达 1000 遄达 XWB

采用 1994年技术的
GE90-115B

-2%
1998

-2.5%
2008

-2.4%
1996

-6.9%
2002

-9.8%
2006

-13.4%
2008

-16.1%
2008

2010

2002

图 14 遄达 XWB发动机与遄达其他型号的排放值对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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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年份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年份

0

-20

-40

-60

遄达 895

遄达 500

遄达 900

遄达 1000

遄达 XWB

遄达 895

遄达 500

遄达 900

遄达 1000
遄达 XWB

图 15 遄达 XWB发动机 4项主要排放值

CAEP-6限制值

CAEP-8限制值

14% 11%

2%

65%

75%

41%

CO UHC NOx Smoke

84K A350-800/900 97kA35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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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定型的发动机要遵守此标准。在 2个标准中，NOx

限制值在低总压比时，CAEP-8 比 CAEP-6 的低

15%，在高总压比时（例如遄达 XWB-97发动机），

CAEP-8比 CAEP-6的低 10%。

上述遄达 XWB发动机排放值是在燃烧室部件

试验以及在美国空军 AEDC （Arnold Engineering

Development Center）高空台上进行的高空工作性能及

点火试验中获得的。因此，遄达 XWB发动机以其最先

进的气动性能及高效率的燃烧室有助于减少排放，使

之不但符合目前的排放标准，同时也会在可预见的未

来符合环保要求，使 A350 XWB客机平均每名乘客的

二氧化碳排放比现有大型客机的降低 25%左右。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遄达 XWB发动机从结构特点、设计

性能到整体综合评估都具备良好的特性，是目前世界

上最先进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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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动轴承内圈故障的动力学模型建立及仿真

徐可君 1，任 帅 2，秦海勤 1，贾明明 1

（1.海军航空工程学院青岛校区，山东青岛 266041；2.南昌航空大学测试与光电工程学院，南昌 330063）

摘要：针对目前滚动轴承内圈含单一点蚀故障模型无法真实再现实际故障发生过程的缺陷，基于接触理论，综合考虑内圈变

形和故障实际尺寸等因素，根据滚动体通过内圈点蚀故障形变量渐变释放的客观事实，建立了 1种滚动轴承内圈故障的动力学模

型，克服了传统模型瞬间释放变形量导致冲击力过大的缺陷。经数值仿真和试验验证表明了该模型的正确性。

关键词：动力学模型；内圈点蚀；故障诊断；渐变释放；滚动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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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s Model Establishment and Simulation of Rolling Bearing Element with Inner Race De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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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nsideration of tradition fault model of rolling bearing element with a single race defect can not show the real fault
process袁a kind of dynamics model for the rolling bearing element with inner race defect was built based on contact theory, considering the
inner race deformation and real fault sizes, and gradual releasing of deformation. It can improve the disadvantage that big impact force
caused by the deformation transient releasing of the tradition model. This new model is verified to be reasonable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validation.

Key words: dynamics model曰inner race defect曰fault diagnosis曰gradual releasing曰rolling bearing element

航空发动机
Aeroengine

收稿日期：2014-07-01
作者简介：徐可君（1963），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航空发动机寿命可靠性、振动分析、状态监控与故障诊断；E-mail：xukejunxuran@126.com。

引用格式：

第 41卷第 4期

2015年 8月

Vol.41 No. 4

Aug. 2015

0 引言

滚动轴承是旋转机械中最常用也是最易损坏的

部件之一，及时发现轴承早期故障，对预防事故的发

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必要开展滚动轴承故障的动

力学特性研究。

目前有关滚动轴承故障的分析更多是对整个转

子系统的动力学分析，对局部损伤故障轴承的研究相

对较少[1-4]。当滚动轴承存在单一点蚀故障时，故障区

承载时会释放一定的变形而产生冲击振动，通过监测

冲击振动的频率，即可判断故障是否存在[5-6]。基于该

机理，研究人员建立了各种滚动轴承单一点蚀故障模

型，例如东亚斌[7]假设滚动体滚过故障时突然释放压

力，在离开故障时又瞬间恢复原受力状态；张亚洲[8]在

Ho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滚动体的随机滑动和振动传

递函数的影响；徐东[9]根据滚动体承受载荷的状况，引

入分段函数来研究滚动轴承的故障。

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滚动体通

过故障时内圈释放变形量的影响，并基于接触变形量

渐变释放的客观事实，通过将故障释放的接触变形量

近似成 1个线性函数，建立了滚动轴承内圈单一点蚀

故障模型。该模型进一步真实揭示了内圈单一点蚀故

障机理，解决了现有模型瞬间释放变形量导致冲击力

和振动加速度过大的问题[10]，为滚动轴承状态监测和

故障诊断提供了理论支持。

1 内圈单一点蚀故障的滚动轴承模型

在滚动轴承工作时，滚动体与滚道的接触可简化

为用 1 组弹簧阻尼表示的模型。根据 Hertz接触理

论，在内外圈滚道接触角相等的情况下，滚动体与双

mailto:xukejunxura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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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滚道总的等效接触变形系数为[11]

K=[1/（1/Ko）1/n+（1/K i）1/n]n （1）

式中：Ko、K i分别为滚动体与外、内圈的接触变形系

数；对球轴承 n=1.5，对圆柱

滚子轴承，n≈1.11。

假设在内圈上某一点

存在局部点蚀故障缺陷，其

模型如图 1所示。准spall为故

障中心的初始位置角。考虑

轴承间隙的影响，第 j 个滚
动体与滚道总的接触变形

量为

啄j=xcos兹j+ysin兹j-滋-茁j姿 （2）

式中：j 为滚动体的序号；滋为径向间隙；茁j 为开关量；

姿为滚动体滚过故障区释放的变形量；兹j 为第 j 个滚
动体的位置角

兹j=棕ct+ 2仔（j-1）
Z +兹1 （3）

棕c=
12 [棕i（

Db
Dm

cos 琢）] （4）

式中：棕c、棕i分别为保持架和内圈的旋转角速度；Z为
滚动体数目；兹1为 1号滚动体的初始位置角；Db、琢为
滚动体直径及其与滚道的接触角；Dm为节圆直径。根
据图 1中的几何关系，在内圈旋转过程中故障中心的

位置角为

渍s=棕it+准spall （5）

开关量 茁j 表示滚动体是否与内圈缺陷相接触。

当第 j 个滚动体的位置角 兹j 处于故障中心的位置角

之内时，则二者接触，存在接触释放变形量；反之亦

然。因此 茁j可定义为

茁j=
1,渍s-驻准s /2<兹j<渍s+驻准s /2

0, 其它
（6）

式中：驻准s为故障的跨度角。

驻准s=2arcsin b
ri
≈ 2b

ri
（7）

滚动轴承内圈局部点蚀故障如图 2所示。从图中

可见，故障宽度为 2b，深度通常被定义为 d'。由于实

际的滚动轴承内圈不可能为完全意义上的刚性体，在

与滚珠接触时，内圈本身也会变形。由于忽略了内圈

的变形量，d'并不能完全表示内圈故障的严重程度。

实际的故障深度应该是 d'加上内圈的变形量 Cdi，即

如图 2（b）所示的 d。当滚动体通过内圈缺陷并且滚动

体接触到缺陷底部时，释放的最大接触变形量 姿max即

为 d；当滚动体通过内圈缺陷但并不能接触到缺陷底
部时，释放的最大接触形变量 姿max应该是滚动体的变

形量 Cdr和内圈的变形量 Cdi之和，即

姿max=Cdr+Cdi （8）

由图 2可得

Cdr=rb- rb

2
-b2 （9）

Cdt=ri- ri

2
-b2 （10）

则滚动体通过内圈故障释放的最大变形量为

姿m=
d d<姿max

姿max d≥姿max

（11）

目前的内圈故障释放模型是如图 3（a）所示的理

想模型，即将点蚀缺陷理想化为矩形缺口，当滚动体

一进入故障区就瞬间释放全部变形量，离开的瞬间又

重新获得接触变形；而更多实际的点蚀缺陷如图 3

（b）所示的截面为一圆弧的缺口，变形的释放和重新

获得是 1个渐变的过程[10]。当在进入和离开缺陷的接

触点 A、C点处时，|渍s-兹j|=驻准s /2，由故障释放的变形

量为零；接触点靠近弧线最低点 B时变形量逐渐变
大，并且在 B点 |渍s-兹j|=0，释放的变形量达到最大。假

设 A、C点相对于弧线最低点 B左右对称，由于实际
的点蚀故障弧线长度相较于内圈半径很小，因此弧线

图 1 内圈单点故障模型

（a）内圈故障 （b）内圈故障局部放大

图 2 内圈局部点蚀故障

（a）瞬变模型 （b）改进模型

图 3 内圈故障变形释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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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向振动速度频谱 （b）y向振动速度频谱

（c）x向振动加速度频谱 （d）y向振动加速度频谱
图 5 内圈单点故障仿真频谱

AB和 BC可近似当成直线。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实际
的释放形变量应该是在式（11）的基础上，考虑形变释

放或重新获得的渐变过程所得

姿=姿m（1- |渍s-兹j|驻准s/2
） （12）

根据 Hertz理论，第 j 个滚动体所承受的接触载
荷为

Fj=
K啄1.5，啄>0

0 ，啄≤0
（13）

将 Fj分别在 X、Y 方向进行投影，可得单个滚动
体对外圈的接触载荷为

Fxj=Fjcos兹j

Fyj=Fjsin兹j
（14）

将所有滚动体的接触载荷相加，得到外圈在 X、
Y 方向总的接触载荷分别为

Fx=
Z

j=1
Fxj

Fy=
Z

j=1
Fyj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

（15）

根据牛顿第 2定律，滚动轴承外圈的非线性振动

方程为

mx''+cx'+Fx=Fr+Fecos棕it
my''+cy'+Fy=Fe+Fe sin 棕it-mg

（16）

式中：m为外圈质量；c 为系统的等效阻尼；Fe、Fr分别

为转子偏心载荷和外加载荷。

2 含内圈单一点蚀故障的滚动轴承仿真与试

验分析

2.1 仿真分析

以 SKF6205 型轴承为例，建立如式（16）的滚动

轴承外圈的非线性振动方程。利用 4阶 5级龙格 -库

塔法求解该非线性方程。轴承的内、外径分别为 25、

52 mm，最大壁厚为 15 mm，滚动体数为 9，节径 39.04

mm。假设故障深度为 0.2 mm，宽度为 0.5 mm，初始条

件为 x=y=0，x'=y'=0，初始、终止时间分别为 0.2、0.3

s，等效阻尼 c=200 N·s/m，内圈转速 n=1772 r/min，偏

心载荷 ，偏心距 ，外加载荷 Fr=200N，滚动体通过内

圈频率（即内圈故障特征频率）的理论值为 159.93

Hz。内圈单点故障的振动速度加速度仿真曲线如图 4

所示。

从图中可见，当滚动轴承内圈存在点蚀故障时，

其速度信号在 0.1 s内约有 16次冲击，特征频率约为

160 Hz，与滚动体通过内圈的频率相对应。由于受冲

击载荷的作用，当滚动体通过故障缺陷时，导致振动

加速度的响应量值明显大于振动速度的。

低频段的信号频谱如图 5所示。从图中可见，速

度和加速度信号频谱成分主要包括：内圈转动频率

(29.3 Hz)、滚动体通过内圈频率及其高次谐波(159.9、

319.9 Hz)以及内圈转频导致的边频(130.6、189.2 Hz

等)。而频率结构中高次谐波的出现可能主要是由式

（13）的接触载荷与接触形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所

引起。振动速度信号的幅值为 10-4 m/s2量级，而振动

加速度信号的幅值为 10-1 m/s2量级，并且在速度信号

频谱结构中，滚动体通过内圈频率即内圈故障特征频

率与转动频率的比值约为 1.5，而相应加速信号频谱

结构中对应的比值约为 10，内圈故障特征频率及其

倍频相对内圈转频的比值增大，有利于故障诊断。

2.2 试验分析

为验证该模型的准确性，采用美国西储大学标准

轴承实验台的数据[12]，用电火花法在 SKF6205型轴承

内圈上加工 1个深度为 0.2 mm，直径约 0.53 mm的

点蚀故障。采样频率为 48 kHz，转速为 1772 r/min，其

时域及低频段的波形如图 6所示。

（a）x向振动速度时域波形 （b）y向振动速度时域波形

（c）x向振动加速度时域波形 （d）y向振动加速度时域波形
图 4 内圈单点故障仿真结果

t/s t/s

t/s t/s

频率 /Hz 频率 /Hz

频率 /Hz 频率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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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见，（a）时域波形很难得出任何故障信

息，而（b）的频谱可以得出内圈故障特征频率（159.9

Hz）及内圈转动频率导致的边频（189.9 Hz）、内圈转

动频率的高次谐波（129.9、359.8、389.5 Hz），与仿真

信号的结果相一致。此外，还存在大量边频，应是由保

持架转动频率、架相对内圈频率的调制作用以及背景

噪声的干扰引起。另外，需指出的是由于受试验信号

背景噪声的干扰，内圈转动频率（29.3 Hz）被噪声所

淹没，频谱结构中没有显现。

3 总结

基于Herz接触理论，建立了内圈单一点蚀故障

的滚动轴承的动力学模型。模型考虑了内圈变形量的

影响；同时基于变形量渐变释放的客观事实，给出了

滚动体进入和离开故障区时释放形变量变化规律及

计算方法，使模型更符合滚动轴承内圈故障的实际运

行状态。通过仿真和试验，证明了该模型的正确性，为

滚动轴承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提供了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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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状态方程在超临界喷射模型中的应用

范珍涔 1，范 玮 2，靳 乐 2

（1.中航工业燃气涡轮研究院，成都 610500；2.西北工业大学动力与能源学院，西安 710072）

摘要：针对超临界流体物性的特殊性，对超临界喷射数值模拟方法进行研究。基于 PR状态方程建立了考虑超临界流体特点的

超临界喷射数值模型，并采用该模型对超临界 C10H22喷射到超临界 N2环境中的喷射进行了数值模拟。对比研究了采用 PR状态方程

的真实气体模型和理想气体模型得出的密度、温度、质量分数分布以及超临界喷射长度和喷射扩张角的变化规律和差异性，并与试

验数据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２种模型在物性预测上的差异会造成以上喷射特性模拟结果的巨大差异，理想气体模型模拟结果

与试验数据误差很大，利用真实气体模型能够得到与试验数据较为吻合的结果。基于 PR状态方程的超临界喷射数值模型准确可

靠，可为碳氢燃料的超临界喷射现象提供参考。

关键词：PR状态方程；超临界喷射；数值模拟；碳氢燃料

中图分类号：V231.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5.04.003

Application of PR Equation of State in Supercritical Jet Model
FAN Zhen-cen1袁 FAN Wei2袁 JIN Le2

渊1. AVIC Gas Turb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Chengdu 610500; 2. 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袁Xi'an 710072冤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articularity of supercritical fluid袁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of supercritical jet was studied. The

supercritical jet model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PR equation of state袁 the particularity of supercritical fluid was considered. The
injections of supercritical C10H22 and supercritical N2 were simulated using the model. The comparison of real gas model with ideal gas model
was numerically investigated袁which including density distribution袁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袁 concentration distribution袁 jet length and jet
spreading angle. The results were verified by the experimental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jet characteristics simulating results of two
models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tial袁 which is due to the diversity in physical properties estimation. Compared with the ideal gas model袁 real
gas model was more accurately in simulating supercritical jet characteristics. It could be concluded that the supercritical jet model based on
PR equation of state is correct and reliable袁which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supercritical jet phenomena investigation of hydrocarbon f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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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高超声速飞行器的发展，对高性能动力装置

的需求越来越强烈。随着飞行速度的提高，发动机的

工作参数将会发生一定改变，其燃烧室中燃烧的初始

环境温度和压力有望超过航空煤油的临界值。另外，

高超声速飞行器对冷却系统的要求不断提高，作为飞

行器的惟一自带介质的燃油将作为首选的冷却介质，

燃油在冷却机体和发动机热端部件的同时自身温度

也被提升，逐渐达到并超过燃油的临界点温度。因此，

未来高速飞行器动力装置的燃烧室中必定会出现超

临界工况，而超临界喷射、蒸发和燃烧过程与常规亚

临界工况差别极大。探索液态碳氢燃料的超临界喷射

和燃烧机理成为高性能空天动力领域亟需解决的关

键问题之一。

对超临界流体的基础研究表明[1]，当典型液态碳

氢燃料———航空煤油处于超临界状态时，其既不属于

液相也不属于气相，煤油的物性表现为既具有液态煤

油的密度又具有气体的性质，具有等价的气相和液相

密度值，兼具气体的低黏度和液体的高密度以及介于

气体和液体之间的高扩散系数等特征，并且其物性参

mailto:fanzhence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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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随着温度和压力的改变而显得非常敏感。这些物性

的特殊性是造成超临界喷射及其混合燃烧过程与亚

临界情况下迥异的直接原因，国内外学者针对超临界

碳氢燃料的喷射进行了相关研究并得到了一定成果。

Newman[2]在 1971年就考虑到未来先进发动机的发展

趋势，率先对近临界热力学条件下的液态喷射进行了

研究，发现了表面张力大大减小的现象，拉开了超临

界喷射研究的帷幕；Mayer等 [3]试验研究了液氮和液

氮 /氦气混合物喷射到氮气和气态氮 /氦混合物超临

界环境中的喷射过程；Wu等[4-5]对超临界乙烯喷射到

静止的亚临界氮气环境中的现象，试验研究了临界点

附近输运参数变化对激波结构的影响；Oscbwald [6]

利用拉曼光谱法对超临界氮气自由喷射的试验研究

发现，在临界点附近的喷射所吸收的热量不会提高流

体的温度而使得喷射更为扩展，同时表面张力消失，

喷射速度和动量对于喷射的影响很小，喷射的主要控

制因素是环境的热力学参数；Chehroudi等[7]分别对亚

临界流体喷射到超临界环境中喷射与可变密度的湍

流气体喷射的喷射扩张角进行了对比试验研究，分析

发现 2 种喷射在喷射扩张角上存在定量的相似；

Barata等[8]利用可变密度喷射的数值模型对试验数据

进行了验证计算，得到了较好的吻合；Sui等[9]在非常

接近临界点的情况下进行了超临界 SF6流体喷射到

静止的 N2和 CO2高压环境的试验研究；Chen [10]研究

发现超临界喷射的射流穿透长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是

喷射温度和腔室的压力；Douthip[11]通过试验和数值计

算对比研究了超临界喷射长度和喷射扩张角随着喷

射流量和温度的变化规律，并与相同流量和出口压力

下的亚临界喷射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超临界的喷射

长度要小于亚临界的。上述研究中，绝大部分都以小

分子、单组分的燃料为研究对象，使用实际液态碳氢

燃料的极少。同时，大部分研究针对跨临界喷射，对于

超临界流体喷射到超临界环境中的研究很少。

本文以液态碳氢燃料的超临界喷射为背景，考虑

超临界流体物性的特殊性，对比 PR方法与理想气体

方法应用于超临界喷射的可行性，得出了能够较为准

确模拟超临界喷射的数值模型。

1 PR状态方程及其热力学关系

在超临界喷射中应该考虑到实际气体效应，压缩

因子 z的定义为

z= PV m

RT （1）

式中：T和 P分别为温度和压力；V m为摩尔体积；R 为
气体常数。

对于理想气体来说 z=1，而对于超临界流体来

说，通常 z<1。

Peng-Robinson[12]考虑到实际气体的效应，建立了

2参数的状态方程，即

P= RT
V m-b - a

V m

2
+2bV m-b2

（2）

式中：参数 a和 b 的值可以由物质的临界性质求得，
其与临界压缩因子 zc的具体取值见表 1。

从表中可见，f棕是 1个关于偏心因子 棕的函数，
可以由式（3）求出。Pc、Tc分别为物质的临界压力、临

界温度。典型物质的临界状态参数见表 2。从表中可

见，一些典型物质的临界参数、压缩因子和偏心因子

的值，大部分物质的实际临界压缩因子值与上述方法

计算得到的值都非常接近。

f棕=0.37464+1.54226棕-0.26992棕2 （3）

进行超临界流体热力学参数的计算可以采用相

对偏差法：选定参考状态，将热力学参数通过状态方

程与 P、V、T相关联。各种热力学参数的解析表达形
式为

A-A 0=-
V

∞
P- RT

V dV-RT ln V
V 0

（4）

S-S0=- 坠坠T（A-A 0）v=
V

∞

坠P坠T V
- P

V dV+R ln V
V 0（5）

H-H0=-（A-A 0）+T（S-S0）+RT（Z-1）=
V

∞

坠P坠T V
-P dV+RT（Z-1） （6）

式中：S和 H分别为熵和焓；S0和 H0分别为参考状态

a

0.07780RTc

Pc

b

0.45724（RTC）2

Pc
1+f棕 1- T*姨蓸 蔀蓘 蓡 2

zc

0.321384

表 1 PR状态方程中参数的取值

物质

N2

O2

H2

H2O

Pc /105 Pa

33.9

50.4

13.0

220.4

Tc /K

126.2

154.6

33.2

647.3

V c /( m3/kg)

3.19e-3

2.29e-3

3.22e-2

3.11e-3

棕

0.0358

0.0298

-0.2324

0.3852

zc

0.2886

0.2873

0.3033

0.2280

表 2 典型物质的临界状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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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熵和焓值。

对于定压比热和定容比热，同样可以采用相对偏

差法来求得。真实气体比热可以表示为

Cp=Cp
0
+驻Cp，Cv=Cv

0
+驻Cv （7）

式中：驻Cp和 驻Cv称为剩余比热容，表达式为

驻Cp=T 坠2P坠T2
v
dV-

T（坠P/坠T）V
2

（坠P/坠T）T
-R （8）

驻Cv=T 坠2P坠T2
v
dV （9）

式（8）、（9）定义了真实气体比热和理想气体比热

之间的关系，通过将 PR状态方程代入上述公式中，

即可以求出所有的热力学参数值。

2 数值模型的建立

2.1 物理模型

本文主要对航空煤油的常用替代燃料———C10H22

（正癸烷）喷射到超临界 N2环境的超临界喷射过程进

行了数值模拟。计算的物理模型如图 1所示。从图中

可见，燃料进口直径为

0.254 mm，N2 进口宽度

为 3.968 mm，喷射腔室

充满 N2。具体边界和工

况 条 件 的 设 置 与

Douthip [11]的试验中的保

持一致，见表 3。

2.2 数值模型

将控制方程微分化之后，可以得到

坠q坠t + 坠（fi-fv）坠x + 坠（gi-gv）坠y + 坠（hi-hv）坠z =S （10）

式中：q 向量为相关的独立守恒变量；f、g和 h分别为
在 3个空间方向上的通量；S为源项。下标 i和 v分别
为无黏和黏性流动项。基于雷诺平均的 Navier-Stokes

方程，独立变量和无黏通量可以表示为

q=

e
籽
籽u
籽v
籽w
籽滓1

籽滓N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fi=

（e+p）u
籽u
籽u2+p
籽uv
籽uw
籽u滓1

籽u滓N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gi=

（e+p）v
籽v
籽vu
籽v2+p
籽vw
籽v滓1

籽v滓N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hi=

（e+p）w
籽w
籽wu
籽vw
籽w2+p
籽w滓1

籽w滓N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11）

式中：e 为单位体积内的总能量；u、v 和 w分别为各方
向的速度；滓i为在湍流模型中的一些湍流传输特性，

例如湍流动力学能等。

上述结构形式适用于多相流计算。式中前５行

表示标准的欧拉方程，分别为能量方程、连续方程和

3个动量方程。将实际气体的状态方程（P=z籽RT）用守
恒变量表示为

P=（酌-1）（e- 1
2z籽（（z籽u）2+（z籽w）2）） （12）

式中：酌为比热比：z 可通过状态方程得出。黏性项定
义为

fv=

K 坠T
坠x +u子xx+v子xy+w子xz

0
子xx

子xy

子xz

籽D 坠滓1
坠x

籽D 坠滓N
坠x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gv=

K 坠T
坠x +u子xx+v子yy+w子yz

0
子xy

子yy

子yz

籽D 坠滓1
坠y

籽D 坠滓N
坠y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hv=

K 坠T
坠x +u子xx+v子yz+w子zz

0
子xz

子yz

子zz

籽D 坠滓1
坠z

籽D 坠滓N
坠z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13）

式中：K 为热传导系数；D 为扩散系数；子ij 为黏性压

力，定义为

子xx=2滋 坠u坠x - 2
3
滋（坠u坠x + 坠v坠y + 坠w坠z ）

子yy=2滋 坠v坠y - 2
3
滋（坠u坠x + 坠v坠y + 坠w坠z ）

子zz=2滋 坠w坠z - 2
3
滋（坠u坠x + 坠v坠y + 坠w坠z ）

子zy=滋（坠u坠y + 坠v坠x ）子zz=滋（坠u坠z + 坠w坠y ）子yz=滋（坠y坠z + 坠w坠y ）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14）

式（14）首先假定了斯托克斯法在气体计算中的

正确性，因此衍生出第 2黏性系数 资，其值为动力黏
度 滋的 2/3。

图 1 物理模型

参数

C10H22喷射温度 /℃

N2温度 /℃

C10H22流量 /（g/s）

N2流量 /（g/s）

腔室压力 /（MPa）

腔室温度 /℃

取值

405

588

0.4

3.6

2.65

588

与 C10H22临界参数的比值

405/368=1.1

588/368=1.6

2.65/1.96=1.35

588/368=1.6

表 3 数值计算模型的边界和工况条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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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同样可以通过状态方程由守恒变量求出，即

T= P
z籽R =（ e

z籽 -（z籽u）2+（籽v）2+（籽w）2

2籽2 ）（酌-1）
R （ 15）

源项则可表示为

S=（0 0 gx gy gz 赘1 … 赘n）T （16）

式中：gx、gy和 gz为体作用力；赘i为源项。

3 结果分析

利用上文的物理和数值模型对采用了 PR 状态

方程的实际气体模型和理想气体模型进行了对比数

值研究。2种模型对进口参数预测的相对误差（理想

气体模型预测值－实际气体模型预测值）/ 理想气

体模型预测值×100%）见表 4。从表中可见，2种模型

对氮气参数的预测差距很小，而对燃油参数的预测差

距较大。

表中 Re 的数值可根据式（17）由进口流速 V、进
口处动力黏度 滋、密度 籽和进口直径 Dinj求出。

Re= 籽DinjV
滋 （17）

为了评估这种影响，基于数值计算结果，对 2种

模型所求得的喷射稳定后的各物性参数的分布进行

了对比。

3.1 密度的分布

2种模型求得的喷射稳定后的密度分布和不同

径向距离上密度沿轴向的分布情况分别如图 2、3所

示。图中，横坐标 X/Dinj为轴向距离 X 与喷嘴直径 Dinj

之间的比值，纵坐标 Y /Dinj为径向距离 Y 与喷嘴直径
Dinj之间的比值。通过计算结果可知，图 2中的实际气

体模型模拟结果与文献[11]中的数值模拟和试验结果

较为吻合，而理想气体模型模拟结果的误差很大。理

想气体的密度预测偏低，速度预测值偏高，动量预测

偏大。因此，造成密度较大的区域分布长度预测偏高。

从图 3中可见，距离喷嘴中轴线越远的位置，2

种模型的密度预测值越接近。越远离中轴线，氮气量

越大，理想气体模型预测气态密度的准确性较高，因

而越远离中轴线，理想气体模型密度预测越接近真实

值。同时，在理想气体模型预测结果中，沿轴向方向，

在 X/Dinj=45～50处出现陡降，而在实际气体模型预

测结果中，该现象发生于 X/Dinj=60～70处。这是由于

理想气体模型预测超临界燃油密度值偏低，与氮气的

密度差距更小造成的。燃油和氮气密度差距越小，在

混合过程中，在相同氮气质量分数下，混合体系密度

越接近氮气，出现明显下降的位置越靠前。

3.2 温度

2 种模型求得的喷射稳定后的温度分布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由实际气体模型求出的温度分布

场在轴向温度逐渐升高，在 X/Dinj≈65时与环境气体

的温度一致，而由理想气体模型求出的温度分布场则

在轴向在计算域内一直未能与环境气体的温度一致。

参数

籽/（kg/m3）

V /（m/s）

滋/（滋Pa·s）

Re

Z

定压比热 /（J/mol·K）

M=籽v2（kg/ms2）

理想

67.7

116.6

12.6

159129

1

470

9.20×105

实际

101.8

77.6

15.9

126196

0.615

528.65

6.13×105

误差 /%

-33.5

50.3

-20.8

26.1

62.6

-11.1

50.1

理想

10.4

5.1

35.3

11924.2

1

31.4

270.5

实际

10.3

5.1

37.8

11028.5

1.006

31.9

267.9

误差 /%

0.97

0

-6.7

8.1

-0.6

-1.6

0.97

C10H22 N2

表 4 2种计算模型对进口参数预测的相对差异

图 2 2种模型求得的密度分布

图 3 不同径向位置的密度沿轴向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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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径向位置上的燃油质量分数沿径向的分布

由于理想气体的定压比热在温度较高的情况下，

预测值比实际气体的大得多，偏离真实情况量太大，

因此升温过程的模拟变得很缓慢，造成了图中这种明

显的区别。从图中还可见，在喷射温度较低的核心区

域长度内，理想气体模拟得到的结果比实际气体模拟

得到的结果要低一些，这同样是由比热预测的差异造

成的，在温度较低时，采用理想气体方法求出的比热

值比实际情况的低，造成升温过程较快，低温核心区

域长度预测偏小。2种模型求得的燃油和环境的交界

面情况有所不同，由理想气体模型求得的温度分布云

图出现了湍流特征，这是由于理想气体模型求得的喷

射雷诺数过大所造成的。

不同径向位置上的温度沿轴向的分布如图 5所

示。从图中可见，在燃油温度较低的情况下

（X/Dinj<40），理想气体模型求得的温度随轴向距离的

增大变化相对剧烈；而在燃油温度较高的情况下

（X/Dinj>40），理想气体求得的温度随轴向距离增大的

变化相对缓慢。这同样是由于理想气体热力学参数预

测的巨大误差造成的，在燃油温度较低的情况下，理

想气体模型预测的定压比热比实际值低，而在燃油温

度较高的情况下，理想气体模型预测的定压比热比实

际值高。

3.3 质量分数分布的预测

不同轴向和径向位置上燃油质量分数的分布分

别如图 6、7所示。从图 6中可见，理想气体模型计算

得出的燃油质量分数减小为零的轴向位置大概在
X/Dinj=50处，而实际气体模型得出的则约在 X/Dinj=70
处。这说明理想气体模型得出的燃油轴向扩散区比实

图 4 2种模型求得的温度分布

图 5 不同径向位置上的温度沿轴向的分布

图 6 不同轴向位置上的燃油质量分数沿轴向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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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气体模型模拟得出的低很多，这是由于理想气体模
型只适用于中低压条件下的流体喷射扩散过程的模
拟，且由于理想气体模型在预测密度、温度等物理量
时均有一定误差，而这些物理量都是影响扩散过程的
重要因素。同样，图 7中的沿径向燃油质量分数的分
布预测的差异也是上述原因造成的。
3.4 喷射长度和喷射扩张角的预测
喷射长度和喷射扩张角的计算方法与文献[11]中

一致，即：喷射长度定义为喷射稳定后喷嘴出口到中
心轴线上 C10H22质量分数为 0.2位置的距离；喷射扩
张角定义为喷嘴出口处密度明显分界面的切线夹角。
２种不同模型计算得出的喷射长度和喷射扩张角的
结果分别如图 8、9所示。计算结果与 Doungthip试验
值[11]的对比见表 5。

从表中可见，采用实际气体模型能够较为精确地
预测出喷射长度和扩张角的值，而采用理想气体方法
得到的结果与实际情况偏差非常大。这是由于喷射长

度和扩张角的定义是基于密度或者质量分数的，而理

想气体模型预测密度和质量分数都有较大误差，从而

造成预测喷射特性产生巨大误差。

4 结论

以未来高性能航空发动机燃烧室中可能出现的

超临界工况为研究背景，基于 PR 状态方程法，建立

了考虑超临界喷射物性特点的数值计算模型。并将该

计算模型与基于理想气体的计算模型进行了对比研

究，分别得到了不同喷射模型的密度、温度、质量分数

分布以及超临界喷射长度和扩张角的变化规律和差

异性。通过与已有的试验结果对比，验证了基于 PR

方法模型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该数值模型的建立和验

证将为研究碳氢燃料的超临界喷射现象提供 1种有

效的数值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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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种模型对喷射长度的计算结果

图 9 2种模型对喷射扩张角的计算结果

方法

实际气体

理想气体

试验值

喷射长度 /

mm

15.9

12.7

15

相对误差 /

%

6

-15

喷射扩张角 /

（毅）
4.92

9.6

5

相对误差 /

%

-1.6

92

表 5 喷射长度和扩张角计算值与试验值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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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涵道比发动机涡轮过渡段气动改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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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涵道比发动机的发展对涡轮过渡段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依据涡轮过渡段设计流程的 5个步骤对某大涵道比发动

机过渡段进行气动设计，并且对原型进行 3维校核分析。总结过渡段内流动的特点，在原型的基础上进行改型设计。结果表明：通过

控制流向面积分布规律能够确定过渡段沿流向的压力分布，选择合理的流向面积分布规律形式、改变过渡段流道型线的曲率能够

改善当地的局部流动，获得更好的设计。改型设计消除了原型设计中存在的流动分离，并且减小了二次流损失，增大了过渡段的总

压恢复系数。

关键词：涡轮过渡段；气动设计；流动分离；二次流；大涵道比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5.04.004

Retrofit Design of Intermediate Turbine Duct of High Bypass Ratio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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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bypass ratio engine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of the design technology of intermediate
turbine duct. According to the five steps of the intermediate turbine duct (ITD) design, an aerodynamic design of the ITD of a high bypass
ratio aeroengine was performed, and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was done thereto. The flow field in the ITD was analyzed, while the features
of the ITD were summarized, and a new design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at. The results show that by controlling the flow area distribution
of the ITD, the pressure distribution along the flow direction can be determined. By choosing a reasonable distribution of the flow area and
curvature of the ITD, a better design can be obtained. The new design eliminated flow separation area, reduced the secondary flow loss and
improved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of the I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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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大涵道比发动机的发展，高、低压涡轮间的

径向尺寸差逐渐增大，同时为了减轻涡轮风扇发动机

的质量还要求过渡段的轴向尺寸尽可能小，导致目前

过渡段的扩张角不断增大。作为连接高、低压涡轮的

过渡部件，过渡段的设计自由度很低，根据上游高压

涡轮确定过渡段的进口尺寸和气动条件，根据低压涡

轮确定其出口尺寸。低压涡轮还会对过渡段出口的流

场品质提出要求，例如降低过渡段出口马赫数和较均

匀的出口流场。这些限制条件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过渡

段的气动设计难度。邹正平等[1]指出过渡段内部复杂

流动机理优化过渡段设计对提高涡轮性能有重要作

用；文献[2-8]讨论了上游静子的尾迹、气流角、支板

等对过渡段内流动的影响；Marn等[9]通过试验和数值

手段研究了高压涡轮转子出口气流角、尾迹对过渡段

性能的重大影响。上述研究说明过渡段的设计必须依

据设计点的进口气动条件进行。文献[10]通过调整流

线曲率的方式优化了原型过渡段的性能；Wallin等[11]

通过对过渡段流道面积分布规律的优化设计减小了

过渡段内总压损失；孙志刚等[12]优化了某型燃气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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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过渡段的子午流道，认为沿流向的面积分布规律

是过渡段优化的 1个重要方向。

本文依据过渡段设计的特点，提出了过渡段设计

的 5个步骤，对某大涵道比发动机的过渡段进行气动

设计，并且对原型进行 3维改型优化。

1 过渡段设计流程

过渡段的几何描述如图 1所示。按照文献 [13]所

述，在不考虑过渡段轮毂和机匣流道的情况下，用于描

述过渡段进、出口几何的参

数共有 7个。将这 7个参数

无量纲化后得出 3个无量

纲参数：仔AR、Lx/h1、专。仔AR定

义为过渡段出口面积除以

进口面积，表征过渡段进、

出口之间的压力差；Lx/h1

表征过渡段的无量纲长

度；坡角 专表征过渡段内
气流平均爬升角度。

过渡段的气动设计是

1个反复迭代的过程（如

图 2所示），一般包括 5个

步骤：几何参数选取、进口气动条件分析、支板叶型设

计、流道型线设计和 3维气动性能校核。设计时应对

这 5个步骤反复迭代，寻求最佳的设计方案。

1.1 总体几何参数选取

首先依据发动机的总体方案和高、低压涡轮对过

渡段几何尺寸，即进口几何尺寸、流道倾角以及出口

尺寸、流道倾角的要求计算出过渡段进、出口的面积

比 仔AR和高、低压涡轮之间的径向尺寸差；通过发动

机总体方案确定出过渡段轴向长度的尺寸范围，选取

1个合适的轴向长度，可以计算过渡段的长高比 L/h1

和爬升角 专。根据几何参数与流动分离的经验关系[3]

可初步判断有无流动分离的危险，若有则应该考虑重

新选择几何参数。

1.2 进口气动条件分析

气动条件包括过渡段进口边界条件和过渡段出口

气动条件。过渡段的目的是为低压涡轮进口提高稳定的

高品质的流场，在设计过渡段流道和支板时必须提前考

虑低压涡轮进口气动条件的特殊性，如过渡段出口马赫

数、气流角沿径向分布、支板的周向时序位置等。

1.3 支板叶片造型

通过 1.1和 1.2的步骤基本能确定设计点过渡段

进口马赫数的范围，选择在该马赫数下表现不错的

NACA叶型作为原始叶型进行设计。根据支板最大厚

度的要求以及所选叶型最大厚度与弦长比例，给出合

适的支板弦长（考虑过渡段轴向长度）。支板内部需要

通过液压和控制管路，因此必须采用最大厚度积叠，

积叠线垂直于最大厚度所在曲面。

1.4 流道型线设计

支板会对流道产生阻塞作用，设计流道型线必须

考虑支板的影响。设计流道型线要确定沿流向的面积

比，合适的面积分布规律能够保证过渡段内总的流动

比较合理，在面积分布的基础上修改轮毂和机匣的局

部型线来改善局部流动。然后根据图 1中选取的几何

参数，将流道几何型线与高、低压涡轮相连，在接口处

保证型线在几何和曲率上的连续，至此完成过渡段的

初步设计。

1.5 3维流动校核

利用数值模拟手段对过渡段进行气动性能校核。

气动性能的要求包括过渡段的流动损失要求和低压

涡轮进口流场的品质要求。若不满足二者之一则需要

考虑是叶型问题还是流道型线问题。确定问题后重新

进行 1.5步骤，修改完成后进行验证，直到满足设计

要求为止；如经过若干轮迭代都不能满足要求，则返

回步骤 1重新选择总体几何参数。

2 过渡段设计

2.1 过渡段原型设计

本次过渡段的总体损失是总压恢复系数 >0.99，

设计方案的自由度很低。总参数与流动分离的关系如

图 3所示。本方案的总体参数已经靠近分离区域，存

图 1 过渡段几何描述

图 2 过渡段设计流程

图 3 总体参数与流动分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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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大的设计难度。

过渡段进口平均气流

角与支板几何构造角相差

很小。过渡段进口气流角

如图 4所示。从图中可见，

该边界条件的气流角沿径

向分布相当不平衡，从叶

根到叶尖气流角相差近 45毅。支板稠度很小，整流能
力有限。在 10%、100%叶高处气流角与几何构造角的

差值最大，考虑到在过渡段内存在较强的逆压梯度，

在大攻角下很容易在达到支板最大厚度之后引起分

离，增加过渡段的损失。所以在设计过渡段时要充分

考虑气流角沿径向不同分布带来的问题。

过渡段进口总压沿径向分布如图 5所示。从图中

可见，过渡段进口轮毂处的总压低于平均总压，说明

轮毂处流体机械能小，抵抗逆压梯度的能力较弱，所

以在设计过渡段型线时要

通过调整轮毂型线的曲率

来提高上端壁处低能流体

流通性。机匣处总压大于

进口平均总压，其流体能

量大流通性能比机匣处

的好。

过渡段支板的叶型如

图 6所示。在设计条件下

过渡段进口马赫数为

0.42，所以选择叶型为低

马赫数下性能优异的叶型

作为基准叶型。过渡段的

流道如图 7所示。对支板

前尾缘均采取一定的掠型

处理以减轻对涡轮级的势

干扰。过渡段流道型线的设计遵循面积分布最优原

则，在过渡段支板前半部分迅速增加面积，这样处理

虽然使过渡段进口附面层厚度迅速增加，但由于过渡

段进口速度较高，可以承受比较大的逆压梯度。在过

渡段后半部分缓慢增加面积，尽可能保持附面层不再

增厚。对过渡段流道型线再进行局部修饰，机匣在支

板 3/4之前上凸，之后稍微回收以加速该部分流体用

来改善机匣部分低能流体堆积的情况。通过上面 4个

步骤的分析，得到初步的过渡段设计方案。

2.2 过渡段 3维数值校核

采用 CFX12.0完成数值计算，计算形式为定常单

通道。采用时间追赶的有限体积法确定数值，空间离

散和时间离散均采用高精度格式（High Resolution），

采用多重网格技术加速收敛。工质通过变比热气体模

拟实际燃气。湍流模型选取为 2方程的 SST模型，计

算中进口给定总温、总压和气流角，出口给定静压平

均值。网格采用结构化网格，总数约 52万，所有壁面

y+<2，并保证所有壁面附近膨胀比 <1.2，符合 SST湍

流模型对过渡段网格的要求。

2.3 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过渡段数值模拟的总参数结果见表 1。从表 2可

知：总压恢复系数满足设计要求，过渡段内的流动损

失较小。静压升系数较小，表明过渡段的扩压能力不

足。过渡段的出口气流角

接近轴向，说明过渡段的

整流能力相对较强。

过渡段不同叶高静压

升系数与流线如图 8 所

示。从图中可见，50%和

95%叶高截面的流动和静

压升系数分布基本合理，

流线均匀。支板 10%叶高

截面处的流动较差，在叶

片最大厚度附近存在分

离，整个截面的二次流较

强，由该处气流攻角过大

引起。从 10%和 95%叶高

截面的静压升系数分布可

见，在支板前（从轮毂到机

匣）存在较强的径向压力

梯度，导致较强的径向迁

移，增加二次流损失。

过渡段内部流动分离

如图 9所示。从图中可见，

分离发生于支板前缘和轮

毂支板厚度最大处附近。

支板前缘分离主要由来流

的攻角较大引起，而且机

匣处支板前缘的分离区小

于轮毂处支板前缘的分离

图 5 过渡段进口总压沿

径向分布

图 6 过渡段支板叶型

图 7 过渡段流道

参数

总压恢复系数

静压升系数

出口气流角 /（毅）
出口马赫数

数值

0.9917

0.4082

90.0858

0.3267

表 1 过渡段数值模拟结果

图 8 不同叶高截面叶高

静压升系数与流线

（a）10%叶高

CP

（b）50%叶高

CP

（c）95%叶高

CP

图 4 过渡段进口气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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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过渡段内部流动分离

（速度 <0的等值面）

区，这是由 2 个原因引

起：从进口边界条件分析

可知机匣处的攻角小于

轮毂处的攻角；机匣处的

流体经过吸力峰的加速

后抵抗分离的能力较强。

轮毂处分离的形成原因

是来流处轮毂的流体总

压较低（仅为平均值的

94%），说明该处流体速度较低，且在轮毂处是减速增

压，所以该处流体抵抗分离的能力较弱。

从支板表面极限流线可知，机匣上端壁附近存在

较强的二次流，主要由于过渡段支板展弦比极小，且

径向压力梯度较大所致。同时支板靠近 0毅一侧的流
动状态明显差于靠近 30毅一侧的。这是由轮毂处很大
攻角导致的，它让支板表面的径向迁移更加严重。

过渡段轮毂和机匣周

向平均静压升系数分布如

图 11所示。从图中可见过

渡段轮毂和机匣的流动特

点。沿着机匣端壁，首先会

有一小段的顺压力梯度，在

第 1个弯角处出现吸力峰，

随后流道面积迅速扩大，与型线曲率共同导致流道内

存在很强的逆压梯度，静压升系数迅速增大，这段强

逆压梯度作用区大致结束于支板最大厚度附近，之后

直至过渡段出口，流体处于 1个弱逆压梯度作用下，

在轮毂处，气流 1弯之前流体受到 1个弱逆压梯度，

之后的流体处于 1个更微弱的逆压梯度作用之下直

至 80%轴向位置处，从 80%轴向位置到出口流体处

于顺压力梯度作用下，这主要是机匣型线上凸后，局

部修型与低压涡轮流道光滑连接所致。

上述分析说明：轮毂处的流体所处的逆压梯度较

弱，流动状态较好，因此在轮毂处理论上不应该出现

分离。但是轮毂的流动明显比机匣的差，且产生了流

动分离，这是由进口边界条件所引起。轮毂处的流体

存在较大攻角，且流体总压较低，为低能流体，抵抗分

离的能力很弱，容易在靠近 0毅一侧形成分离。
图 12过渡段出口轴向马赫数分布如图 12所示。

从图中可见，过渡出口轴向马赫数在周向分布不均，

在机匣处高而在轮毂处低，这主要由来流边界条件所

导致。在支板尾迹区域存在 1个低轴向马赫数区域，该

区域的形成与靠近 0毅一侧支板叶中形成的强二次流有
关。按照文献[10]所述，强二次流会产生较大损失。

分析出口截面的轴向马赫数可知，过渡段的出口

不能为下游的低压涡轮提供高品质的来流。

过渡段进、出口周向平均的总压系数沿径向的分

布如图 13所示。从图 13中可见，在经过过渡段之后，

轮毂处的总压系数与平均值间的差值变小，说明轮毂

流体在通过过渡段时与高能流体发生能量交换，且从

图 11可见，在 40%轴向位

置之后存在从机匣到轮毂

的压力梯度，这种压力梯度

会引起从机匣到轮毂的径

向迁移，使轮毂区域的流体

能量得到恢复，有利于提高

流场的均匀性。

过渡段进、出口周向平

均总压系数和气流角沿径

向的分布如图 14所示。从

图中可见，经过过渡段之

后，气流角的不均匀性明显

改善。10%叶高流体的攻角

基本消除，在 80%叶高以下

的流体气流角都接近轴向

的，只有机匣区域的的气流

图 11 过渡段机匣周向平

均静压升系数沿轴向分布

图 12 过渡段出口轴向马赫数分布

图 13 过渡段出口周向平

均总压系数沿径向分布[13-14]

图 14 过渡段出口周向平均

气流角沿径向分布

（a）靠近 30° （b）靠近 0°

图 10 支板表面静压与极限流线

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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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过渡段出口周向平均

总压系数沿径向分布

图 17 过渡段内部流动分离

（速度小于 0的等值面）

角与轴向还相差 10毅。这是由于机匣区域一直处于逆
压梯度作用下，附面层比较厚所引起的。

过渡段内损失主要由摩擦损失、附面层分离损失

和二次流损失组成[15]。过渡段进口马赫数较低，所以

摩擦损失不大；二次流损失与过渡段的来流条件和具

体流动有关，在本算例中由于来流条件很不均匀，掺

混损失较大，因此产生的二次流损失较大；本算例中

在轮毂处出现分离，所以会有一定的分离损失。

通过对原型过渡段的数值模拟可以发现本算例

存在 2个问题：支板表面存在很强的二次流，且过渡

段出口的流场均匀度不符合低压涡轮进口条件要求；

在轮毂处存在流动分离，影响周围流体的流动状态。

因此需对此进行改进。

2.4 过渡段气动设计改型

依据过渡段设计流程图进行改型设计。在改型设

计中考虑到叶根进口总压过低，轮毂的扩压不宜过

大，通过调整轮毂流道型线对机匣和轮毂的压力分布

重新设计，改善过渡段流道内的二次流，消除轮毂区

域的分离团。原型过渡段支板的性能较好，所以在改

型过渡段中未修改。

原型与改型过渡段流道对比如图 15所示。从图

中可见，考虑到叶根进口总压过低，轮毂的扩压不宜

过大，改型修正通过调整轮毂流道型线的方式对机匣

和轮毂的压力分布重新设计。原型设计中机匣处的流

动较好，所以在改型设计中未修改。过渡段原型与优

化方案面积比沿流向分布如图 16所示。从图中可见，

优化设计主要是修正原型产生分离区域的流向面积

分布规律。

对优化设计过渡段进行 CFD 3 维数值模拟，并

将其与原型过渡段的总参数对比分析，结果见表 2。

从表 2可知，过渡段出口的总压恢复系数明显增大。

过渡段出口的静压升系数增大，说明过渡段出口

的扩压能力提高，流动得到改善。过渡段之后马赫

数降低，对低压涡轮的设计有利。

过渡段内部流动分离如图 17所示。从图中可见，

在过渡段轮毂处的分离已经消除，但是过渡段支板前

缘的分离尚在，这是因为

支板前缘的分离团由来流

条件决定，除非改变支板

的几何构造角，否则分离

无法消除。而优化的过渡

段已经消除了流动分离，

证明优化效果比较明显。

过渡段出口周向平均

总压系数沿径向分布如图

18 所示。从图中可见，优

化改型对总压系数沿径向

的分布影响不大，但由于

减小了二次流，所以在

40%区域强二次流产生的

总压亏损有所改善。

过渡机匣出口的轴向马赫数如图 19所示。相对

于原型，过渡段出口的流场有一定改善，但优化的过

渡段出口轴向马赫数在周向分布还很不均匀，在机匣

处高，主要是来流边界条件所造成的。在支板 40%叶

高尾迹附近存在 1个低轴向马赫数域，其形成与靠近

0毅一侧支板叶中形成的强二次流有关。由于过渡段支
板是对称叶型，过渡段一侧的流动好而另一侧的不

好，这是由来流边界条件形成的，只修改支板和流道

型线对改善支板上的强二次流作用不大。

图 15 原型与改型过渡段

流道对比

图 16 过渡段原型与优化

方案面积比沿流向分布

参数

总压恢复系数

静压升系数

出口气流角 /（毅）
出口马赫数

原型数值

0.9917

0.4082

90.08

0.3267

优化数值

0.9928

0.4223

89.98

0.3220

表 2 原型与优化改型之后总参数对比

图 19 过渡段出口轴向马赫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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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本文依据过渡段设计流程的 5个步骤对某大涵

道比发动机的过渡段进行气动设计，并在原设计的基

础上进行了改型设计，得到以下结论：

（1）本文提出的过渡段 5步设计流程方法可行，

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2）通过控制流向面积分布规律能够确定过渡段

沿流向的压力分布，改变过渡段流道型线的曲率能够

改善改形区域附近的局部流动。

（3）在过渡段的设计中要重视并充分考虑对来流

边界条件的分析，必要时对将高压涡轮和过渡段作协

同设计，以保证低压涡轮的进口流场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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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遗传算法的涡喷发动机身份证模型建立

陈 煜 1，2，黄金泉 1，罗启君 1，2，鲁 峰 1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 210016；2.中航工业贵州黎阳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贵州平坝 561102）

摘要：为建立发动机身份证模型，针对发动机个体差异和寿命期内性能蜕化引起的发动机模型与真实发动机之间的失配问

题，提出 1种基于遗传算法的发动机部件级模型自动修正方法。在发动机部件级模型中，引入能反映个体发动机部件特性的性能调

节因子。根据发动机试车数据与待修正部件级模型输出数据，以发动机关键测量参数残差最小为优化目标，采用遗传算法获得不同

换算转速下的特性修正系数，建立发动机身份证模型。以某型涡喷发动机为对象进行试验验证，结果表明该方法能有效提高发动机

部件级模型精度，适用于建立发动机身份证模型。

关键词：涡喷发动机；部件级模型；部件特性修正；遗传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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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Turbojet Engine Identification Model Based on Genetic Algorithms
CHEN Yu1袁2 HUANG Jin-quan1, LUO Qi-jun1袁2 LU Feng1

渊1. 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 Nanjing 210016袁 China;
2. AVIC Guizhou Liyang Aero-Engine(Group) Ltd.袁 Pingba Guizhou 561102袁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identification model of a turbojet engine, based on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real engine and the
engine model caused by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in the life time, an automatic modification of component-level
model from genetic algorithm (GA) was proposed. Performance adjustment factor which can reflect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engine
components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engine component-level model. The optimal target was to minimize the errors of key measurements
based on engine test data and the output of the component-level model. The correction coefficients were obtained using genetic algorithm
and the identification model of the engine was built. The demonstration test was conducted on a turbojet engin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del
precision of the engine components was effectively improved by this method and the method is suitable for building up certificate turbojet
engin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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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模型计算精度问题受到工程建模人

员广泛关注。模型精度除了受所建气动热力学模型与

航空发动机真实工作过程吻合程度的影响，更受制于

航空发动机部件特性 [1]和其他部件参数的准确性影

响[2]。由于同系列的其他发动机在制造与安装上存在

公差，部件的效率和流量随使用时间变化发生蜕化，

导致发动机部件特性存在个体差异。因此有必要开发

发动机模型的功能模块，真实反映发动机部件的特

性，解决发动机模型与真实发动机之间失配性问题，

建立发动机身份证模型，即个体模型。

20世纪 90代初以来，国内外学者提出一系列航

空发动机部件特性和模型参数修正方法[3-4]。Stamatis

等提出 1种根据发动机实际测量数据校正发动机部

件特性的方法，将发动机模型的残差向量以及待修正

参数误差的加权平方和作为代价函数，采用非线性广

义最小残差法，解共同工作方程[5-6]；Kong Changduk等

提出基于遗传算法生成部件特性图的方法，将压气机

部件特性图拟合为 3次多项式，并根据遗传算法寻优

求解多项式的常系数[7]；Joachim Kurzke介绍了基于模

mailto:12002194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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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燃气涡轮部件特性修正方法，研究大气环境条件

对发动机流道内变量的影响，给出详细的校准方法[8]；

段守付等提出用加权函数法和卡尔曼滤波方法对模

型和特性图进行修正 [9]；陈策等提出 1 种将 BP神经

网络应用于涡扇发动机部件特性的方法，插值和外推

出较为准确的部件特性数据[10]；吴虎等对发动机部件

特性修正方法进行发展，以试车数据与模型计算数据

之间误差最小为寻优目标，采用单纯形法修正通用部

件特性[11]。上述修正方法在原理上存在相似性，在求

解非线性方程组或者进行非线性寻优的方法不同。

本文采用具有高效、并行、全局搜索能力的遗传

算法修正发动机部件特性，建立涡喷发动机身份证模

型。不改变模型的核心计算部分，通过遗传算法寻优

求出高 /低压压气机部件特性的调节因子，按比例缩

放通用部件特性，以提高发动机模型精度。该方法通

用性强，计算速度快。对于出厂试车后的发动机，通过

试车数据匹配发动机计算模型，减小人工调整部件特

性图的工作量；在发动机使用寿命期内由于性能正常

蜕化引起发动机模型失配时，该方法自动调整发动机

模型输出以匹配发动机测量数据。

1 涡喷发动机模型

建立双转子涡喷发动机模型。该发动机具有 3级

低压压气机、5级高压压气机、单级高 /低压涡轮转子

和收敛型尾喷口，其结构如图 1所示。

部件级模型的输入参数为大气压力 Pamb、大气温

度 TAT、高度 H、马赫数 Ma、主燃油流量 W fuel，输出参

数为发动机转速、各截面气动参数（总温、总压等）及

性能参数。按部件法建模思想，分别建立进气道、低压

压气机、高压压气机、燃烧室、高压涡轮、低压涡轮和

喷管的气动热力学模型，如图 2所示。从以下 3方面

建立发动机部件级模型[12]：（1）沿发动机流道的各部

件气动热力计算；（2）建立反映发动机动态、稳态工作

过程中各部件间共同工作关系（流量平衡、转速平衡、

功率平衡）的控制方程；（3）用 Newton-Raphson 法求

解控制方程。

建立涡喷发动机各部件气动热力学非线性方程

组[13]含有 6个独立变量，分别为低压轴转速 nL，低压

压气机增压比 仔LPC、高压压气机增压比 仔HPC、高压轴

转速 nH、高压涡轮落压比 仔HPT、低压涡轮落压比 仔LPT。

这也是发动机稳态仿真的初猜值，对应的 6个共同工

作方程如下。

低压压气机流量与高压压气机流量平衡

W 25-W 3-W bleed=0 （1）

高压压气机流量与高压涡轮流量平衡

W 3+W coolHPT+W fuel-W 45=0 （2）

高压涡轮流量与低压涡轮流量平衡

W 45+W coolLPT-W 6=0 （3）

低压涡轮流量与内涵喷管流量平衡

W 6-W 9=0 （4）

稳态求解时，功率平衡方程

ELPC=ELturb浊LPT （5）

EHPC=EHturb浊HPT-Eext （6）

式中：W fuel为燃油流量；W为气体流量；下标数字为各

截面标识；W bleed为高压压气机引气流量；W coolHPT、W coolLPT

分别为高、低压转子的冷却流量；浊HPT、浊LPT分别为高、低

压转子的机械效率；Eext为从高压轴输出的功率。

对于动态过程的仿真，式（5）、（6）转化为转子动

力学方程

dnH

dt = EHturb浊HPT-Eext-EHPC

nHJH（
仔
30
）2

（7）

dnL

dt = ELturb浊LPT-ELPC

nL JL（
仔
30
）2

（8）

式中：JH、JL分别为高、低压轴转动惯量。

在动态仿真前，先进行稳态计算作为动态仿真的

初始条件，然后根据下一时刻模型输入参数，采用改

进的欧拉法求解上述 2个转子动力学方程，解出 nL

和 nH后，采用 Newton-Raphson法求解发动机部件组

成的非线性方程组。

2 遗传算法修正涡喷发动机模型

采用遗传算法修正涡喷发动机模型的原理为：选

图 1 双转子涡喷发动机模型

图 2 模型流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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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发动机模型测量参数与试车数据的偏差作为被调

节的目标函数，分别设定高、低压压气机部件特性图

的调节因子，通过遗传算法寻优求出使目标函数最小

的调节因子，按比例缩放压气机部件特性，以达到修

正模型精度目的。

2.1 调节因子的选取

发动机高、低涡轮部件相对换算转速与折合流量

变化范围很窄，共同工作点只在设计点附近很小的区

域内变化。而压气机的折合流量与相对换算转速随物

理转速变化范围很大，且具有较好的线性和单调性的

特点。因此，保持发动机涡轮部件特性不变，通过设立

低压压气机的流量调节因子 姿LpcMas和效率调节因子

姿LpcEff、高压压气机的流量调节因子 姿HpcMas和效率调节

因子 姿HpcEff，调节高、低压压气机部件特性以匹配涡轮

部件特性，达到修正发动机模型的目的。

2.2 修正的目标函数

修正的目标函数即为遗传算法的适应度函数。本

文选取 3个测量参数（nL、nH和低压涡轮后温度 T6）作

为模型修正的参考。设定发动机测量参数的偏差[14]为

e i
(k)

=（Y cal

(k)
-Y act

(k)
）/Y act

(k)
（9）

式中：Y cal

(k)
、Y act

(k)
分别为模型输出测量参数和已知的试

车数据；上标 k 为数据点，下标 i区分不同测量参数。
测量参数总的目标函数定义为

F(k)=
3

i=1
ai e i

(k)
（10）

式中：ai为加权因子，本文令其皆为 1。

2.3 基于遗传算法寻优调节因子

利用遗传算法模拟自然选择和遗传中发生的复

制、交叉和变异等现象。从初始种群出发，通过随机选

择、交叉、变异操作，产生更适合环境的个体。在每代

遗传算法中，根据个体在问题域中的适应度值和从自

然遗传学中借鉴来的再造方法进行个体选择，产生 1

个新的近似解。种群进化后得到问题的最优解。

本文采用二进制编码，轮盘赌选择机制，均匀交

叉、基本变异。控制参数包括：群体大小 M=20，交叉

概率 PC=0.8，变异概率 Pm=0.02，最大进化代数 G=20。

遗传算法参数寻优时调用发动机模型用于适应度函

数值计算，自动寻优的计算结构如图 3所示。

利用遗传算法修正发动机高、低压压气机流量特

性和效率特性的具体步骤如下：

（1）为减小计算量，按试车数据提取具有代表意

义的数据，按燃油量从大到小排序；

（2）按数据表顺序，将大气条件、飞行状态条件、

燃油量输入发动机模型后输出仿真计算结果，该结果

与发动机测量参数共同构成目标函数；

（3）判断是否达到最大遗传代数。若未达到则采

用遗传算法改变高、低压压气机特性图修正系数，并

回到（2）；若达到则记录基于低压压气机相对换算转

速 NLLPC，cor的 姿LpcMas、姿LpcEff、姿HpcMas和 姿HpcEff。判断数据表

中的数据验算是否完毕，若执行完成，生成总修正系

数表，否则将输入的标识移至下一行，回到（2）。总修

正系数表格式见表 1。

3 涡喷发动机仿真分析

3.1 修正个体差异模型

因存在个体差异，需要建立身份证模型来准确进

行发动机仿真。采用地面试车数据修正模型进行仿

真，结果如图 4~6所示。

图 3 基于遗传算法的涡喷发动机模型修正

NLLPC，cor

1.003

0.90

……

0.419

姿LpcMas

1.003

1.009

……

1.031

姿LpcEff

1.010

1.014

…….

1.009

姿HpcMas

1.001

0.988

……

1.008

姿HpcEff

1.032

1.028

……

0.995

表 1 以 LPC相对换算转速为基准的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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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原模型和基于遗

传算法修正后模型的计

算结果与试车数据比较，

修正后模型的计算结果

与试车数据接近，总体精

度有所提高。通过改变目

标函数中选取的发动机测量参数对应的加权因子大

小，改善计算精度。目标函数中选择较多的发动机测

量参数，有利于提高发动机模型的总体仿真精度。

3.2 修正性能蜕化后模型

在发动机工作一段时间后，各部件性能发生一定

量的蜕化，若不调整发动机计算模型，仿真计算结果

将产生偏差。通过定期采集的试车数据，可以自动修

正模型输出结果。本节采用表 2列出的蜕化量进行仿

真验证[15]，结果如图 7~9所示。

基于遗传算法修正

后，模型的输出结果得到

改善，总体的仿真精度有

所提高。涡轮部件蜕化带

来模型输出偏差时，通过

修正压气机部件特性进行

补偿。以图 7为例，由图可

知：在低转速下，原模型计算结果与试车数据偏差较

大，修正后，模型修正了低压轴转速；在高转速下，原

模型计算结果接近于试车数据，修正后，模型改善了

仿真精度。

3.3 修正后模型动态仿真

在发动机蜕化后的修

正模型中，带入修正系数

表，发动机动态仿真如图

10所示。仿真结果表明：带

入遗传算法求解的修正系

数表进行动态仿真，模型运

算 顺 畅 ，Newton-Raphson

求解模型非线性方程组时收敛。尚无试车动态数据可

供对比，因此不能定量比较动态模型的计算精度。

4 结论

（1）高、低压压气机部件特性流量与效率调节因

子可作为被修正参数，修正发动机部件特性。

（2）建立涡喷发动机修正模型，采用遗传算法寻

优的方式可使模型输出与发动机试车数据的偏差最

小，实现发动机稳态仿真。

（3）以低压压气机相对换算转速为基准，对修正

系数表插值计算，实时求出部件特性图调节因子。通

过调节因子修正部件特性图，可使发动机模型动态仿

真计算收敛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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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流器特征参数对高温升燃烧室性能的影响

高伟伟，李 锋，高贤智，孙佰刚，罗卫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利用数值模拟方法考察了 3级旋流器特征参数（旋向组合、旋流数）对提出的中心分级燃烧室燃烧性能的影响。对 12种

不同的方案进行了比较，选出了最优的 3级旋流器匹配方案。计算结果表明：3级旋流器的特征参数对燃烧室流场结构和燃烧性能

有很大影响；合理的旋流器旋向组合和旋流数是提高燃烧室性能的关键因素。3级旋流器旋向组合为第 1、2级反向，第 2、3级同

向，旋流角度组合为第 1级 40毅，第 2、3级均为 45毅时，燃烧室可以达到最佳的燃烧效果。
关键词：旋流器；高温升；中心分级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燃烧性能；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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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未来军用发动机需要更高的涡轮前温度来提高

发动机热力性能和推重比，势必要求发动机燃烧室具

有更高的温升能力[1]，也意味着未来军用航空发动机

燃烧室将向高温升方向发展。

遵循高推重比超高温升燃烧室的发展趋势，参考

美国 GE公司 Hukam Mongia等关于 1650℃温升、近

化学恰当比陶瓷火焰筒燃烧室研究思路[2-6]，在保证与

现有单环腔燃烧室进、出口和机匣的尺寸限制不变的

情况下，提出了 1种中心分级燃烧室设计方案，利用

燃油中心分级加 3旋流的方法在不同工况下调节主

燃区当量比，并对燃烧室气量进行重新分配，取消了

掺混孔，对火焰筒头部高度、头部帽罩高度、火焰筒冷

却孔开孔面积进行了调节，重新进行开孔面积规律设

计。计算结果与采用相同数理模型，具有相同主燃室

扩压器、外机匣和燃烧室出口的尺寸的 SAC数值和

试验性能进行了对比[7-9]，以验证计算结果的可信度，重

点考察了旋流器特征参数（旋向组合、旋流数）对设计

模型燃烧性能的影响规律[13-14]。

1 数理模型和研究方案

1.1 几何模型和网格划分

中心分级燃烧室结构及计算域如图 1所示。设计

燃烧室为 20个头部，为了计算简便，选取单头部扇形

区域为计算域。设计中心分级旋流器结构如图 2所

mailto:rngaoweiwe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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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旋流器由 2 级燃油喷

射及 3级旋流器组成，1级

燃油喷射采用离心式喷

嘴，2级燃油喷射采用预膜

式空气雾化喷嘴，2级燃油

喷射角度均为 90毅，3 级旋
流器均为轴向。考虑到结

构化网格在精度和计算效

率方面的优势，计算中主

要采用了准结构化网格。

由于燃烧室内几何模型十

分复杂，划分网格时进行

了分区处理，对部分区域

采用非结构网格，网格数

量为 240万。文献[8]和文

献 [10]对网格独立性进行

了探讨和验证。

1.2 物理模型和边界条件

使用 FLUENT软件求解雷诺平均 N-S方程来模

拟燃烧室全流程 3维带回流的湍流两相反应流定常

仿真计算。由于流场具有很强的旋流特性，适合采用

强湍流计算用的 Realizable k-ε湍流模型：近壁处理

采用标准壁面函数，辐射计算采用 DO辐射模型，燃

烧模型采用 PDF（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燃烧模

型，排放模型采用热力型 NOx 排放模型；采用

SIMPLE方法进行压力 -速度耦合计算；应用 2阶迎

风差分格式。计算中空气作为不可压理想流体处理，

入口设为质量入口；出口外环腔、火焰筒、内环腔 1、

内环腔 2均设为 outflow；燃料选用航空煤油。

1.3 研究方案

为了考察设计中心分级燃烧室旋流器旋向组合

和各级旋流角度对燃烧室燃烧性能的影响，对以下

12个方案进行了对比研究。其中，方案 1~3比较了燃

烧室头部旋向组合的影响；方案 1、4、5比较了第 1级

旋流器角度的影响；方案 1、6、7比较了第 2级旋流器

角度的影响；方案 1、8~10比较了第 3级旋流器角度

的影响；方案 7、11、12比较了 3级旋流器参数的综合

影响，从而筛选出最优方案。所有方案各级旋流器进

口当量面积保持不变。具体研究方案见表 1。

2 试验数据与仿真数据对比评估

由于尚未开展针对设计旋流器的部件试验，对采

用上述数理模型的单环腔燃烧室数值模拟结果与试

验结果进行对比研究，以验证计算结果的可信度。

2.1 总压恢复系数

进行单环腔燃烧室进口马赫数对冷态总压损失

影响的计算，并与试验结果进行了比较，如图 3所示。

从图 3中可见部件试验结果和数值计算结果的异同。

二者规律接近，总压恢复系数随进口马赫数的增大呈

减小趋势，计算的总压恢复系数比试验值偏低，在设

计点相差约 1.5%。

2.2 燃烧室效率

采用燃气分析法测量全环形燃烧室的燃烧效率

浊c，给出了燃烧效率通用准则 兹对 浊c的影响，如图 4

所示。

图 2 中心分级燃烧室头部

结构

研究方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S1

0.702

0.702

0.702

0.586

0.837

0.702

0.702

0.702

0.702

0.702

0.702

0.702

S2

0.739

0.739

0.739

0.739

0.739

0.617

0.881

0.739

0.739

0.739

0.881

0.881

S3

0.889

0.889

0.889

0.889

0.889

0.889

0.889

0.746

1.059

1.269

1.059

1.269

兹1

+40

+40

+40

+35

+45

+40

+40

+40

+40

+40

+40

+40

兹2

-40

-40

+40

-40

-40

-35

-45

-40

-40

-40

-45

-45

兹3

-45

+45

-45

-45

-45

-45

-45

-40

-50

-55

-50

-55

代号

A

B-1

B-2

C-1

C-2

D-1

D-2

E-1

E-2

E-3

F-1

F-2

旋流器旋流数 叶片安装角 /(毅)
表 1 中心分级燃烧室研究方案

注：“+”代表逆航向逆时针；“-”代表逆航向顺时针。

图 3 燃烧室总压恢复系数随进口速度系数的变化

图 4 燃烧效率通用特性曲线

图 1 中心分级燃烧室结构

及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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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燃烧效率通用准则 兹定义为

兹=
P3

1.75
exp（T3/300）

W a3
（1）

从图 4中可见，燃烧效率随着通用准则 兹的增大
而增大，当通用准则 兹>0.8 时，燃烧效率已接近

100%；由于燃烧室设计点 兹=2.388，故其燃烧效率也

近乎 100%；计算得到 浊c=0.998，由此说明数值计算得

到的燃烧效率值与部件试验结果相吻合。可以认为，对

燃烧室进口参数较高的状态（压力、温度等），采用 PDF

燃烧模型进行数值计算，得到的燃烧效率是可靠的。

2.3 出口温度分布

通过部件试验得到的

径向温度分布曲线与数值

计算结果如图 5所示。从

图中可见，二者的变化规

律一致，壁面附近偏差较

大，由试验时热电偶受侧

壁辐射及热传导的影响所

致，总体指标较试验值偏

大。计算与试验的温度场

指标比较见表 2，燃烧室出

口温度分布系数（OF）指标

符合较好，而计算给出的

燃烧室出口径向温度分布

系数（RF）指标偏大。此外，

计算得到的出口截面的燃

烧效率为 99.2%，与试验值

相当接近。

上述试验数据与仿真数据的对比说明仿真结果

有一定可信度，所选数理模型可有效用于燃烧室燃烧

性能的预测和方案筛选。文献[11-12]验证了采用热

力型和瞬时型 NOx排放模型，可预测燃烧室 NOx排

放，比较不同燃烧室类型和工况条件下 NOx排放的

大小。

3 计算结果和分析

3.1 旋向组合的影响

首先比较 3级旋流器不同旋流组合方案对燃烧

室流场及燃烧性能的影响，从而选取可行方案进行深

入研究。对应代号分别为 A、B-1和 B-2。3种方案的

回流区如图 6所示。3种方案的中心截面速度、温度

分布和出口截面温度分布

系数如图 7~9所示。

从 3种旋向组合所形

成的中心截面速度分布和

回流区来看，方案 A流场

更为理想，其回流区比方

案 B-1 的对称，比方案

B-2的尺寸大。三者主燃

区温度场分布基本相同，

由于受火焰筒限制的影

响，方案 A和 B-1 在主燃

孔后火焰筒内壁区域出现

了局部高温区，方案 B-1

高温区径向尺度较小，但

长度较长，使这一部分高

温区域影响到出口温度的

分布；方案 B-2则没有出现这一局部高温区。从 3种

旋向组合的出口温度分布来看，方案 A出口温度分

布系数最小，说明其出口温度分布最为均匀。

产生这一现象实质是由于喷嘴喷射时形成的油

膜在第 1、2级旋流器（部分气量）流通的 2股气流的

图 5 单环腔燃烧室出口径向

温度分布系数

OF

RF

计算值

0.168

0.120

试验值

0.160

0.062

表 2 数值计算与部件试验

给出的温度场数据比较

图 6 中心截面回流区轮廓

（a）方案 A（基准型）

（b）方案 B-1

（c）方案 B-2

（a）方案 A（基准型）

（b）方案 B-1

（c）方案 B-2

图 7 方案 A、B-1、B-2

中心截面速度分布

图 8 方案 A、B-1、B-2

中心截面温度分布

图 9 方案 A、B-1、B-2出口

温度分布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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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切力作用下破碎，若第 1、2级旋流器反向，2股气

流的剪切作用将会大大加强，强剪切力有利于油膜破

碎成细小液滴，预期雾化效果好。相反，若这 2级旋流

器同向，2股气流的剪切作用相对较弱，显然，雾化效

果不如前者。第 3级旋流器对燃烧起稳定作用，当第

2级旋流器（其余气量）与第 3级旋流器同向时，将会

加强主燃区的流场，提高燃烧稳定性。

由此可得，3级旋流器的最佳出口角旋向组合：

第 2级和第 1级反向；第 3级与第 2级同向；具有上

述旋向组合的 3级旋流器使设计燃烧室稳定性更为

优越，出口温度场分布更好。

3.2 旋流器旋流角度的影响

旋流器的旋流数是燃烧室设计的关键参数之一，

直接影响燃烧性能。轴向叶片式旋流器的旋流数为

SN= 2
3

1-（R i/R0）3

1-（R i/R0）2 tan 琢 （2）

通过调节旋流叶片安装角 琢可获得不同旋流数。
分别将各级旋流器叶片安装角比基准型（方案 A）的

增大和减小 5毅，对比研究二者燃烧性能的差异。
改变第 1级旋流器旋流角度时 3种方案 C-1、A

和 C-2的中心截面速度、温度分布和出口截面温度

分布系数分别如图 10~12所示。从图中可见，第 1级

旋流器旋流数的变化对火焰筒头部速度分布的影响

不太明显，对燃烧场的分

布则有显著影响。旋流数

较小时，气流旋转较弱，气

流流动的轴向气流相对较

强，部分燃料被气流转移

到主燃孔后的区域，燃烧

反应较为剧烈的高温区拖

得较长。而当旋流数增加

以后，气流旋转作用的增强有利于主燃区内燃烧的完

成，主燃孔后的高温区域范围较少。但是当第 1级旋

流器的旋流数偏离基准型时，出口温度场品质恶化，

出口温度分布系数变化为基准型的 1.07～1.13倍。

由此可以归纳出，第 1级旋流叶片安装角按照基

准型方案设计较为合理，大于或小于基准型方案安装

角均会使燃烧室温度场分布变差。

改变第 2级旋流器旋流角度时 3种方案 D-1、A

和 D-2的中心截面速度、温度分布和出口截面温度

分布系数分别如图 13~15所示。从图中可见，旋流数

较小时，气流旋转较弱，气流流动的轴向气流相对较

强，部分被气流转移到主燃孔后区域的燃料在主燃孔

后继续燃烧，燃烧反应较为剧烈的高温区拖得较长。

而当旋流数增加后，气流旋转作用的增强有利于主燃

（a）方案 C-1

（b）方案 A（基准型）

（c）方案 C-2

（a）方案 C-1

（b）方案 A（基准型）

（c）方案 C-2

图 10 方案 C-1、A、C-2

中心截面速度分布

图 11 方案 C-1、A、C-2

中心截面温度分布

图 12 方案 C-1、A、C-2

出口温度分布系数

（a）方案 D-1

（b）方案 A（基准型）

（c）方案 D-2

（a）方案 D-1

（b）方案 A（基准型）

（c）方案 D-2

图 13 方案 D-1、A、D-2

中心截面速度分布

图 14 方案 D-1、A、D-2

中心截面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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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燃烧的完成，主燃孔

后的高温区域范围较小。

当第 2 级旋流器的旋流

数偏离基准型时，随着第

2 级旋流器旋流数的增

加，出口温度分布有所改

善。但第 2级叶片安装角

相对增大时对燃烧室出

口温度分布系数的改善没有其相对减小时对出口温

度分布系数的恶化带来的影响剧烈。继续增大第 2级

旋流叶片角度对出口温度分布的改善甚微。因此，第

2级旋流器旋流角度按 45毅设计较为合理。
改变第 3级旋流器旋流角度后 3种方案 E-1、A

和 E-2的中心截面速度、温度分布和出口截面温度

分布系数分别如图 16~18所示。从图中可见，第 3级

旋流器旋流数的变化对火焰筒头部速度分布和燃烧

场的分布均有显著影响。随着叶片安装角的增大，旋

流数增加，回流区径向宽度稍有增大，轴向长度稍有

减小；回流区内低速区域逐渐减小。旋流数较小时，主

燃孔后燃烧反应较为剧烈的高温区拖得较长。而当旋

流数增加后，气流旋转作用的增强有利于主燃区内燃

烧的完成，主燃孔后的高温区域几乎消失。另外，当第

3 级旋流器的旋流数偏离

基准型时，出口温度场品

质恶化，出口温度分布系

数可能变化为基准型的

1.094～1.130倍。

由此可以归纳出，第 3

级旋流叶片安装角按照基

准型方案设计较为合理，

大于或小于基准型方案安装角均会使燃烧室温度场

分布变差。

由以上分析可知，第 1、3级旋流器叶片安装角保

持与基准型一致，第 2级叶片安装角由基准型的 40毅
增大到 45毅时有利于出口温度分布品质的改善，最优
方案为 D-2。为了考察 1～3级旋流器叶片安装角对

燃烧稳定性和出口温度分布品质的综合影响，还考察

了第 1、2级叶片安装角分别为 40毅、45毅时，第 3级旋

流角度在 45毅～55毅之间变化时的燃烧性能。对应代号
分别为 D-2、F-1和 F-2，此时将方案 D-2作为基准

型，以对比研究第 1、2级旋流叶片按最优安装角设置

时，增大第 3级叶片安装角对出口温度品质的影响。3

种方案 D-2、F-1和 F-2的中心截面速度、温度分布

和出口截面温度分布系数分别如图 19~21所示。从图

图 15 方案 D-1、A、D-2

出口温度分布系数

（a）方案 E-1

（b）方案 A（基准型）

（c）方案 E-2

（a）方案 E-1

（b）方案 A（基准型）

（c）方案 E-2

图 16 方案 E-1、A、E-2

中心截面速度分布

图 17 方案 E-1、A、E-2

中心截面温度分布

图 18 方案 E-1、A、E-2

出口温度分布系数

（a）方案 D-1

（b）方案 F-1

（c）方案 F-2

（a）方案 D-1

（b）方案 F-1

（c）方案 F-2

图 19 方案 D-2、F-1、F-2

中心截面速度分布

图 20 方案 D-2、F-1、F-2

中心截面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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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见，随着第 3级旋流

器旋流数的增加，回流区

尺寸变宽变短，回流区内

低速区有所减小。与方案

D-2 相比，方案 F-1、F-2

主燃孔后燃烧反应较为剧

烈的高温区均拖得更长，

但这一高温区域随第 3级

旋流器旋流数的增加呈现出先扩大后变小的趋势。当

第 3级旋流器的旋流数偏离基准型方案 D-2的时，

出口温度场品质均发生了恶化，这与对表 6的分析结

果一致。说明第 1、2级旋流叶片按最优安装角设置

时，增大第 3级叶片安装角对燃烧稳定性和出口温度

品质起不到改善作用，反而使这 2项性能变差。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3级旋流器的旋向组合和旋

流角度对燃烧室燃烧性能有很大影响。在设计 3级旋

流器时应充分考虑这 2方面因素的影响。

4 结论

应用 3维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 3级旋流器的几

何参数（旋向组合、旋流数）对所提出的中心分级燃烧

室设计方案的燃烧性能的影响，并选出了最优化的旋

流器设计方案。结果表明：3级旋流器的旋向组合对

燃烧室流场和出口温度分布都有一定影响，其最佳旋

向组合为第 1级与第 2级反向，第 2级与第 3级同

向；3级旋流器的旋流数也是影响燃烧室燃烧性能的

重要因素，对模型而言 3级旋流器的最佳旋流角度组

合为第 1级 40毅，第 2级、3级均为 45毅。最优化的 3级

旋流器设计方案为方案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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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方案 D-2、F-1、F-2

出口温度分布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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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轴向旋流器设计参数对燃烧特性的影响研究

李春野，赵传亮，柴 昕，李 鑫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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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保证高温升、高热负荷的燃烧室头部的空气流量，使头部区域具有足够强的回流区和良好的气动雾化性能，进行了

双轴向旋流器设计参数对燃烧特性的影响研究。设计了 5种方案 10种双轴向旋流器，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得到了双轴向旋流器不

同设计参数对其匹配结构燃烧室的流动、压力损失、燃烧和效率特性的影响规律：保证总面积不变，随着主、副旋流器叶片角和旋流

数的增大，主燃区中心线处的平均温度逐渐降低，总压恢复系数和燃烧效率基本不变；回流区随主旋流器 2种参数的增大基本不

变，但随副旋流器 2种参数的增大而相应变大；随着面积比的增大，回流区相应变小，主燃区中心线处的平均温度逐渐升高，总压恢

复系数和燃烧效率基本不变。

关键词：双轴向旋流器；设计参数；回流区；气动雾化；数值模拟；燃烧室；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1.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5.04.007

Influence of Design Parameters of Dual-axis Swirlers on Combustor Performances
LI Chun-ye袁 ZHAO Chuan-liang袁 CHAI Xin袁 LI Xin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袁 Shenyang 110015袁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guarantee combustor dome for enough air flow, strong recirculation zone and good pneumatic atomization

performance, the influence of design parameters of dual-axis swirlers on combustor performances was investigated. This paper introduced
five plans and ten kinds of the dual-axis swirlers. The performance of air flowing袁pressure losing袁 burning characteristics and efficiency of
combustor were obtain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ile total area remains,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of main
combustion zone decreased with the rising of blade angle and swirl number of main or secondary swirler. The total pressure loss coefficient
and efficiency kept stable. Compared with the secondary swirler parameter's increase, enlarging the area of the recirculation zone, it hasn't
spread or declined at the same parameter condition of main swirler. However, the recirculation zone became smaller while the area ratio
increased. Thus,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in the mid-line of main combustion zone has gone up while the total pressure loss coefficient and
efficiency remained.

Key words: dual-axis swirlers曰 design parameters曰 recirculation zone曰 pneumatic atomization曰 numerical simulation曰 combustor曰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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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0 引言

燃烧效率高、流动损失小、工作状态稳定、点火可

靠、寿命长、低污染排放、出口温度高且分布合理的高

热容、高性能燃烧室的研制是当今航空发动机研制中

1项重要任务[1-2]。而旋流器是发动机燃烧室内组织燃

烧的重要部件，为了适应现代先进发动机要求而设计

的高温升、大热负荷燃烧室，一般采用双级或 3级旋

流器结构[3]。双级旋流器能保证良好的燃油雾化质量

及燃烧室的火焰稳定性能[4-5]。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旋流

器进行了大量试验和数值研究，揭示了不同类型旋流

器的功用及其对燃烧性能的影响。Grinstein等采用

PIV和 LDV测量 3级旋流器燃烧室流场，研究旋流

器几何参数对燃烧室内部流场的影响[6-8]；Dodds等对

3级旋流器燃烧室贫油熄火性能进行了试验研究，表

明头部油气比和旋流器几何参数对贫油熄火范围都有

影响[9]；Mehta等通过研究发现反向旋转时产生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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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027A

027B

027C

027D

027E

027F

027G

叶片角 /（毅）
52.2

40.2

30.5

45.0

50.2

39.7

40.7

面积比

1.654

1.602

1.609

1.607

1.599

1.590

1.598

SN

1.07

0.72

0.51

0.85

1.00

0.72

0.72

表 2 内轴向旋流器设计参数

燃烧室编号

J3186-801A

J3186-801B

J3186-801C

J3186-801D

J3186-801E

J3186-801F

J3186-801G

J3186-801H

J3186-801I

J3186-801J

内旋流器

027A

027A

027B

027B

027B

027B

027C

027D

027E

027F

外旋流器

028A

028B

028C

028D

028E

028F

028G

028H

028I

028J

套筒

029A

029B

029C

029D

029E

029F

029G

029H

029I

029J

表 1 10种双轴向旋流器匹配方案

流区比同向旋转时产生的回流区直径要小，长度要短
[10-11]；韩启祥等利用 PIV对双轴向反旋旋流器单头部

燃烧室内的冷态流场进行测试，表明减少 1级旋流器

的流通面积和旋流数，或增大 2级旋流器的旋流数，

可增大回流区的尺寸，而增大 2级旋流器的流通面积

和回流区尺寸会减小[12]。

为了进一步研究双级旋流器的工作原理，了解其

设计参数对燃烧性能的影响，本文以双轴向旋流器为

研究对象，选择了 10种双轴向旋流器匹配方案，采用

数值模拟方法对不同双旋流设计参数对燃烧室特性

的影响，为燃烧室设计提供相关的设计基础。

1 研究对象

双轴向旋流器（如图

1所示）的工作性能将直

接影响燃烧室的起动点

火、工作稳定以及熄火边

界等，双轴向旋流器的设

计参数直接影响旋流器

的性能。本文选定了 10

种双轴向旋流器匹配结

构，研究不同的设计参数

对燃烧室流动特性及燃

烧性能的影响。5种方案

的设计准则如图 2所示。

10 种双轴向旋流器的匹

配方案见表 1，内、外旋流

器及套筒的设计参数分

别见表 2～4。

其中叶片流通面积定义[13]为

S1=
仔
4
（D2-d2）cos（ 仔茁

180
）-nd·（D

2
- d

2
）（1）

出口通道面积为

S2=
仔
4

D'2 （2）

旋流数为

方案

028A

028B

028C

028D

028E

028G

028H

028I

028J

叶片角 /（毅）
58.0

44.5

35.0

40.0

44.5

44.5

44.5

44.8

44.2

面积比

1.32

1.77

1.77

1.77

1.76

1.77

1.76

1.77

1.77

SN

1.45

0.90

0.64

0.77

0.90

0.90

0.90

0.90

0.90

表 3 外轴向旋流器设计参数

内外旋器总面积

/mm2

257.6

267.9

275.8

267.4

274.9

270.5

269.1

266.7

269.9

编号

029A

029B

029C

029D

029E

029F

029G

029H

029I

029J

进口扩张角

53毅12忆23义
42毅15忆54义
42毅15忆54义
42毅15忆54义
42毅15忆54义
37毅04忆37义
46毅07忆05义
52毅29忆37义
45毅24忆53义
39毅50忆02义

表 4 套筒设计参数

出口扩张角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图 1 双轴向旋流器结构

图 2 5种方案设计准则

方案 1

方案 2
（基准）

方案 3

方案 4

方案 5

J3186-801A

J3186-801B

J3186-801C
J3186-801D
J3186-801E

J3186-801F
J3186-801G
J3186-801H

J3186-801I
J3186-801J

选定内外旋流器的
旋流数、面积比、总
面积

选定内外旋流器的
旋流数、面积比、总
面积

内涡流器旋流数与
面积比按方案 2，
总面积按方案 1，
改变外涡流器叶片
角与旋流数

内涡流器旋流数与
面积比按方案 2，
总面积按方案 1，
改变外涡流器叶片
角与旋流数

内涡流器旋流数与
面积比按方案 2，总
面积按方案 1，改变
面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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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 2
3

tan（ 仔茁
180
）

1-（d
D）

3

1-（d
D）

2
（3）

式中：D为叶片外径；d为叶片内径；n为叶片数量；茁
为叶片角；d'为叶片厚度；D'为套筒内径。

2 边界条件

对单头部矩形燃烧室进行全流动域计算，采用结

构化网格为主的网格形式，燃烧模型采用非预混 PDF

燃烧模型、P1 辐射模型、Realizable资-着湍流模型，微
分方程离散采用 Simple方法，燃料选用 JET-A型喷

气燃料(相当于 RP3)，中空的锥形喷雾，在文氏管出口

设置燃油喷射点，给定喷油参数，喷雾粒度为 40 滋m，

燃烧室入口选为 Mass-flow Inlet。

3 网格生成
正交的结构化六面体网格具有较高的数值精度，

但航空发动机主燃烧室的几何结构复杂，获得完全正

交的结构化六面体网格几乎不可能；四面体网格可以

在较少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较为迅速的获得，但存在计

算精度低以及网格对计算域的填充效率下降等问题。

为了解决计算精度、效率和硬件资源限制等因素的矛

盾，采用分区混合网格的形式对计算模型进行网格划

分，网格数量约为 210万，具体划分形式如图 3所示。

4 计算结果分析
4.1 流场特性

10种双轴向旋流器匹配结构对应的中心截面回

流区轮廓如图 4 所示。其中方案 3 对应的

J3186-801C 的回流区轮廓较其他 9 种方案更大一

些，J3186-801C中心截面流场矢量如图 5所示。从图

中可见，回流区的对称性较好。J3186-801C产生了比

较好的回流区，有利于燃烧室的稳定燃烧。

4.2 燃烧特性

5种方案燃烧室中心线处温度分布曲线分别如

图 6～9所示。从图 6中可见，方案 1和 2相比，其中

心线处主燃区的平均温度较低；比较图 7中基准型

J3186-801B和方案 3 中的 3 种旋流器方案可见，保

证总面积不变，随着副旋流器叶片角和旋流数的增

大，主燃区中心线处的平均温度逐渐降低；比较图 8

中基准型 J3186-801B和方案 4中的 3种旋流器方案

可见，保证总面积不变，随着主旋流器叶片角和旋流

数的增大，主燃区中心线处的平均温度逐渐降低；比

较图 9中基准型 J3186-801B和方案 5中的 2种旋流

器方案可见，保证总面积不变，随着面积比的增大，主

燃区中心线处的平均温度逐渐升高。

图 3 燃烧室的网格划分形式

图 4 10种双轴向旋流器对应的中心回流区轮廓

图 5 J3186-801C中心截面流场矢量

冷区气膜处网格划分

火焰筒处
网格放大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方案 4
方案 5
方案 6
方案 7
方案 8
方案 9
方案 10

0.05

0

-0.05

X
0.550.500.450.40

1.62e+02

1.54e+02

1.46e+02

1.37e+02

1.29e+02

1.21e+02

1.13e+02

1.05e+02

9.70e+01

8.90e+01

8.09e+01

7.28e+01

6.47e+01

5.66e+01

4.85e+01

4.05e+01

3.24e+01

2.43e+01

1.62e+01

8.14e+00

5.66e-02

Y
XZ

Velocity vectors colored by velocity magnitude/（m/s） Oct 22, 2013
FLUENT 6.3（3d, pbns,ske）

图 6 方案 1、2燃烧室中心温度场分布曲线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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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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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560540520500480460440420400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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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3186-801B

主燃区

v/（m/s）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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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方案 2、3燃烧效率分布曲线

0.99837
0.99836
0.99835
0.99834
0.99833
0.99832
0.99831
0.99830
0.99829
0.99828
0.99827

J3186-801E

J3186-801C

1.11.00.90.80.70.60.5
副旋流器 SN

J3186-80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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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压力分布特性

基准型（J3186-801B）及方案 3~5所对应的总压

恢复系数分布曲线分别如图 10~12所示。比较图 10

中基准性（J3186-801B）及方案 3中的 3种旋流器方

案可见，保证总面积不变，随着副旋流器 SN的增大，
总压恢复系数逐渐减小；比较图 11 中基准性

（J3186-801B）及方案 4中的 3种旋流器方案可见，保

证总面积不变，随着主旋流器 SN的增大，总压恢复

系数先减小后增大再减小；比较图 12 中基准性

（J3186-801B）及方案 2中的 2种旋流器方案可见，保

证总面积不变，随着面积比的增大，总压恢复系数逐

渐降低。总体来看，随着方案改变，总压恢复系数的变

化只在小数点后第 5位，可认为上述方案总压损失系

数基本不变，总压恢复系数都达到了 0.954。其中总压

恢复系数[14]为

滓= P3-P4

P3
（4）

4.4 燃烧效率特性

基准型（J3186－801B）及方案 3～5所对应的燃

烧效率分布曲线分别如图 13～15所示。比较图 13中

J3186-801B及方案 3中 3种旋流器方案可见，保证

总面积不变，随着副旋流器 SN的增大，燃烧效率先

图 7 方案 2、3燃烧室中心温度场分布曲线

图 8 方案 2、4燃烧室中心温度场分布曲线

图 9 方案 2、5燃烧室中心温度场分布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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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方案 2、4总压恢复系数分布曲线

0.954105

0.954100

0.954095

0.954090

0.954085

0.954080

0.954075

J3186-801D

J3186-801H

J3186-801G

J3186-801F

1.11.00.90.80.70.60.5
副旋流器 SN

图 12 方案 2、5总压恢复系数分布曲线

0.954115

0.954110

0.954105

0.954100

0.954095

0.954090

0.954085

0.954080

0.954075
J3186-801B J3186-801I

J3186-801J

1.91.51.31.10.90.70.5

面积比

1.7

X

X

X

图 10 方案 2、3总压恢复系数分布曲线

0.954098

0.954096

0.954094

0.954092

0.954090

0.954088

0.954086

0.954084

0.954082

0.954080

J3186-801C

J3186-801D

J3186-801B J3186-801E

1.21.11.00.90.80.70.60.5
副旋流器 SN

38



李春野等：双轴向旋流器设计参数对燃烧特性的影响研究第 4期

图 15 方案 2、5燃烧效率分布曲线

0.99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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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后提高；比较图 14中 J3186-801B及方案 4中 3

种旋流器方案可见，保证总面积不变，随着主旋流器

SN的增大，燃烧效率先降低后提高；比较图 15中基

准性 J3186-801B及方案 5中 2种旋流器方案可见，

随着面积比的增大，燃烧效率先降低后提高。总体来

看，随着方案的改变，燃烧效率变化只在小数点后第

4位，认为上述方案燃烧效率基本不变，都达到了

0.998。燃烧效率[15]为

浊n=
CO2+0.531CO-0.319CH4-0.397H2CO2+CO+UHC （5）

5 结论

本文选定 5种方案 10种双轴向旋流器匹配结构，

通过数值模拟研究得到燃烧室的流动特性及燃烧性

能。给出了不同方案的燃烧室流场和温度场分布、压力

损失和燃烧效率等性能变化情况，得到如下结论：

（1）保证总面积不变，随着副旋流器叶片角和旋流

数的增大，回流区相应变大，主燃区中心线处的平均温

度逐渐降低，总压恢复系数和燃烧效率基本不变；

（2）保证总面积不变，随着主旋流器叶片角和旋

流数的增大，回流区的大小和形态基本不变，主燃区

中心线处的平均温度逐渐降低，总压恢复系数 0.954

和燃烧效率 0.998基本不变；

（3）保证总面积不变，随着面积比的增大，回流区

相应变小，主燃区中心线处的平均温度逐渐升高，总

压恢复系数 0.954和燃烧效率 0.998基本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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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种航空发动机增广模型的建立方法

党 伟，王华威，王 曦，杨舒柏，张 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精确完整的发动机线性模型对于现代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的设计与故障诊断至关重要。提出了 1种用差分进化算法提

取包含发动机主要特征量及其执行机构状态变量的增广发动机状态变量模型的方法，其状态变量包括发动机转速、执行机构位移、

速度、控制压力等特征，并包含了执行机构的输入饱和限制，与实际系统相一致。仿真结果表明：利用该方法建立的增广发动机状态

变量模型与非线性模型动态响应过程吻合良好且稳定终值一致，可用于具有工程应用价值的控制器设计及包含执行机构的发动机

故障诊断。

关键词：增广发动机模型；控制系统；输入饱和限制；差分进化算法；状态变量；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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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uilding Method for Augmented Aeroengine Model
DANG Wei袁WANG Hua-wei袁WANG Xi袁YANG Shu-bo袁ZHANG Geng

渊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 Beihang University袁 Beijing 100191袁China冤
Abstract: It is crucial to build precise and complete linear models of the design of control system and the fault diagnosis for modern

aeroengine. The method based on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lgorithm was presented. It can extract the augmented state variable model including
both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eroengine and the state variable of actuators. The state variables contain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engine
speed袁 displacement and speed of actuators袁 control pressure. Moreover, the input saturation constraints of the actuators were considered袁
whic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ctual system.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augmented aeroengine state variables model is in good
agreement in the dynamic response and the steady value with the nonlinear model; the model not only can be used to design controllers
which have engineering practical value袁 but also can be applied to fault diagnosis of engine including actu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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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航空发动机多变量控制系统的设计与故障

诊断往往只针对发动机线性模型而忽略其执行机构，

或者简单的用 1阶惯性环节模拟，这种近似处理直接

影响着控制器的设计品质和实际工程应用：一方面，

执行机构对控制器输出的控制能量具有约束作用，忽

略该作用设计的控制器往往没有工程实用价值[1]；另一

方面，执行机构的很多特征信息如控制压力等也不能

得到体现，损失了很多关键信息而无法对执行机构进

行有效的故障诊断以实现容错控制。因此，建立精准

的包含执行机构的增广发动机状态变量模型是十分

必要的。当前线性模型的提取主要集中于发动机的小

偏差状态变量模型，提取方法主要有小扰动法[2]和系

统辨识法[3]。小扰动法方法简单但建模精度不高，系统

辨识法则可以明显增加建模的精度，得到了不断发

展。仇小杰[4]提出了基于变尺度法的混合求解方法；李

秋国等[5]提出了基于遗传算法的发动机状态变量模型

求解方法；王斌等[6]提出了 1种基于粒子群算法建立

小偏差状态变量模型的方法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分

段线性模型。但这些方法都存在初值选取问题，并且

容易陷入局部最优，在建立 LPV模型时容易出现插

值异常[7]等现象。而以航空发动机液压执行机构为对

象的状态变量模型的提取鲜有研究，少数研究航空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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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系统的文章主要使用理论推导的方法得到其传递

函数，但其推导复杂，且缺少液压系统的状态变量，不

适用于液压系统的故障诊断。

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 1种使用差分进化算法[8]

提取包含发动机及其执行机构的增广发动机状态变

量模型的方法，并建立了完整且具有一般性的发动机

增广模型。

1 发动机状态变量模型的建立

精确的航空发动机小偏差状态变量模型可用于

LPV模型[9]的建立及在其基础上进行增益调度控制器

的设计。本文以某喷口可调的双轴涡扇发动机部件级

非线性模型数据为基础，在稳态工作点上使用差分进

化算法对非线性数据进行了最小二乘拟合，建立了精

确的航空发动机的小偏差状态变量模型。

1.1 差分进化算法

差分进化算法计算效率高，对初值不敏感，具有很

强的全局收敛性和鲁棒性[10]，是遗传算法的变种，其原

理简单易实现、收敛速度快，是 1种不需要初始信息就

可以寻求全局最优解的高效的优化方法。其思想是基

于种群内的个体差异度生成临时个体，然后随机重组

实现种群进化，因此该算法具有很好的全局收敛性和

鲁棒性。差分进化算法包括初始化、变异操作、交叉操

作和选择操作几部分[11]。具体流程如图 1所示。

差分进化算法中的设置参数如种群数量 NP、变异

算子 F、交叉算子 CR等的选取依据一些经验规则[12-13]，

对差分进化算法的性能有重要影响。

1.2 提取发动机状态变量模型过程

由于发动机容腔中压力和温度的动态比转子转

速快得多，因此可只以发动机转子转速作为状态量，

由此建立的航空发动机小偏差状态变量模型为

驻n觶 1

驻n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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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驻n1

驻n2

+D
驻W f

驻A 8

（1）

式中：n1 为风扇转速，r/min；n2 为高压转子转速，

r/min；W f 为主燃油流量，kg/h；P3 为高压压气机后总

压，MPa；P5 为低压涡轮后总压，MPa；T5 为低压涡轮

出口总温，K。

使用差分进化算法提取发动机小偏差状态变量

模型的具体步骤如下：

（1）在发动机非线性系统稳态工作点上对控制输

入 W f和 A 8分别作小阶跃，得到非线性模型动态响应

的偏差信号

驻y（t）={驻n1（t）驻n2（t）驻P3（t）驻T5（t）驻P5（t）}（2）

（2）用随机数程序选取初值 A 0、B0、C0、D0，矩阵中

每个元素的范围取为[-10，10]。由于初值在范围内任

意选取，优化前对初值进行稳定性判断，保证其特征

值在复平面的左半平面。

在本例中，种群数量 NP=80，变异因子 F =0.95，

交叉因子 CR=0.9，最大迭代次数 G=100，仿真步长

啄T=0.02 s，仿真时间 T=4 s。

（3）对发动机线性模型控制输入 W f和 A 8作与非

线性模型同样大小的阶跃响应，得到线性模型动态响

应的偏差信号

驻y軇（t）={驻n軌1（t）驻n軌2（t）驻P軌3（t）驻T軌5（t）驻P軌5（t）}（3）

（4）根据式（1）、（3）中动态响应数据 驻y（t）和 驻y軇（t），
利用差分进化方法优化目标函数

min J=
nT

t=0
[驻y（t）-驻y軇（t）]T[驻y（t）-驻y軇（t）] （4）

即计算与部件级非线性模型响应偏差平方和最

小的线性模型系数矩阵。通过优化，得到满足要求的

A、B、C、D。其中，n=T/啄T=200。

发动机非线性模型与状态变量线性模型在 H=0，

Ma=0，W f=1.046 kg/s，A 8=1883 cm2的稳态点上油量和

喷口面积分别向下作 2%阶跃，使用差分进化算法进

行辨识，结果

图 1 差分进化算法流程

开始

初始化种群、DE算法参数

计算群体中每个个体适应度

是否满足终止条件？

N

变异操作

选择操作

交叉操作

G=G+1

Y

最优（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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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差分进化算法提取的线性模型的精确度，并

加入小扰动法提取的状态变量模型进行对比，喷口面

积阶跃变化时输出变量曲线和主燃油阶跃变化时输

出变量曲线的对比结果分别如图 2、3所示。

从仿真结果来看，差分进化方法优化算出的线性

模型不仅与非线性模型动态过程吻合良好，而且能保

证发动机最终稳定值的一致性，具有很高的精度。而

小扰动法不能保证终值的一致性，这是因为该方法对

发动机某一控制量或者状态量作小扰动时强制保证

其他状态量和控制量不发生变化，而实际上对任一状

态量或控制量作小扰动时必会引起其他状态变量的

变化。发动机中的 2个状态量风扇转速和高压转子转

速耦合性很强，小扰动法强行解耦造成了较大的建模

误差。

2 执行机构状态变量模型的建立

通常在航空发动机控制器的设计过程中，往往忽

略执行机构的影响，或者简单的将执行机构用惯性环

节近似，实际上执行机构包含有非线性环节。在控制

系统设计时主要体现在对控制输入的约束及位置、饱

和速率等问题。这些饱和限制要求控制器具有抗饱和

性能。

执行机构的线性模型有频域传递函数模型和时

域状态变量模型 2种。频域传递函数模型一般通过理

论推导获得，适用于经典控制理论分析；而状态变量

模型适用于多输入多输出系统，且包含了大量的中间

变量，系统信息全面，适用于执行机构的故障诊断和容

错控制。因此精确提取执行机构状态变量模型已成为

图 2 主燃油阶跃变化时

输出变量曲线

图 3 喷口面积阶跃变化

时输出变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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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液压执行机构系统研究的重点。传统建立发动机

执行机构传递函数模型的方法为小偏差线性化法[14]，

其推导过程复杂，工作量大。而利用差分进化算法对

初值不敏感这个特点，对某双轴喷口可调涡扇发动机

的 2个主要的执行机构即主燃油计量机构和喷口面

积调节机构进行系统辨识，得到其精确的状态变量模

型。为了使执行机构模型适用于基于现代控制理论的

如 Kalman滤波器和未知输入观测法（UIO）等故障诊

断方法，选取了较多的状态变量，建立了相对精确的

高阶执行机构状态空间模型。

2.1 主燃油计量机构状态变量模型的建立

主燃油计量机构为液压机械系统包括随动活塞

和计量活门 2部分，如图 4所示。占空比信号的变化

使随动活塞的上腔压力发生变化，从而使随动活塞上

下移动，进而控制计量活门的开度，以提供所需油量。

占空比信号在 50%时系统处于平衡状态，随动活塞

位于整个滑阀的中间位置。

建立主燃油计量机构的 AMESim[15]模型如图 5所

示。在平衡位置的基础上给控制输入占空比信号 1个

小阶跃，如图 6（a）所示；伺服活塞上腔压力，伺服活塞

的位移、速度的输出响应分别如图 6（b）、（c）、（d）所示。

利用差分进化算法，对 3条输出响应曲线进行拟

合，每个矩阵元素的取值范围为[-1e6 1e6]，由于搜索

范围变大，将差分进化算法的参数调整为：种群数量

NP=150，变异因子 F=1.2，交叉因子 CR=0.9，最大迭代

次数 G=100。得到主燃油计量机构的状态变量模型

驻X觶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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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SFiel

驻Y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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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XF （5）

式中：状态变量 XF= [x v Pcl]T；x随动活塞的位移，
m；v 为随动活塞的运动速度，m/s；Pcl为随动活塞控制

腔即上腔压力，105 Pa；SFuel为主燃油计量阀占空比信

号的大小。

滑阀在整个行程运动时各状态量的变化曲线如

图 7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平衡位置的基础上改变控

制输入 SFuel使随动活塞在整个行程内变化时，非线性
图 4 主燃油计量执行机构原理

图 5 主燃油计量执行机构 AMEsim模型

图 6 SFuel变化时状态量的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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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滑阀在整个行程运动时各状态量的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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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活塞速度对比曲线 （d）活塞上腔压力对比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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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与上述提取的状态变量模型在随动活塞位移、移

动速度及控制腔压力等方面的变化对比。随动活塞在

整个工作范围内，非线性模型与线性模型的偏差很

小，因此可用式（5）的状态空间方程表示整个工作范

围内主燃油计量机构的特性。另外，由于液压作动器

模型的最一般形式为 3阶，同时包括活塞惯性和流体

压缩性效应[16]，因此所建立状态变量模型为全阶模型。

2.2 喷口面积作动器状态空间模型的建立

喷口面积调节机构由分油活门和模拟作动筒组

成，结构原理如图 8所示。占空比信号的变化使分油

活门上腔的压力变化，进而使得分油活门滑阀移动；

分油活门滑阀位移变化又使高低压油通往作动筒 2

腔的流通面积变化，在作动筒两端产生压力差使其移

动，带动喷口面积大小变化。

根据其工作原理建立 AMESim非线性模型如图

9所示。注意，在上述模型中未包含施加在活塞连杆

机构上的负载。在平衡位置的基础上给控制输入占空

比信号 1个小阶跃，如图 10（a）所示；分油活门活塞

的位移、速度、控制腔压力以及作动筒的移动速度、位

移的输出响应如图 10（b）~（f）所示。

通过差分进化算法利用图 10的输入输出非线性

数据进行最小二乘拟合，差分进化算法参数同主燃油

计量活门部分，可求出其状态空间方程为

驻XN=
0 1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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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SNazzle

驻Y N=I5×5驻XN （10）

式中：Y N=XN= [x1 v1 Pc/l v2 x2]T；x1为分油活门阀

芯位移，m；v1为分油活门阀芯移动速度，m/s；Pc/l为分

油活门控制腔压力，105 Pa；v2为作动筒活塞移动速

度，m/s；x2为作动筒活塞位移，m；SNozzle为喷口面积作

动器占空比输入信号。

喷口作动筒在行程内变化时状态变量变化曲线

如图 11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平衡位置的基础上改变

控制输入 SNozzle使作动筒活塞在整个行程内变化时，

非线性模型与线性状态变量模型在分油活门位移、速

度、控制腔压力及作动筒的速度、位移等方面的响应

对比。提取的线性状态空间模型式（6）在全行程范围

内与非线性模型完全一致，模型精度很高。

图 9 喷口面积作动器 AMESim模型

图 10 SNozzle变化时状态量变化曲线

图 8 喷口面积调节机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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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6、7、10、11中，主燃油计量执行机构和喷口

调节机构的动态响应均为开环情况，因此动态响应时

间较长。文中给出开环动态模型，目的是提供 1个具

有一般性的开环对象，有利于在本文研究基础上自行

设计执行机构闭环控制器和发动机闭环控制器，进行

执行机构的开环 /闭环故障诊断。

3 增广发动机模型的验证与应用分析

由主燃油计量阀随动活塞位移与计量活门输出

燃油量以及喷口面积作动器作动筒活塞位移与喷口

面积为非线性关系如图 12所示。从图中可见，变增益

系数 K1和 K2为非线性曲线对应工作点处斜率，可用

小偏差求导的方法求得。

在实际工程中，发动机在加减速大过渡态工作时

将出现控制量的饱和，这种饱和效应将反映在执行机

构的输出中。因此，为消除这种饱和效应，采用加减速

控制器与主控制器输出低选的方式，并辅以执行机构

的位置饱和与速率饱和限制的控制。带执行机构的发

动机控制系统结构原理如图 13所示，从图中可见，带

灰色背景的点划线框内为带执行机构的增广发动机

模型，即本文所完成的工作。其中，点线框左边的饱和

环节为占空比信号本身的输入饱和特性（20%

~80%），而这个输入限制直接导致了执行机构的速率

饱和限制，ACT1和 ACT2上的虚线箭头即为“导致”

含义。在设计闭环控制器时，仅需要在 ACT1和 ACT2

前加入占空比信号的输入饱和限制，速率限制即会自

动出现，不需另外添加。点线框右侧的饱和环节为执

行机构的位置饱和限制。点线框外侧表示在此增广模

型的基础上可以开展的工作，包括执行机构小闭环的

设计，带执行机构发动机大闭环多变量控制器设计

等，以虚线框表示。仍取第 2.1节中的稳态工作点为

算例，其工作点参数为 W f=1.046 kg/s，A 8=1883 cm2，

该点处变增益系数 K1 和 K2 求解可得 K1=717.6

（kg/h）·mm-1，K2=12.32 cm2/mm。

从图 6中可见，开环的主燃油调节执行机构本身

是稳定的，当给定控制输入为阶跃信号时，可以得到

稳定的计量活门位移，而确定的计量活门位移乘以该

点处的增益系数 K1即可得到稳定的燃油流量，因此

控制输入 SFuel给定为阶跃信号；从图 10中可见，开环

喷口执行机构是不稳定的，当给定控制输入为阶跃信

号时，喷口作动筒的速度能达到稳定，而位移是速度

的积分。因此为了保证喷口的截面积能进入稳定值，

进而使发动机的输出能保持稳定，控制输入 SNozzle给

定为脉冲信号。控制输入阶跃信号 SFuel和脉冲信号

SNozzle如图 14所示。用本文提出的差分进化算法提取

包含发动机主要特征量及其执行机构状态变量的增

广发动机状态变量模型输出响应与非线性模型输出

响应对比曲线分别如图 15、16所示。从图中可见，2

（a）Displacement of Actuating
Cylinder/mm

（b）Displacement of Slave
Value/mm

图 12 主燃油量及喷口面积与活塞位移的关系

图 13 带执行机构的发动机控制系统结构

图 14 控制输入阶跃信号 SFuel和脉冲信号 SNozzle

图 15 SFule变化时的输出响应

10-6 10-6

250

200

150

100

5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Input signal of s_fuel [null] Input signal of nozzle [null]

（a）主燃油控制信号
0 20 40 60 80 100 0 20 40 60 80 100

（b）喷口控制信号

25

15

5

-5

25

15

5

-5

0.016

0.012

0.008

0.004

3.0

2.0

1.0

0

10-3

2.0
1.5
1.0
0.5

0
-0.5

60

40

20

0

10-6

8

4

0

4

2

0

（a）风扇转速对比曲线 （b）压气机转速对比曲线

n1 of nonlinear/（r/min）

n1 of linear/（r/min）

100806040200

n2 of nonlinear/（r/min）

n2 of linear/（r/min）

100806040200

（c）压气机后总压对比曲线
100806040200

（d）涡轮后总温对比曲线
100806040200

（e）涡轮后总压对比曲线
100806040200

（f）活塞位移对比曲线
100806040200

（g）活塞速度对比曲线
100806040200

（h）活塞上腔压力对比曲线
100806040200

P3 of noulinear/MPa

P3 of linear/MPa

[null]

T5 of noulinear/K

T5 of linear/K

P5 of noulinear/MPa

P5 of linear/MPa

x of noulinear/m
x of linear/m

v of noulinear/（m/s）

v of linear/（m/s）
Pc1 of noulinear/105 Pa
Pc1 of linear/105 Pa

45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1卷

10

-10

-30

-50

-70

n1 of nonlinear/（r/min）

n1 of linear/（r/min）

100806040200

5

-5

-15

-25

n2 of nonlinear/（r/min）

n2 of linear/（r/min）

100806040200

100806040200 100806040200

100806040200 100806040200

100806040200 100806040200

0.016

0.012

0.008

0.004

P3 of noulinear/MPa

P3 of linear/MPa

0.05

-0.05

-0.15

-0.25

-0.35

T5 of noulinear/K

T5 of linear/K

10-3

4
3
2
1

P5 of noulinear/MPa

P5 of linear/MPa

[null]
60

40

20

0

x1 of noulinear/m
x1 of linear/m

10-6

0

-200

-400

-600

-800

Pcl1 of noulinear/105 Pa

Pcl1 of linear/105 Pa

0.2
-0.2
-0.6
-1.0
-1.4
-1.8

x2 of noulinear/m
x2 of linear/m

种曲线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由于执行机构中往往只有

线位移传感器 LVDT和控制腔测压点，没有速度传感

器，因此未加入对比。

4 结论

针对控制系统设计中往往忽略执行机构的问题，

通过差分进化方法建立了包含执行机构和发动机模

型的增广状态变量模型。通过与非线性模型的对比，

表明该增广模型具有很高的精度。

该增广模型包含了执行机构的诸多状态变量，可

以为故障诊断提供更多的信息便于故障的定位与隔

离，以进行容错控制；考虑了执行机构对控制器输出能

量的约束作用，因此针对该模型设计的控制器将具有

实际工程价值；适用于执行机构小闭环控制器、带执行

机构的发动机的大闭环控制器设计及带执行机构的故

障诊断；便于实现过渡态与稳态的控制计划切换。

后续还将以该增广模型为基础，开展设计执行机

构小闭环控制器及大闭环最优控制器研究。

参考文献：

[1] 郑铁军，王曦，覃道亮，等. 带执行机构的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设计

仿真[J]. 推进技术，2005，26（4）：335-338.

ZHENG Tiejun，WANG Xi，TAN Daoliang，et al. Design and simulation

of control systems with actuators of aeroengine[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2005，26（4）：335-338. (in Chinese)

[2] Sugiyama N. Derivation of ABCD system matrices from nonlinear

dynamic simulation of jet engine[R]. AIAA-92-3391.

[3] Kulikov G G， Thompson H A. Dynamic modeling of gas

turbines-identification，simulation，condition monitoring and optimal

control[M]. London：Springer-Verlag KG，2004：65-155.

[4] 仇小杰. 航空发动机多模态切换控制方法研究[D]. 南京：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2011.

QIU Xiaojie. Muti-mode switching control for aircraft engines [D].

Nanj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2011. (in

Chinese)

[5] 李秋红，孙健国. 基于遗传算法的航空发动机状态变量模型建立方

法[J]. 航空动力学报，2006，21（2）：427 -431.

LI Qiuhong，SUN Jiangguo. Aeroengine state variable modeling based

on the genetic algorithm [J].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2006，21（2）：

427-431. (in Chinese)

[6] 王斌，王曦，石玉麟，等. 一种航空发动机分段实时线性动态模型[J].

航空动力学报，2014，29（3）：697-701．

WANG Bin，WANG Xi，SHI Yulin，et al. A real-time piecewise linear

dynamic model of aeroengine [J].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2014，29

（3）：697-701. (in Chinese)

[7] Breikin T V，Arkov V Y，Kulikov G G. Regularization approach for

real-time modeling of aero gas turbines [J]. Control Engineering

Practice，2004，12（4）：401-407.

[8] Storn R，Price K.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 simple and efficient adaptive

scheme for global optimization over continuous spaces [R]. Berkeley：

International Computer Science Institute，1995.

[9] Giarre L，Bauso D，Falugi P，et al. LPV model identification for gain

scheduling control an application to rotating stall and surge control

problem[J]. Control Engineering Practice，2006，14（4）：351-361.

[10] 刘波，王凌，金以慧. 差分进化算法研究进展 [J] . 控制与决策，

2007，22（7）：721-729.

LIU Bo，WANG Ling，JIN Yihui. Advances in differential evolution[J].

Control and Design，2007，22（7）：721-729. (in Chinese)

[11] 刘金琨，沈晓蓉，赵龙. 系统辨识理论及 MATLAB仿真[M].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233-254.

LIU Jinkun，SHEN Xiaorong，ZHAO Long. System identification

theory and MATLAB simulation [M]. Beijing：Electronic Industry

Press，2003：233-254. (in Chinese)

[12] Kaelo P，Ali M M．A numerical study of some modified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lgorithms[J]．European J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06，169

（3）：1176-1184．

[13] Wang S Z ，Ma L X C ，Sun D S. Hybrid differential evolution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for reactive power optimization [C]

//Chengdu：Asia-Pacific Power and Energy Engineering Conference

(APPEEC)，2010.

[14] Manring N D. Hydraulic control systems [M]. NewYork：John Wiley

and Sons，2005：93-97.

[15] 付永领，祁小野. LMS Imagine. Lab AMESim系统建模与仿真参考

手册[M].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1：1-97.

FU Yongling， QI Xiaoye. LMS Imagine. Lab AMESim system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reference manual [M]. Beijing：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Press，2011：1-97. (in

Chinese)

[16] 赵连春，杰克·马丁利.飞机发动机控制 -设计、系统分析和健康监视

[M]. 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11：17-21.

ZHAO Lianchun，Mattingly J D. Aircraft engine controls：design，

system analysis，and health monitoring [M]. Beijing：Aviation Industry

Press，2011：17-21. (in Chinese)

(编辑:张宝玲)

图 16 SNozzle变化时的输出响应

（a）风扇转速对比曲线 （b）压气机转速对比曲线

（c）压气机后总压对比曲线 （d）涡轮后总温对比曲线

（e）涡轮后总压对比曲线 （f）分油阀位移对比曲线

（g）分油阀控制压力对比曲线 （h）作动筒位移对比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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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室流量分配计算方法适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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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考察有效面积法、流阻法在燃烧室流量分配设计中的适用性，分别采用 2种方法完成了某环形燃烧室流量分配计算，

并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进行了对比分析，以试验手段验证了其可靠性。结果表明：有效面积法及流阻法理论计算简化条件基本可以

得到满足，计算精度相当。采用有效面积法得到主燃孔进气量为 32.54%，低于实际值 3.12%，得到掺混孔进气量为 20.43%，高于实际

值 0.3%；采用流阻法得到主燃孔进气量为 35.11%，低于实际值 0.55%，得到掺混孔进气量为 17.32%，低于实际值 2.81%。２种方法大

孔总进气量均低于实际值约 3%。数值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可用于燃烧室流量分配的精确计算。

关键词：燃烧室；流量分配；有效面积法；流阻法；数值模拟；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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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bility Study on Calculation Method of Combustor Flow Distribution
XU Li1袁 ZHANG Bao-cheng2袁 LIU Kai2

渊1援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Shenyang Ligong University袁Shenyang 110034, China曰2援Department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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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effective area method and the flow resistance mothed in the design of
combustor flow distribution袁the two methods are applied to calculate the flow distribution of an annular combustor.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using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its reliability was verified by experimen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implify conditions of
the effective area method and the flow resistance method can be met袁 the precisions of the two methods are basically considerable. The flow
rate of primary holes is 32.54% of effective area method袁 lower than the actual value of 3.12%袁 dilution holes is 20.43%袁 higher than the
actual of 0.3%; The flow rate of primary holes is 35.11% of effective area method袁 lower than the actual value of 0.55%袁 dilution holes is
17.32%袁 lower than the actual of 2.81%. Total flow rate of the two methods are lower than the actual value of about 3%.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re agree with experimental values very well袁 which can be used for accurate calculation of flow distribution in combu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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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流量分配是燃烧室设计、研制中最基本也是最关

键的问题之一[1-2]。其影响到燃烧室的点火、火焰稳定、

燃烧效率、总压损失、壁面冷却、出口温度分布和排气

污染等燃烧性能和使用的各方面。如果得到合适的空

气流量分配，有了合适的沿周向均匀的冷却空气量，

则仅需基本良好的燃油喷雾与之配合，就能实现良好

的燃烧室综合设计指标[3-6]。流量分配不仅是火焰筒组

织燃烧问题，也影响到燃烧室的经济性和燃料利用

率，在工程上要求与使用寿命进行协调和折衷处理。

在燃烧室设计指标要求不断提高，燃烧控制不断细化

的今天，燃烧室的流量分配就显得更为重要。

流量分配的计算，一般在已知燃烧室进口气流参

数和几何尺寸条件下进行。通过计算，验算预定的流

量分配方案是否合适；根据流量分配计算结果和已有

的研制经验，调整修改进气孔几何尺寸，以达到需要

的燃烧室性能。流量分配的计算方法主要有面积法、

流阻法、等射流理论解法、平均流量系数法、基本方程

法。哪种方法既简单实用又有足够精度，成为工程设

计上面临的 1个问题[7-9]。随着数值模拟方法的广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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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在流动方面的可靠性已得到验证[10-13]。在结构确

定的前提下，可以使用数值模拟方法进行流量分配方

案的验证。

本文以某型发动机燃烧室为研究对象，分别以有

效面积法、流阻法进行流量分配计算，并以数值模拟

法验证 2种方法的差异，确定工程适用性。

1 研究对象
以某现役先进短环形燃烧室为研究对象，其火焰

筒外环有 15道冷却气膜，内环有 16道气膜。火焰筒

前端沿周向均匀分布 28个旋流器，每个旋流器中心

有 1个双油路离心喷嘴；火焰筒内、外壁上周向均匀

分布主燃孔、掺混孔和冷却孔，具体为：火焰筒外环壁

上第 1排主燃孔共 56个；第 2排掺混孔，其中第 1排

包括 5个直径较大的孔和 23个较小的孔，且轴向位

置有所差别；另 1 排掺混

孔 28 个。火焰筒内环壁

上第 1 排主燃孔共 42

个；第 2 排掺混孔，每排

28个。内、外环壁上气膜

冷却孔各排不一，同 1 排

孔的直径有所不同，但数

量均为 28 的倍数。物理

模型如图 1所示。

2 2种方法流量分配计算结果

2.1 有效面积法

有效面积法是计算火焰筒空气流量分配最简单

也是比较适用的方法。该方法能在很短时间内估算出

所研究火焰筒的空气量分配，特别适用于燃烧室调试

过程中，在现场分析燃烧室性能时使用。而且由于各

种误差作用结果，采用复杂方法计算时其结果可能与

有效面积法相差不多，因此燃烧室设计中经常采用此

方法。

有效面积法假定[14]：沿火焰筒任一轴向截面，火

焰筒的内外压差相等；在火焰筒 2股通道中气流密度

不变。

基本计算式为

驻G i=Ga
滋iFi撞滋iFi

（1）

式中：驻G i 为第 i 排孔的进气量，kg/s；Ga 为总进气

量，kg/s；Fi为孔的进气面积，mm2；滋i为第 i排孔的流

量系数。

有效面积法关键点之一是选定流量系数。60余

年发动机的研制、改型和使用，已积累了大量流量系

数数据，特别是选择良好的原准燃烧室火焰筒进气孔

流量系数值，对工程设计是实用、有效的[14-15]。为具有

代表性，在本次燃烧室流量分配计算中，流量系数根

据国外某发动机燃烧室火

焰筒给出，典型各排孔的

流量系数选取详见文献

[1]。本文各方法流量分配

均为发动机最大工作状

态，计算结果如图 2所示。

流量分配结果：主燃

孔进气量 32.54%，第 1排掺混孔进气量 10.98%，第 2

排掺混孔进气量 9.45%。

2.2 流阻法

流阻法考虑了各种进气孔的尺寸、几何形状、小

孔气流及流量系数等对流阻系数的影响，所以其计算

结果理论上比有效面积法的更合理。而正是由于考虑

了众多影响因素，使得计算较为复杂，同时各因素影

响值多为试验或经验所得，准确性、适用性有待验证。

该方法主要假设[14]：气流在燃烧室内流动为不可压缩

流动；2股通道内的气流总压不变；火焰筒内的总压

相等；气流经过火焰筒进气装置的损失与火焰筒内主

流加热的损失相互独立。

在上述假设基础上推导出

Gai=Ga
鬃m

鬃im
（2）

式中：Gai为第 i流路的进气量，kg/s；Ga为进入火焰筒

的进气量，kg/s；鬃m、鬃im分别为以燃烧室最大截面为参

考截面的火焰筒的总流阻系数和元件 i的流阻系数。

典型元件流阻系数见

文献[1]。流量分配计算结

果并与有效面积法对照如

图 3所示。

从图中可见，２种方

法流量分配结果主要区别

在于大孔进气，流阻法主

燃孔进气量为 35.11%，比有效面积法的高 2.57%；而

流阻法掺混孔进气量为 17.32%，比有效面积法的低

3.11%；大孔总进气量（含旋流器）分别为 59.79%及

a—旋流器；b—2、3、4、5 冷却气膜；c—主燃
孔；d—7、8、9、10、11冷却气膜；e—第 1排掺
混孔；f—冷却气膜；g—第 2 排掺混孔；h—
15、16、17、18、19冷却气膜；i—燃烧室出口

图 1 燃烧室模型

图 2 有效面积法流量分配

图 3 流阻法与有效面积法

流量分配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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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1%，基本相同。

3 数值分析法

考虑到周向对称及计算能力，本文以整个环形燃

烧室 1/28为计算域。采用 Realizable k-ε湍流模型，

2阶迎风差分格式，质量流量进口，压力出口，侧面为

周期对称。流场分布如图 4、5所示。

从图中可见，由于各截面型面及位置差异，各进

气孔流速有较大差异，说明简单的假设计算会带来一

定误差。主燃孔射流深度超过 1/3腔高，有足够穿透

深度，同时益于头部回流区的形成。主燃孔所在截面

静压、总压分布分别如图 6、7所示。

从图中可见，２股通道及火焰筒内静压基本不

变，满足了有效面积法沿火焰筒任一轴向截面，火焰

筒的内外压差相等的假设；从图 7中可见，2股通道

内总压基本稳定，满足了流阻法 2股通道内的气流总

压不变的假设，但火焰筒内总压却非均匀恒定，这使

火焰筒内的总压相等假设无法完全满足，将是影响其

准确性的 1个因素。

流量分配模拟与理论

计算对照如图 8所示。

由 2种方法计算得到

的流量分配结果与数值模

拟结果对比可知：在主燃

孔处流阻法更接近模拟结

果，而在掺混孔处有效面

积法更接近。这应该是由于流阻法假设的火焰筒内总

压不变而实际总压沿程损失，有效面积法假设沿程静

压不变，实际由于速度滞止而有所增大导致的误差。

各方法对于冷却气膜进气量计算差别不大。

4 试验验证

为进一步验证各种方

法的可靠性与精度，应用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燃烧试

验台（如图 9 所示），用堵

孔的方法完成了火焰筒大

孔进气量试验。

试验台本体主要设备及功能：加温器模拟压气机

出口气流温度，孔板流量计计量进气流量，压力传感

器测定进气压力，背压阀调节工作压力。为减小壁面

边界层影响，试验件采用 3头部扇形段。各大孔进气

量试验结果及与其他方法对比见表 1。

图 4 主燃孔纵截面速度分布

图 5 燃烧室壁面速度分布

图 6 静压分布

图 7 总压分布

图 8 3种方法流量分配

图 9 燃烧试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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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见，无论各截面进气量还是总进气量，

数值模拟结果都与试验吻合较好，证明了数值模拟在

流场模拟领域的可靠性。有效面积法前段与实际偏差

较大，后段吻合较好；而流阻法趋势恰恰相反，这是由

不同方法假设条件决定的；其总进气量均比实际值约

低 3%。这意味着冷却气量将减少 3%，在高温升燃烧

室设计中应予以注意。

5 结论

（1）采用有效面积法与流阻法计算流量分配精度

基本相同，能够适应燃烧室设计初期估算。但由 2种

方法计算得到的大孔总进气量比实际值约低 3%，在

高温升燃烧室设计中应予以修正。

（2）采用有效面积法计算得到的掺混孔及以后位

置的流量与实际值吻合较好，而采用流阻法计算得到

的主燃孔及以前位置与实际值吻合较好。

（3）无论各截面进气量还是总流量，数值法结果

均与试验值相当吻合，证明了数值方法在流场模拟领

域的可靠性，可用于燃烧室流量分配的精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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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流器

主燃孔

第 1掺混孔

第 2掺混孔

合计

有效面积法

6.82

32.54

10.98

9.45

59.79

流阻法

6.88

35.11

9.52

7.80

59.31

数值模拟

6.68

35.73

10.46

9.82

62.87

试验值

6.78

35.66

10.20

9.93

62.57

表 1 火焰筒大孔进气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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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脉动对温度场影响的数值研究

朱冬清，吴鹏龙，金仁瀚，李鹏飞，刘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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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燃油脉动对燃烧室温度场的影响，分别对燃油脉动在均匀进口、径向速度畸变进口和周向速度畸变进口中进

行了瞬态模拟，分析了燃油脉动在不同进口速度流场中对燃烧室温度场的影响。结果表明：燃烧室出口温度参数随燃油脉动变化呈

现出相似的变化规律，但这种响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燃油脉动造成主燃孔区域燃烧不合理，使得主燃孔截面温度品质降低，出口

径向温度分布系数 FRTDF产生波动；燃油脉动和进口速度畸变不仅改变了燃烧室出口温度在径向和周向的分布，而且会使在叶尖和

叶根处存在高温区，降低涡轮强度；燃油脉动在径向畸变进口中的影响程度最大。

关键词：燃油脉动；进气畸变；燃烧室；温度场；数值模拟；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5.04.010

Numerical Simulation for Influences of Fuel Injection Pulse on Temperature Profile
ZHU Dong-qing袁WU Peng-long袁 JIN Ren-han袁 LI Peng-fei袁 LIU Yong

渊Jiang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at Aerospace Power System,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 Nanjing 210016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s of fuel injection pulse on combustor outlet temperature profile袁 the transient

simulations of fuel injection pulse in couple homogeneous inlet, radial distortions and circumferential distortions were performed. The
influences of fuel injection pulse on the combustor outlet temperature profile with different inlet flow field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bustor outlet temperature parameters change with the variation of the fuel injection pulse袁 but the phenomenon usually lags
behind the fuel injection pulse. The fuel injection pulses cause unreasonable combustion in the primary hole region袁 and lower the quality
of temperature袁 specially deteriorate radial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factor. The fuel pulses and the inlet velocity distortions not only change
the distribution of combustor outlet temperature profile in radial and circumference袁 but also bring the high-temperature zone in the root
and tip of the turbine blades袁 which have influences on turbine strength. The most strong influences of the fuel pulse are in the radial
distortions inlet.

Key words: fuel injection pulse曰inlet distortion曰combustor曰temperature field曰 numerical simulation;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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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0 引言

随着现代航空发动机对整体性能要求的提高，燃

烧稳定性引起了广泛关注。燃烧不稳定性在航空发动

机主燃烧室及加力燃烧室、燃气轮机燃烧室、火箭发

动机和工业锅炉等各种燃烧系统中经常出现。这种现

象会导致燃烧装置乃至整个系统剧烈振动，热负荷增

大，严重时还会造成系统部件损伤和破坏。对于高能

量密度燃烧室的燃烧不稳定性，主要是受到燃烧室进

口速度畸变和燃油脉动作用的影响。由于航空发动机

在使用中经常遇到喷嘴的燃油喷射的压力和速率、供

油泵转速不稳定、燃料控制系统响应滞后等引起的燃

油质量流量的随机性变动，导致雾化分布、反应放热

的波动（即燃油脉动），另外压气机出口到流入火焰筒

的流路上各构件对流路的影响，及燃烧室内不稳定的

释热率引起进气压力和速度沿周向、径向分布的随机

波动（即进口速度畸变）。不少国内外学者对其不稳定

性因素进行了研究。张均勇等[1-2]分析了热声耦合作用

能使燃烧室产生不稳定性燃烧，在低于慢车或慢车状

态下，燃烧室内速度脉动、压力脉动和释热率脉动都

是产生燃烧不稳定性的因素；顾铭企[3]试验研究了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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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室 3种径向畸变进口和 1种周向畸变进口对出口

温度分布的影响，认为燃烧室进口流场畸变对出口径

向温度场剖面影响较大；文献[4]利用在燃烧室进口放

置流阻棍的方法，试验研究了特定的径向速度分布对

燃烧室温度场的影响；文献[5-9]研究了火焰的动力

学特性和试验工况对火焰结构的影响，表明燃烧不稳

定的频率与燃油脉动的频率相一致，而且燃油脉动对

燃烧室压力振荡有很大影响。

本文采用在燃烧室进口上游一定距离加挡板来

模拟进口速度分布，在 CFD 中添加自定义函数

（UDF）将燃油脉动模型和燃烧室进口速度畸变流场

耦合，实现了存在燃油脉动和进气畸变这种不稳定燃

烧过程的近似计算，分析了燃油脉动在不同进口速度

流场中对燃烧室温度场的影响。

1 几何模型与计算模型

1.1 几何模型

燃烧室网格模型如图 1所示。该模型采用某新型

短环直流燃烧室，燃烧室火焰筒头部安装有周向均匀

分布的 3级径向旋流器，每个旋流器的中心有 1个离

心式喷嘴。火焰筒的内外环有若干道气膜，内外壁面

上分别有周向均匀分布的主燃孔和掺混孔。由于整个

燃烧室内的流动具有对称性和周期性，选取燃烧室网

格模型如图 1所示。图中包含 1个旋流器在中间的燃

烧室扇形作为计算区域。

1.2 燃烧室进口速度畸变模型

进口速度畸变模型如图 2所示。在燃烧室进口上

游一定距离加挡板来模拟进口速度分布，如图 2（a）

所示，通过改变上下挡板的高度产生不同的径向速度

分布；在燃烧室进口上游一定距离加 1/10挡板，挡板

位于进口一侧，如图 2（b）所示，在周向上加挡板可以

产生不同的周向速度分布[10-11]。

1.3 燃油脉动模型

依据航空燃油齿轮泵的转速特征的试验研究，本

文模拟了 2种波形的燃油脉动，脉动持续时间均为

0.04 s，燃油流量脉动值分别为 0.6和 1.0 g/s。燃油脉

动的变化规律如图 3 所示 [12]。采取在 CFD 中嵌入

UDF程序的方式，把燃油流量与时间的函数关系耦

合进去[13]。

1.4 计算边界条件

燃烧室进口边界设置为质量进口，给定进口温度

和空气流量；出口边界设置为质量出口；燃烧室壁面

均设置为固体界面边界条件；由于周向对称，采用对

称性边界条件；采用离心式喷嘴，燃油喷射角度为

60毅，喷射燃油压力为 3.6 MPa，稳态燃油流量为

11.8 g/s；基于所需压力，

采用分离求解器，运用 2

阶 迎 风 差 分 格 式 及

SMPLE 压力速度耦合算

法进行模拟计算，计算工

况见表 1。

2 计算结果分析

2.1 稳态计算结果

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可靠性及寿命直接关系

到发动机安全性，而燃烧室出口温度及分布正是影响

涡轮叶片性能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要求燃烧室出口

温度不仅要满足良好的均匀程度，而且要满足涡轮叶

片所要求的径向温度分布。当前通用的出口温度分布

品质指标有 2种：出口温度分布系数（FOTDF）和径向温

图 1 燃烧室网格模型

图 3 燃油脉动规律模型

工况

稳态

均匀 -脉动

径向 -脉动

周向 -脉动

速度进口

均匀

均匀

径向畸变

周向畸变

燃油

稳态

脉动

脉动

脉动

表 1 计算工况

13.0

12.5

12.0

11.5

11.0

t/s
0.02 0.060.04 0.080

图 2 进口速度畸变模型

燃烧室进口

挡板

燃烧室进口

挡板

（a）径向加挡板 （b）周向加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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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布系数（FRTDF）。一般理想要求 FOTDF≤0.2~0.3，

FRTDF≤0.08~0.12。

出口温度分布系数（FOTDF）：燃烧室出口截面燃气

最高温度与平均温度的差值和燃烧室温升的比值即

FOTDF=
TT4max -T軈t4

T軈t4
-T軈t3

（1）

径向温度分布系数（FRTDF）：燃烧室出口截面同一

半径上各点温度取算术平均后，其最高平均径向温度

与出口平均温度之差和燃烧室温升的比值即

FRTDF=
TT4rmax -T軈t4

T軈t4
-T軈t3

（2）

式中：TT4rmax为出口最高平均径向温度；TT4max为出口最

高温度；T軈t4
为出口平均温度；T軈t3

为进口平均温度[14]。

稳态燃烧室出口温度特征参数见表 2。从表中可

见，燃烧室出口的 FOTDF和 FRTDF值符合理想要求，加

之如图 4 所示的均匀进口中心截面温度分布中的

峰值存在于叶高的 2/3处，根据理论分析和顾铭企[3]

等相关试验验证，稳态模拟的出口温度场比较均

匀，反映出此新型燃烧室稳态计算的合理性，达到

一般理想要求。

2.2 均匀进口中燃油脉动结果分析

燃油脉动模型在均匀进口流场中的燃烧室出口

最高温度、最大径向温度和出口平均温度随燃油脉动

的变化趋势如图 5所示。从图中可见，以上 3种燃烧

室出口温度参数随燃油脉动变化规律呈现出相似的

变化规律，但是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且燃

烧室出口温度参数在这个周期内的 2个峰值分别在

第0.024和 0.064 s时刻出现，而不是出现在供油量所

对应的第 0.02和 0.06 s时刻；在燃油脉动第 2个波

形内第 0.04 s时刻所对应的出口温度参数值要大于

在第 0.044 s时刻的值，表明响应具有滞后性，燃烧室

高温区能量扩散输运至出口对出口温度参数产生影

响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一时刻的温度场会受到上一时

刻供油量的影响。

在第 0.01、0.03、0.05和 0.07 s时刻，燃烧室的供

油量与稳态计算的供油量相同，都为 11.8 g/s。4个时

刻的燃油脉动模型在均匀进口中的燃烧室出口温度

沿径向分布曲线如图 6所示。与稳态相比，燃油脉动

的存在使得出口温度沿径向的分布不均匀性增大，在

叶高 11%、21%的叶根处存在高温点，致使叶片产生

不合理的温差，影响涡轮部件的结构强度。但是燃油

脉动并没改变出口径向温度分布峰值的径向位置（叶

高 73%时）。

图 4 均匀进口中心截面温度

进口平均

温度 /K

774

主燃孔截面最

高温度 /K

2338.210

掺混孔截面最

高温度 /K

2191.820

出口平均总温

/K

1571.803

出口最高

总温 /K

1770.070

出口最高平均

径向总温 /K

1617.947

FOTDF

0.2485

FRTDF

0.0578

表 2 稳态燃烧室出口温度特征参数

图 5 供油量和出口截面温度参数随时间的变化

图 6 脉动耦合均匀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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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动耦合均匀燃烧室出口温度特征参数见表 3。

从表中可见，燃油脉动的存在使掺混孔截面最高温度

比主燃孔截面最高温度高了 30 K。而且与稳态相比，

4个时刻的出口温度参数基本保持不变，只是降低了

主燃孔截面最高温度，提高了掺混孔截面最高温度。

但是 FOTDF和 FRTDF都有一定程度的波动，最大波动分

别为 5.31%、55.19%，而 4个时刻中出口最高温度最

大波动为 1.47%。

2.3 径向速度畸变中燃油脉动结果分析

燃油脉动模型在径向畸变进口流场中的燃烧室

出口最高温度、最大径向温度和出口平均温度随燃油

脉动的变化趋势如图 7所示，从图中可见，出口温度

参数随燃油脉动变化规律也呈现出相似的变化规律，

在时间上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出口温度参数在这一

周期内的 2 个峰值分别出现在 0.22 和 0.62 s时刻，

比燃油脉动在均匀进口中的滞后时间短 0.02 s。与图

5相比，由于受到径向速度畸变进口流场的影响，燃

油脉动引起的出口温度参数波动趋于平坦，径向畸变

使得出口平均温度降低、最高温度升高明显、最大平

均径向温度基本一致。

4个时刻的燃油脉动模型在径向畸变进口中的

燃烧室出口温度沿径向分布曲线如图 8所示。与稳态

相比，叶根处平均温度降低，不存在高温点，出口温度

径向分布的峰值在叶高 78%处，向叶尖移动 5%左

右。在峰值两侧随着叶高百分比的增加或减小，温度

分布呈现不同斜率的线性递减。说明出口温度分布不

均匀，出口温度品质降低，影响涡轮叶片的使用寿命。

脉动耦合径向燃烧室出口温度特征参数见表 4，

从表中的脉动耦合径向燃烧室出口温度特征参数，与

只受径向畸变进口相比，燃油脉动的存在不仅降低了

主燃孔和掺混孔的最高温度，而且使得出口最高温度

t /s

稳态

0.01

0.03

0.05

0.07

主燃孔截面

最高温度 /K

2338.210

2174.000

2173.740

2187.930

2184.760

掺混孔截面

最高温度 /K

2191.820

2210.090

2210.760

2208.000

2207.760

出口平均

总温 /K

1571.803

1554.257

1578.682

1542.653

1585.276

t /s

稳态

0.01

0.03

0.05

0.07

出口最高

总温 /K

1770.070

1758.460

1787.880

1735.380

1796.100

出口最高平均

径向总温 /K

1617.947

1617.529

1649.636

1611.571

1651.442

FOTDF

0.2485

0.2617

0.2600

0.2507

0.2599

FRTDF

0.0578

0.0811

0.0882

0.0897

0.0816

表 3 脉动耦合均匀燃烧室出口温度特征参数

图 7 供油量和出口截面温度参数随时间的变化

图 8 脉动耦合径向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曲线

t /s

稳态

径向稳态

0.01

0.03

0.05

0.07

主燃孔截面

最高温度 /K

2338.210

2351.150

2207.900

2212.120

2232.950

2205.390

掺混孔截面

最高温度 /K

2191.820

2331.30

2087.440

2099.690

2089.110

2094.030

出口平均

总温 /K

1571.803

1574.323

1528.287

1545.100

1512.154

1547.394

t /s

稳态

径向稳态

0.01

0.03

0.05

0.07

出口最高

总温 /K

1770.070

1781.030

2055.930

2085.820

2081.420

2092.820

出口最高平均

径向总温 /K

1617.947

1680.270

1637.329

1661.164

1649.110

1659.614

FOTDF

0.2485

0.2636

0.6995

0.7132

0.7712

0.7052

FRTDF

0.0578

0.0625

0.1446

0.1505

0.1855

0.1451

表 4 脉动耦合径向燃烧室出口温度特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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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了 300 K，基本与掺混孔最高温度相同，说明燃

油脉动的存在使得在掺混孔之后一定距离的区域出

现了不合理的燃烧高温区。在燃油脉动和径向速度畸

变进口耦合之后，从燃烧室温度品质指标 FOTDF和

FRTDF数据可知，与稳态相比，出口温度分布波动较大，

分别升高了 210.3%、220.9%，而出口最高温度升高了

18.23%。

2.4 周向速度畸变中燃油脉动结果分析

燃油脉动模型在周向畸变进口流场中的燃烧室

出口最高温度、最大径向温度和出口平均温度随燃油

脉动的变化趋势如图 9所示。从图中可见，出口温度

参数在这一周期内的 2 个峰值分别出现在 0.24 和

0.64 s时刻，与燃油脉动在均匀进口中的滞后时间相

同。说明在周向畸变进口流场中并没改变出口温度对

燃油脉动的响应速率。与图 5中对应时刻温度相比，

除了出口平均温度基本保持不变之外，最高平均径向

温度和最高温度都有明显升高。而与图 7相比，出口

平均温度与最高径向温度都升高，但是最高温度明显

降低。加之最高温度曲线上红色框内数据点分布不规

律，对燃油脉动规律响应变差，均说明在周向速度畸

变流场下燃油脉动对出口最高温度的影响程度降低。

4个时刻的燃油脉动模型在周向畸变进口中的

燃烧室出口温度沿径向分布曲线如图 10所示。与稳

态相比，叶根处平均温度降低，不存在高温点，而且出

口温度径向分布的峰值在叶高 80%处，向叶尖移动

7%。在叶高 10%～40%的叶根区域温度分布比较均

匀，而在叶高 40%～95%的叶尖区域呈现出峰值两侧

温度分布线性递减的分布。同样说明此区域温度分布

不均匀。

脉动耦合周向燃烧室出口温度特征参数见表 5。

从表中可见，燃油脉动和周向速度畸变进口的相互作

用不仅降低了主燃孔和掺混孔截面的温度，而且使主

燃孔截面的温度降低 190 K，造成掺混孔截面最高温

度高于主燃孔截面最高温度。这是因燃油脉动引起的

燃烧的不稳定性使高温区分布不合理所造成的。与稳

态相比，燃烧室温度品质指标 FOTDF和 FRTDF分别波动

61.2%、192.4%。而燃烧室的出口最高温度比稳态升

高 100 K左右，波动幅度为6.9%。

3种工况下对应的 3个出口温度特征参数（出口

最高温度、FOTDF、FRTDF）的波动见表 6。从表中可见，３

个特征参数中最容易受到燃油脉动影响的是 FRTDF。燃

油脉动在周向速度畸变进口中对出口温度分布的影

响程度明显小于燃油脉动在径向速度畸变进口中对

出口温度分布的影响程度，但要比燃油脉动在均匀进

口中对出口温度分布影响程度大。燃油脉动和径向速

图 9 供油量和出口截面温度参数随时间的变化

图 10 脉动耦合周向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曲线

t /s

稳态

径向稳态

0.01

0.03

0.05

0.07

主燃孔截面

最高温度 /K

2338.210

2392.220

2145.350

2144.130

2142.660

2150.190

掺混孔截面

最高温度 /K

2191.820

2237.050

2188.780

2176.130

2184.820

2167.340

出口平均

总温 /K

1571.803

1573.820

1550.445

1574.145

1539.383

1591.523

t /s

稳态

径向稳态

0.01

0.03

0.05

0.07

出口最高

总温 /K

1770.070

1816.470

1861.570

1892.490

1839.860

1870.340

出口最高平均

径向总温 /K

1617.947

1686.548

1681.648

1707.192

1668.267

1722.191

FOTDF

0.2485

0.3034

0.4007

0.3979

0.3926

0.3411

FRTDF

0.0578

0.1409

0.1690

0.1663

0.1684

0.1598

表 5 脉动耦合周向燃烧室出口温度特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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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畸变进口的耦合作用对出口最高温度、FOTDF和 FRTDF

的波动分别为 18.23%、210.3%、220.9%，明显大于另

外 2种工况下的波动。可知燃油脉动在径向速度畸变

的流场下对出口温度分布的影响程度最大。

3 结论

通过添加 UDF程序将燃油脉动模型分别与 3种

燃烧室进口速度畸变耦合，进行了瞬态的模拟计算，研

究燃油脉动对燃烧室温度场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1）燃烧室出口温度参数随燃油脉动变化呈现出

相似的变化规律，但是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因为燃烧室内高温区能量扩散输运到出口对出口温

度参数产生影响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一时刻的温度场

会受到上一时刻供油量的影响。

（2）燃油脉动的存在使得主燃孔区域燃烧不合

理，造成主燃孔截面温度品质降低，影响了径向温度

分布 FRTDF，导致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恶化。

（3）燃油脉动和进口速度畸变的存在不仅改变了

燃烧室出口温度场径向和周向分布，而且导致叶尖和

叶根处存在高温区，改变出口温度分布峰值的径向位

置，出口最高温度、FOTDF和 FRTDF参数恶化，对涡轮造

成不良影响。

（4）比较燃油脉动在均匀进口、径向畸变进口、

周向畸变进口 3 种工况下对出口温度品质影响程

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径向畸变进口、周向畸变进口、

均匀进口。

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为燃烧室燃烧不稳定性研究

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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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况

均匀 -脉动

径向 -脉动

周向 -脉动

出口最高温度

1.47

18.2

6.9

FOTDF

5.31

210.3

61.2

FRTDF

55.19

220.9

192.4

表 6 燃烧室出口特征参数波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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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统装置扬程的计算及泵的选型分析

徐 鑫，杨晓玲，高 珊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1）

摘要：为了提高水系统中水泵的实际运行效率和扬程利用率，降低发动机试验成本，减少能量浪费，以某型发动机台架试验水

系统为研究对象，综合考虑了装置静扬程、管路的各种局部损失和沿程损失开展装置扬程的计算。同时根据水系统所需的装置扬

程、流量及其变化规律，从泵的参数及其特性曲线入手，进行泵的选型分析，确定合适的泵的类型、台数及连接方式。通过水系统装

置扬程的计算和泵的选型分析，结合泵带来的能效利用、工程投入和运行费用等因素，可在满足发动机试验需要的同时实现经济利

益最大化，为今后类似水系统工程的设计提供借鉴和指导。

关键词：水系统；装置扬程；水泵；选型；特性曲线；台架试验；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45.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5.04.011

Calculation of Equipment Head and Analysis of the Pump Selection on Wat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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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tual efficiency and head utilization, reduce the experimental cost and energy consumption, the

calculation of equipment head was performed by considering the equipment static head, the local loss and the linear loss of pipeline based
on a water system in aeroengine bench test. According to equipment head, flux and its variation on water system, the analysis of pump
selection was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number, type and connecting mode of the pump, according to the parameter and characteristic
curve of the pump. It is not onl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engine test, but also to maximize economic benefits through the calculation of
equipment head and the analysis of pump selection, combining the factors of the energy utilization, engineering input, operation cost,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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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地面台架试验是航空发动机从方案设计到定型

交付的关键环节，台架试验成功与否对发动机的改进

改型乃至 1个新机种的诞生至关重要。水泵是水系统

的重要设备，用于发动机滑油散热、压缩空气散热、测

功机负载调控，其运行状况好坏直接影响试验的可靠

性和安全性。根据现场调查，由于选型不当、扬程过大

无法在最佳工况点运行、型号与运行方式相矛盾、不

同型号的水泵并行、特性曲线差异很大等原因，目前

水泵的实际运行效率偏低。从降低成本、节约能源、保

障试验的目标出发，进行水系统装置扬程的计算及泵

的选型分析意义重大[1-4]。

本文通过对泵的选型参数进行计算分析，得到泵

的扬程、流量选型计算和设计的依据，提出水泵选型的

方法及流程，可作为今后类似水系统工程设计的依据。

1 水系统性能参数计算

某型发动机台架试验水系统（如图 1所示）包括

储水箱、气液分离器、换热器（10个换热单元）、水泵、

冷却器、3通温控阀、蝶阀、截止阀、止回阀、真空阀和

孔板等部件。初温为 17 ℃的冷却水在泵的驱动下，

经气液分离器滤气后进入换热器，换热后的高温水在

冷却器内冷却至初温，经 3通温控阀重新流入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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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水系统的装置静扬程 Hst=5 m，泵在该系统中运

行的装置扬程为 Hr，泵的进、出口压差为 驻p，泵的出
口流量 Q0=160～200 kg/s，整个系统共有 3种不同规

格的管型（i=1、2、3），管径 di=300、250、50 mm，管长

di= 72、4、54 m，管流量 li=160～200、80～100、16～20 kg/s，

流速 V=4Q/仔籽d2。

1.1 沿程阻力损失

沿程阻力损失计算公式[5-8]

驻Pf=姿 l
d

籽V 2
2 = 8姿lQ2

仔2籽d5 （1）

式中：l为管长，m；姿为沿程阻力系数，是雷诺数 Re
和相对粗糙度 着 /d的函数，按表 1中的公式计算。

圆形截面管路雷诺数为

Re=Vd/v= 4仔· Q
籽dv （2）

取 v=1.08155×10-6 m2/s，根据 Qi、di 值，由式（2）

得 Re i=（6.28~7.85）×105、（3.77~4.71）×105、（3.77~

4.71）×105。

取 着=0.08 mm，根据表 1中 Re i对应的 姿i公式，

得 姿i=0.01563～0.01584、0.01658～0.01686、0.02264～

0.02277。

根据 姿i、di、Qi 值，由式（1）得 驻Pfi=9748.8～

15030.6、358.6～551.0、817292.3～1269728.4 Pa。

因此，整个系统的沿程损失
i=1,2,3

驻Pfi=827224.4～

1285412 Pa。

1.2 局部阻力损失

局部阻力损失公式为[5-8]

驻Pj=灼 籽V 2

2
= 8灼Q2

仔2籽d4 （3）

式中：灼为局部阻力系数。
如图 1所示的水系统包括蝶阀 8 个、止回阀 2

个、截止阀 3个、3通温控阀 1个、孔板 1个、气液分

离器 1个、弯头 14个，局部阻力见表 2。

1.3 装置扬程和功率

装置扬程计算公式为[9-10]

Hr=Hst+撞h （4）

式中：撞h=(撞灼+姿 l
d ) 籽V 2

2
· 1

籽g ，为管道阻力损失。

由式（4）计算得 Hr=100.5～151.2 m。

泵输出功率为

Pe=驻PQ=籽gHrQ （5）

由式（5）计算得 Pe=160.8～302.4 kW。

1.4 装置特性曲线

根据计算的流量、扬程值，绘制水系统 Q-Hr 装

置特性曲线 AB，如图 2所示。泵或多台泵串、并联的

特性曲线与 AB相交，其交点即整个水系统的工况点。

图 1 某型发动机台架试验水系统

流动区域

层流

水力光滑区

水力粗糙管

阻力平方区

Re范围

Re<2320

3000<Re <105

105<Re <108

22(d/着)
8
7
＜Re≤597(d/着)

9
8

Re＞597(d/着)
9
8

姿

64/Re

0.3164Re-0.25

0.308/(0.842-lgRe)2

[1.14-2lg(着/d+2l25/Re09))]-2

0.11(着/d)
0.25

表 1 沿程阻力系数 [5]

名称

蝶阀

止回阀

截止阀

3通

孔板

分离器

弯头

管路分流

管路汇流

换热单元

冷却器

表 2 某管路系统局部阻力损失

N Q/(kg/s)

8 160～200

2 160～200

2 160～200

1 80 ~ 100

1 160～200

1 16～20

1 160～200

10 160～200

2 80 ~ 100

2 16～20

1 160～200

1 80 ~ 100

1 160 ~ 200

1

1

灼

0.3

3.4

2.6

2.4

0.3

0.06

3

0.28

0.579

1.625

1.76

撞驻妆f

6154.4~9616.8

17438.0~27246.8

16525.3~25820.8

769.3~1202.1

1994.1~3115.7

7693.2~12020.6

26535.8~41462.4

3645.1~5695.4

4513.3~7052.1

0.15×105

0.28×105

驻妆j

769.3～1202.1

8719.0~13623.4

6667.4~10417.8

3190.5~4985.2

769.3~1202.1

1994.1~3115.7

7693.2~12020.6

718.0~1121.9

372.2~581.6

9305.7~14540.1

1484.8~2320.0

2160.3~3375.4

4513.3~7052.1

0.15×105

0.28×105

撞驻Pj=128268.5~176232.7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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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水系统装置特性曲线

在特性曲线图上，在多台

泵并联时，自系统工况点

引水平线与泵特性曲线的

交点，即泵的工况点；在多

台泵串联时，自系统工况

点引垂线与泵特性曲线的

交点，即泵的工况点[11-13]。

2 泵的选型方案

一般根据水系统的流量、扬程需求选择泵，根据

泵的性能规格表选择相应型号。更常用的方法是将泵

的流量 -扬程特性曲线标绘到水系统 Q-Hr 装置特

性曲线图上，如果 2条曲线不存在交点，表明该型泵

不能满足要求，应适当改变泵的台数或工作条件[14-15]。

在发动机台架试验水系统中，水泵需要满足 2个

相矛盾的要求，既要保证整个系统有足够水进行热交

换，又不能使系统升压过高损坏系统内承压能力较低

的换热器。因此选型时不可盲目选高扬程。对于流量

范围较大的水系统，可采用串联、并联或二者联合连

接的方式使用较小的水泵，既能节省发动机台架试验

的基础投入费用，也能降低功率和运行费用。根据水

系统的装置性能曲线，对目前市场上的水泵进行调研

后，给出以下几种泵的选型方案。

3台 IS和 KZ型水泵并联运行性能曲线如图 3、

4所示。从图中可见，假设水泵并联点前的管路对称

布置，3 台 IS125-100-315 水泵并联后与装置特性

曲线 AB 相交于 C 点（178.9，123.2），则流量为

160~178.9 Q/（kg/s）时，3台 IS125-100-315水泵并联

满足要求；3台 IS125-100-315A 并联后与装置特性

曲线相交于 D点（165.8，107.2），则流量为 160~165.8

Q/（kg/s）时，3台 IS125-100-315A水泵并联满足要

求；3台 KZ200-125水泵并联后与装置特性曲线相交

于 O点（178.9，123.2），则流量为 160～178.9 Q/（kg/s）

时，3台 KZ200-125水泵并联满足要求。

2台 Sh和 S型水泵串联运行性能曲线如图 5、6

所示。从图中可见，2台 12Sh-6B水泵串联后与装置

特性曲线相交于 E 点（189.0，136.2），则流量为

160～189.0 Q/（kg/s）时，2台 12Sh-6B水泵串联满足

要求；2台 12Sh-9水泵串联后与装置特性曲线相交

于 F点（180.5，125.2），则流量为 160～180.5 Q/（kg/s）

时，2台12Sh-9水泵串联满足要求；2台 12Sh-9A水

泵 串 联 后 与 装 置 特 性 曲 线 相 交 于 G 点

（164.7，106.0），则流量为 160～164.7 Q/（kg/s）时，2

台 12Sh-9A 水泵串联满足要求；2 台 300S90B 水泵

串联后与装置特性曲线相交于 H点（189.0，136.2），则

流量为 160～189.0 Q/（kg/s）时，2 台 300S90B 水泵串

联满足要求；2台 300S58 串联后与装置特性曲线相

交于 L点（180.5，125.1），则流量为 160～180.5 Q/（kg/s）

时，2台 300S58水泵串联满足要求。

3 方案比较

确定水泵串、并联运行的重点在于为泵选择合适

的连接方式、确定合适的运行工况点。选择泵的连接

方式需考虑水系统的装置特性曲线，一般认为串联比

并联更易成功。

将上述 3种并联方案、5种串联方案的结果进行

分析比较，见表 3。

图 3 3台 IS型水泵并联

运行性能曲线

图 4 3台 KZ型水泵并联

运行性能曲线

图 5 2台 Sh型水泵串联

运行性能曲线

图 6 2台 S型水泵串联

运行性能曲线

表 3 泵的选型方案比较

水泵（型号 /台数）

IS125-100-315/3

IS125-100-31A/3

KZ200-125/3

12Sh-6B/2

12Sh-9/2

12Sh-9A/2

300S90B/2

300S58/2

运行点流量 /(kg/s)

178.9

165.8

178.9

189.0

180.5

164.7

189.0

180.5

扬程利用率 /%

74.1～100

92.4～100

74.1～100

58.7～100

70.6～100

93.4～100

58.7～100

70.6～100

效率 /%

72～75

71～72

71～73

70～73

80～81

80～83

70～73

74～84

并联

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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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通过对水泵选型方案中泵的连接方式、效率、能

耗进行分析比较，结合工程投资和运行费用得出：2

台 12Sh-9/12Sh-9A水泵串联运行，具有较高的平均

效率和扬程利用率，能量浪费少，投资小，可达到预期

设计指标；其中又以 2台 12Sh-9A水泵串联运行方

案的流量调节范围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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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振动值的机匣包容试验数据采集触发系统

曹继来，洪伟荣，李 颖，宣海军
（浙江大学化工过程机械研究所，杭州 310007）

摘要：为了在切断通电线圈不能应用的场合实现对数据采集设备及时准确地控制，自行开发了基于振动幅值的机匣包容试验

数据采集触发系统。通过对以往机匣包容试验采集得到的旋转轴振动数据进行研究，在叶轮爆裂瞬间旋转轴振动值出现较大程度

的阶跃突变，利用旋转轴的振动信号作为触发源，前置变换器和位移振幅测量仪对振动信号数据加工处理，实现当振动超过设定阀

值时，控制数据采集设备进行数据采集。经试验验证表明：该系统触发及时，可靠性高。

关键词：机匣包容试验；振动值；振幅位移测量仪；继电器；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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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Acquisition and Triggering System of Casing Containment Test Based on Vibration Value
CAO Ji-lai袁HONG Wei-rong袁LI Ying袁XUAN Hai-jun

渊Institute of Process Equipment袁Zhejiang University袁 Hangzhou 310007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data acquisition equipment timely and accurately on the condition that the cut-off electricity coil

cannot be applied, the data acquisition and triggering system of the casing containment test were developed based on vibration value. The
vibration data of rotation axis were studied by casing containment test in previous experiments, which show a large step change at the
impeller burst moment. Taking vibration signals of the rotation axis as trigger sources, the data were operated by forward converter and
vibration-amplitude meter, then the data acquisition were obtained as the vibration values passed over the setting threshold. Experimental
validation shows that the system triggers timely and has high reliability.

Key words: casing containment test曰vibration value曰vibration-amplitude meter曰relay曰data acquisition

航空发动机
Aeroengine

收稿日期：2014-06-12
作者简介：曹继来（1989），男，硕士，研究方向为流体机械节能和流体传动与控制；E-mail：caojilai@163.com。

引用格式：

第 41卷第 4期

2015年 8月

Vol.41 No. 4

Aug. 2015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在工作转速下运转时，轮盘和转鼓环

意外破裂所产生的碎块具有极高的能量，会导致发动

机严重受损[1]。为避免高能碎片穿透机匣，对飞机其他

部件造成二次伤害，试飞前需要对发动机机匣包容能

力进行试验。航空强国对发动机包容问题的研究都非

常重视，在民、军用航空发动机规范中都有专门条文

对包容性作出严格规定[2]。航空发动机包容试验内容

之一是研究叶片飞断及机匣内侧受断裂叶片撞击刮

擦情况[3]，要求对必要的试验数据进行记录采集。在浙

江大学化工机械研究所高速旋转实验室所进行的多

次航空发动机包容试验中，叶轮在预置缺陷的情况

下，其爆裂飞出转速要在 70000 r/min以上。假设叶轮

在转速 70000 r/min时发生叶片飞断，此时叶轮旋转

1周用时为 8.6×10-4 s，此时叶片飞断时间极短，给试

验研究工作带来了较大困难。试验中能否及时有效地

控制高速摄像机、应变仪及其示波器等相关设备对叶

轮爆裂时刻的数据采集成为试验成败的关键。在以往

的机匣包容试验中，由于机匣和叶轮之间存在较大的

间隙，数据采集设备主要采用其间缠绕通电线圈的方

式进行控制，飞断叶片割断通电线圈从而为数据采集

设备控制端提供 1个正向或负向电压脉冲，从而控制

数据采集设备进行数据采集。数据采集设备自身内存

可以保存触发时刻之前一段时间内的数据，切断通电

线圈的延迟时间小于设备内存保存的触发前数据，故

传统的割断触发线圈的触发方式准确可靠，能够及时

准确地控制数据采集设备。而对于叶轮与机匣之间的

间隙在 0.5 mm以内时，其间没有足够的空间放置通

mailto:caojila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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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圈的情况，传统的割断通电线圈的触发方式不能

满足试验要求，需要寻找新的触发方式实现对数据采

集设备的控制[4]。

为了在切断通电线圈不能应用的场合实现对数

据采集设备及时准确地控制[5-7]，自行开发了基于振动

幅值的机匣包容试验数据采集触发系统。本文对系统

的工作原理和功能进行详细介绍，并通过试验对系统

性能进行验证。

1 触发系统

基于振动幅值的机匣包容试验数据采集触发系

统[8]（如图 1所示）主要包括振动信号采集系统、触发

控制系统、触发电路、数据采集系统、触发延时测试系

统等，其中触发控制系统为基于振动幅值的机匣包容

试验数据采集触发系统的核心部分；振动信号采集系

统实现对高速旋转轴振动信号的采集，提供可靠的触

发信号源；触发电路实现对数据采集系统的实时控

制，采集叶轮破裂时刻相关数据信息；触发延时测试

系统主要用于对系统触发延时性能的评估，通过对整

个系统中主要元件的电位变化通过 LabVIEW程序进

行采集，对电位变化的时间差进行评估。

2 触发系统工作原理

2.1 振动信号采集系统

振动信号采集系统主要包括电涡流位移传感器

和前置变换器，其中电涡

流位移传感器运用感应电

涡流原理[9-12]，即高频交变

磁场在金属表面感应产生

电涡流，如图 2所示。

前置变换器主要包括振荡器、源极输出、正反馈

放大器、检波滤波 4部分[12]。其中振荡器供给传感器

线圈高频振荡讯号，由正反馈放大器将传感器的输出

电信号加以放大驱动负载，高频载波信号经检波滤波

得到直流信号，最后得到的直流信号作为触发信号源

送到位移振幅测量仪[9]。

2.2 触发信号控制系统及触发电路

触发控制系统及触发电路主要由位移振幅测量

仪和继电器控制电路组成。其中位移振幅测量仪主要

包括直流放大器、交流放大器、双峰检测电路、报警电

路和稳压电源等。直流放大器包括运算放大器 IC1和

IC2构成的电压放大部分及三极管组成的电流放大

部分，前置器输出信号经过直流放大器的信号放大处

理，产生与位移量相关的电压输出；交流放大器位于

直流放大器之后，由运算放大器 IC3和三极管电流放

大器组成，直流放大器放大处理后的信号经过交流放

大器进一步放大，产生与振幅量相关的电压输出；峰

峰检测电路主要由正、负峰检波器及差动输入级组

成，交流放大器输出端信号被送入双峰检测电路，测

量振动峰峰值[9]；报警电路主要包括开环放大器和积

分器，当振幅值超过设定值时，开环放大器反转，积分

电路积分延时达到设定时间后，驱动继电器动作，报

警输出触点断开。在振幅测量时，当振动超过预先设

定的报警值时，设备发出报警讯号同时控制内置的继

电器开关动作，实现触发功能。试验中位移振幅测量

仪采用浙江大学自仪小组自主研发的 ZZF型位移振

幅测量仪，工作原理如图 3所示[12]。

位移振幅测量仪延时报警功能主要由定时和触

发报警电路实现，其中定时电路用于检测输入信号中

高电平及高电平维持时间，当输入信号的维持时间大

于延时时间 t时，触发报警电路。合理地设置 t，使触发
达到快速响应，同时又有效地避免外界短暂的干扰[13]。

触发电路由位移振幅测量仪、继电器、高速摄像机、示

波器、应变仪以及相应的屏蔽信号线组成。其中位移

图 1 机匣包容试验数据采集触发系统组成

图 2 电涡流位移传感器原理

图 3 位移振幅测量仪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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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测点 V1电平输出信号 图 6 测点 V2电压信号

振幅测量仪作为触发控制系统的的核心，对触发电路

性能好坏起到了决定性作

用；继电器是高速摄像机、

示波器、应变仪的主控元

件，要求其动作响应迅速，

延迟时间小。触发电路原

理如图 4所示。

2.3 数据采集系统

数据采集系统硬件设备采用美国 NI公司生产的

USB-6009数据采集卡，最大采样频率为 50 kHz。采集

程序应用配套的 LabVIEW软件自行编写的采样程序，

采集通道运用差分输入模式，单通道采样率为 10240

Hz。试验需要采集的物理量为旋转轴的振动信号，合理

地进行采集电路的连接即可完成数据采集任务[14]。

2.4 触发延时测试系统

根据系统的工作原理，由外界振动信号引起的触

发具有一定的时序性。触发延时测试系统主要用于评

估电路延时性能，通过 LabVIEW程序对电路中不同

元件的电位变化进行采集，由于不同元件采集得到的

数据具有相同的时间基准，利用采集得到的电位数据

绘制时域曲线，比较不同元件的电位变化的时间差

值，达到对整个系统的触发延时性能评估的目的。在

系统工作时，外界振动信号要主要经过电涡流位移传

感器、前放大置器、位移振幅测量仪、继电器开关等，

最终控制相应的数采设备工作。依据信号的传输过

程，依次选取传输通道上的 V1、V2、V3、V4、V55个位置

进行电位采集。测点 V1为位移振幅测量仪电平输出

端与 COM端的电位，其电位变化反映了旋转轴的振

动情况，得到触发信号源满足触发条件的时刻值。电

阻 R1、R2为 2个串联的电阻，其阻值均为 1 kΩ，测

70B9V2为电阻 1两端的电压值；测点 V2的电位变化

反映了位移振幅测量仪 ALARM 与 ON 端口开启与

闭合情况，从数据中可以读出位移振幅测量仪继电器

触点的动作时刻；在测点 V3、V4、V5分别测试高速相

机、应变仪、示波器输入信号电位变化情况，分析电位

变化可以得出相应元件的工作时刻。

3 试验结果

触发的及时性和有效性是触发系统性能评估的

重要指标，要求在振动信号产生阶跃突变的瞬间，实

现触发功能，控制内置继电器触点断开，达到控制后

置数据采集设备目的；同时该系统还能有效地避免外

界干扰信号对触发的影响，防止因误触发而导致试验

失败。

3.1 触发系统延时测试

在试验前，需要对触发延时性能进行评估。高速

相机、应变仪、示波器本身的动作时间非常短，可以忽

略，故测点 V3、V4、V5的动作时刻可近似为继电器 KM

触点的。根据使用的继电器的制造工艺参数可知，其

动作时间在 20 ms以内。通过 LabVIEW程序对测点

V1、V2电位变化采集估算位移振幅测量仪从接收到

信号到内置继电器触点动作的时间差。

在延时性能测试时采用电压信号来替代前置变

换器的输出信号，测点 V1、V2的电位变化情况分别如

图 5、6所示。从图中可见，测点 V1、振幅位移测量仪

电平输出端电压和测点 V2电压值从高到低电位的突

变时刻分别为第 11.16和 11.24 s，振幅位移测量仪从

接收振动信号突变到控制内置继电器触点动作延时

为 0.08 s。对于数据采集设备，具有一定的缓冲数据

存储功能，可以保存在触发发生前一定时间段的数

据。在试验中，为兼顾图像清晰度与存储容量的矛盾，

高速相机采样帧频设置为 10000，采用 CENTRE触发

模式，缓冲数据保存时间为 0.9 s。试验室应变采集采

用 EDX2000A动态数采仪，采集到撞击瞬间机匣应

变数据设置采样频率为 200 kHz，可以保存触发前

0.3 s内的数据。示波器采用具有外触发式多通道数

字存储示波器，其采样率可以设置较高值。试验中设

采样频率为 50 MHz，触发前数据保存时间为 2 s。通

过分析得出，系统总的延时时间为振幅位移测量仪和

继电器延时时间之和约为 0.1 s，而数据采集设备缓

冲数据存储时间远大于 0.1 s，故触发系统可以较好

地完成试验。

3.2 包容试验分析

在航空发动机机匣包容试验中，合理设置参数是

试验顺利完成的保障。低频电子设备普遍存在受 50

Hz工频干扰的现象[15]，因此，位移振幅测量仪的延时
时间要大于该值，试验中延时时间设置为 0.05 s，以

图 4 触发电路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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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避免因工频干扰而引起误触发。在试验中，由于
轮盘预置裂纹破坏了对其自身平衡性能，系统经过临
界转速时的增速头内高速柔性轴振幅约为 0.300 mm，
叶轮爆裂高速柔性轴的振幅一般在 0.600 mm以上，为
避免因高速旋转轴经过临界转速时振幅增加引起误触
发，将位移振幅测量仪预定报警值设定为 0.500 mm。
高速相机拍摄到的叶片飞出时刻的照片如图 7所示。
从图中可见，下方开始有部分叶片轮盘飞出。示波器
有效采集得到相差 90毅方向旋转轴振动波形，轮盘爆
裂后旋转轴的振动数据也得到有效采集，旋转轴的剧
烈振动维持时间约为 45.6 ms，如图 8所示。

4 总结

基于振动幅值的机匣包容试验数据采集触发系
统有效地控制了高速相机、应变仪、示波器，较好地采
集到叶轮飞断时刻的数据，从而在切断通电线圈不能
应用的场合实现对数据采集设备及时准确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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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叶片飞出时高速相机照片

图 8 触发前后示波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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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喷嘴偏心和凸凹对双旋流器空气雾化特性的影响

张善军，金 戈，贾春燕，马宏宇，齐 兵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深入了解离心喷嘴偏心和凸凹 2种错位形式对反向双旋流空气雾化喷嘴雾化特性的影响，采用高清照相机和相位多

普勒粒子分析仪（PDPA），对不同错位程度的双旋流空气雾化喷嘴的雾场形态、索太尔平均直径、罗辛 -拉姆勒（Rosin-Ramumber）

分布进行试验研究。试验结果表明，喷嘴偏心将导致雾场偏移并且不对称，破坏回流区，同时液雾索太尔平均直径变大，分布指数变

小，喷嘴内凹对雾场形态和液雾索太尔平均直径影响很小，但使分布指数减小；喷嘴外凸对雾场形态影响很小，但使液雾索太尔平

均直径和分布指数显著增大。

关键词：双旋流；空气雾化喷嘴；离心喷嘴；偏心；凸凹；索太尔平均直径；燃烧室；雾场形态

中图分类号：V23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5.04.013

Effect of Eccentricity and Convex-Concave for Centrifugal Nozzle
on Atomization Characteristic of an Airblast Atomizer with Dual-Swirl Cup

ZHANG Shan-jun袁 JIN Ge袁 JIA Chun-yan袁 MA Hong-yu袁 QI Bing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The HD camera and PDPA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eccentricity and convex-concave of centrifugal nozzle
on atomization characteristic of an airblast atomizer with dual-swirl cup. Different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about several atomization
configuration, SMD and the distribution parameter.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figuration of atomization changes to
asymmetry with eccentricity of centrifugal nozzle, and the SMD augments, the distribution parameter decreases. The configuration of
atomization and SMD change little with constriction of centrifugal nozzle, but the distribution parameters are decreased. The configuration of
atomization change little with spread of centrifugal nozzle, but the SMD and distribution parameter are augmented.

Key words: dual-swirl cup; airblast atomizer; centrifugal nozzle; eccentricity; convex -concave; SMD曰combustor曰configuration of
ato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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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0 引言

随着先进航空燃气轮机的发展，燃烧室工作压

力[1]、空气流量、燃油流量、温升和出口温度显著提升，

对燃烧效率、出口温度场品质、污染物排放等燃烧室

性能要求也更为严格[2-5]。因此要求在更大的流量范围

内保证燃油喷嘴雾化效果良好。

为满足上述要求，现代先进航空燃气轮机燃烧室

普遍采用压力 /空气组合式雾化喷嘴[6-8]。在低工况时，

燃烧室进口空气压力和速度均较低，燃油主要依靠几

何特征数小的副油路压力雾化喷嘴进行雾化；在高工

况时，燃烧室进口空气压力和速度均显著提高，燃油

主要依靠空气雾化喷嘴进行雾化，保证燃油在有限供

油压差下，实现较大的供油量和良好的雾化效果 [9]。

选择不同的压力雾化喷嘴与空气雾化喷嘴组合，形成

压力 /空气组合式雾化喷嘴。这种喷嘴具备不同形

式，张弛等对直射式反向双旋流空气雾化喷嘴的喷雾

特性进行试验[10]，重点研究了不同空气压降和气液比

对液雾索太尔平均直径 DSM和分布指数 N的影响，并
推导了索太尔平均直径的计算模型；郭新华等采用与

张弛同样的方法，对离心式同向双旋流器空气雾化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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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喷雾特性进行了试验研究[11]，得到了该型喷嘴的雾

化质量试验结果；徐华胜等针对喷嘴供油特性对双涡

流器头部气动雾化效果的影响进行试验[12]，重点研究

压力雾化喷嘴的 1次雾化效果对双涡流头部气动雾

化效果的影响。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由于加工、装配等

环节的问题，会出现压力雾化喷嘴相对空气雾化喷嘴

凸凹和偏心 2种错位情况。

本文针对离心喷嘴与叶片式反向双旋流空气雾

化喷嘴组合式喷嘴，通过试验研究离心喷嘴凸凹和偏

心对组合喷嘴的雾场形态、索太尔平均直径 SMD和

分布指数 N的影响。

1 离心式反向双旋流空气雾化喷嘴

本文研究的离心式反向双旋流空气雾化喷嘴结

构如图 1所示。该喷嘴由同轴（X 轴）设置的离心喷
嘴、主旋流器、文氏管、副旋流器和套筒组成。具体参

数见表 1。燃油在供油压力的驱动下，经过离心喷嘴

进行 1次雾化，随后在文氏管内表面上形成初始油

膜，油膜离开文氏管后，内外两侧受到主、副旋流器分

别形成的反向旋转雾化空

气的剪切作用而继续破

碎，进行 2次雾化。随着雾

化空气速度的变化，该喷

嘴的主导雾化方式由 1次

雾化向 2次雾化转变。

喷嘴凸凹指在其它部件固定的情况下，离心喷嘴

沿 X 轴移动，正向为凸，负向为凹；喷嘴偏心指在其
它部件固定的情况下，离心喷嘴和主旋流器同时沿

YZ平面内的任意方向移动。

2 试验系统

试验系统主要由垂直雾化室、激光测量系统

（PDPA）、高清照相机、3维位移系统、供油系统、供气

系统、数据采集系统等组成[13]，如图 2所示。

垂直雾化室由喷嘴固定支架、带玻璃的雾化腔和

抽风系统构成。喷嘴安装在喷嘴固定支架上，燃油竖

直向下喷出，通过控制支架上的作动筒，调节喷嘴的

上下位置，满足雾场测量截面的要求。

激光测量系统由激光器、发射器和接收器组成，

发射器和接收器安装在 3维位移系统的支架上，通过

软件可以控制其移动方向及间距大小，调节测量位

置。该系统运用散射光的相干原理，测定每个运动粒

子经过相干区域的频移和相移，获得测量粒子的速度

和直径，再经过一定时间的测量后，通过计算机进行

统计处理，可以得到液雾任一位置的粒径、速度和其

它表征喷嘴雾化性能的参数。

试验在常温常压下进行，首先调整离心喷嘴错位

（偏心 /凸凹），连接试验系统，将供气压力调节到预

设值，用涡街流量计测量供气量，根据设定气油比计

算出所需供油量，调节供油压力至适当大小，用质量

流量计测量供油量。在套筒端面下游 37 mm处运用

PDPA对喷雾场进行逐点测量，得到每个试验状态下

各点的 DSM，最终处理得到各测量线的 DSM及 R-R分

布的特征尺寸值和分布指数 N，并用高清照相机对液
雾照相，记录液雾场形态。

在试验中，依据某航空燃气轮机典型工况特性，

选取供气表压 5.3 kPa，燃油流量 4.4 g/s，喷嘴偏心量

LPX=0、1.28、2.1 mm，喷嘴凸出量 LTC=-2、0、1 mm。

3 试验结果分析

3.1 喷嘴偏心对雾化性能的影响

进行喷嘴偏心对雾化性能影响的试验时，保持喷

嘴突出量等于 0 mm不变，同时因喷嘴相对于文氏管

轴对称设置，仅选取喷嘴在 +Y 向偏心。
3.1.1 雾场形态变化

喷嘴偏心对雾场形态的影响如图 3所示。从图 3

（a）中可见，当 LPX=0 mm，即离心喷嘴轴心相对文氏

图 1 离心式反向双旋流

空气雾化喷嘴结构

几何特征数

4.32

—

—

旋流数

—

1.10

1.84

有效流通

面积 /mm2

—

138.21

159.41

离心喷嘴

主旋流器

副旋流器

表 1 离心式反向双旋流空气雾化喷嘴参数

图 2 试验系统

激光器高清照相机

位移控制器

激光发射器

3维位移系统

垂直雾化室
接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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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轴心没有发生偏移，此时雾场形态、燃油浓度的空

间分布相对喷嘴对称，并形成明显对称的双涡式回流

区；从图 3（b）、（c）中可见，当喷嘴偏心后，雾场形态

发生显著变化，双涡式回流区形态基本消失，整个雾

场向 +X 方向偏移，燃油
主要聚集在喷嘴下方，并

且随喷嘴偏心量的增加，

雾场偏移和燃油聚集程度

更加严重。

对于环形燃烧室，喷嘴偏心导致的燃油雾场偏

移，这将显著影响燃烧室出口温度场品质，直接影响

到涡轮叶片的工作寿命[14-15]。

3.1.2 雾化质量的影响

喷嘴偏心量与 DSM的关系如图 4所示。从图中可

见，随着喷嘴偏心量的增加，X、Y 向的 DSM持续增大，

表明偏心将导致雾化液滴粒径变大，雾化效果变差，

在试验研究范围内，DSM平均值从 64 滋m 增大到 68

滋m。另外，在喷嘴偏心量较小时，X 向 DSM变化很小，

当偏心量较大时，X 向 DSM显著变大，X 向 DSM比 Y
向的小。喷嘴偏心量与 N的关系如图 5所示。从图中

可见，随着喷嘴偏心量增加，Y 向的 N减小，X 向的 N
呈现先降低后增加的趋势，由 N=2.4下降到 N=2.2左

右，并趋于稳定，表明喷嘴偏心将导致液滴尺寸分布更

加不均匀。同时，X向的 N比 Y 向的大。
3.2 喷嘴凸凹对雾化效果的影响

进行喷嘴凸凹对雾化性能影响的试验时，保持喷

嘴偏心量等于 0 mm不变。

3.2.1 雾场形态变化

当喷嘴 LTC=0 mm 时，雾场形态如图 3（a）所示，

当 LTC=-2、1 mm时，雾场形态与图 3（a）相比变化不

大。说明喷嘴凸凹对雾场形态影响很小，可以忽略。

3.2.2 雾化质量的影响

喷嘴凸出量与 SMD的关系如图 6所示。从图中

可见，相对于喷嘴的基准位置（LTC=0），喷嘴内凹对

SMD的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喷嘴外凸将使

SMD显著增大，平均值由 66 滋m增大到 70 滋m，使雾

化质量恶化。另外，喷嘴外凸对 X 向的 SMD的影响

明显大于对 Y 向的影响。

喷嘴凸出量与 N的关系如图 7所示。从图中可

见，相对于喷嘴的基准位置 LTC=0），喷嘴内凹使 N减
小；相反喷嘴外凸使 N增大，N由 LTC=-2时的 2.05增

大到 LTC=1时的 2.95，液雾尺寸分布更加均匀。另外，X
向的 N大于 Y 向的，尤其在 LTC=0时二者相差最大。

4 结论

离心喷嘴偏心 /凸凹会对反向双旋流空气雾化

离心喷嘴位置

（a）LPX=0 mm

（b）LPX=1.28 mm （c）LPX=2.10 mm

图 3 喷嘴偏心对雾场形态的影响

图 4 喷嘴偏心量与 DSM的关系

图 5 喷嘴偏心量与 N的关系

图 6 喷嘴凸出量与 DSM的关系

图 7 喷嘴凸出量与分布指数 N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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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嘴雾化特性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1）喷嘴偏心使典型的双涡对称式回流区形态几

乎消失，雾场不再以套筒为中心对称，而是发生偏移，

燃油分布主要聚集在喷嘴下方，雾场偏移量也随着偏

心量的增加而增大，喷嘴凸凹对雾场影响很小，可以

忽略不计；

（2）随着喷嘴偏心量的增加，表征雾化质量的索

太尔平均直径 DSM增大、分布指数 N减小，这说明液
雾粒径尺寸变大，分布更加不均匀，雾化质量恶化；

（3）喷嘴内凹对液雾索太尔平均直径 DSM影响很

小，使分布指数 N减小，导致液雾尺寸分布更加不均
匀；

（4）喷嘴外凸使液雾索太尔平均直径 DSM和分布

指数 N显著增大，液雾尺寸也更大，分布更均匀。
相比离心喷嘴凸凹，偏心对离心式反向双旋流空

气雾化喷嘴雾化特性的负面影响更大，特别是对雾场

形态和回流区的影响将引起出口温度场分布均匀度恶

化，导致涡轮叶片寿命缩短，所以在实际使用中，一定

要避免离心喷嘴偏心，同时尽量避免离心喷嘴凸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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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燃油污染快速检测技术的初步研究

刘宇佳，郎 宏，何 山，许秋玲，佟文伟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润滑系统受到燃油污染的问题，提出 1种基于红外光谱分析的快速检测技术。利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

谱技术（FIRT），结合偏最小二乘算法（PLS），建立了燃油污染定量检测的数学校正模型。讨论了不同光谱预处理方法和 PLS因子数

对模型预测能力的影响。通过对光谱预处理和优化建模参数，提高了模型的预测精度，在一定的燃油质量分数范围内，得到了较为

理想的数学校正模型。使用建立的分析模型对预测集样本进行预测，预测值与实际值相关性良好，相关系数 R=0.9994，预测均方根
误差 RMSEP=0.082，重现性实验标准偏差 SD=0.044～0.088。研究结果表明该燃油污染快速检测技术是可行的。

关键词：红外光谱；润滑油；燃油污染；偏最小二乘回归；润滑系统；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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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Rapid Detection Technology of Fuel Contamination in Lubrication System of
Aeroengine

LIU Yu-jia袁 LANG Hong袁 HE Shan袁 XU Qiu-ling袁 TONG Wen-wei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Aiming at the monitoring of contamination caused by fuel oil in lubrication system of an aeroengine, a kind of rapid
detection technology base on infrared spectrum analysis technique was presented. By means of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um
technique (FTIR) combined with partial least square (PLS), a mathematical calibration model for the quantitative determination of
contamination caused by fuel was established. Effects of various spectral pretreatment methods and PLS factor on the prediction ability of
the model were discussed. With the help of the spectral pretreatment and parameter optimization, the prediction precision of the model is
improved and the acceptable mathematical model is obtained. Using the model to predict the prediction set sample, a good correlation
between predictive value and actual value is fou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 is 0.9994, the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prediction (RMSEP)
is 0.082 and the standard deviation (SD) of the replicate test is 0.044-0.088.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apid detection technology appears to
be v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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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现代航空发动机的发展趋势是高转速、高性能、

长寿命，使得发动机在使用中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和可

靠性。除设计、零部件生产工艺及产品质量因素外，润

滑系统的运行状况对发动机的健康运转和使用寿命

具有重要意义。航空发动机润滑系统散热器故障或密

封部件失效时会发生串油故障，使滑油系统受到燃油

的污染，从而使润滑油性能降低，造成机械部件润滑

不良，加速磨损；燃油中的不饱和烃还会加剧润滑油氧

化，加速生成油泥等沉淀物，影响发动机可靠性和使用

寿命，更严重时会引起发动机着火、爆炸等事故[1-3]。

燃油污染可通过发动机试制现场滑油箱中油量

异常上涨、润滑油气味异常等现象初判，后续还要将

油液样本送往分析实验室做进一步检测。传统检测方

法如闪点法、粘度法[4]等需要的样本数量多，分析时间

长，不能满足快速检测的需要。而红外光谱是 1种快

速、无损、“绿色”的分析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诸多行

业[5-7]。在润滑油监测领域，利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

mailto:liuyujialad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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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油液样本红外光谱

技术（FTIR）可以获知润滑油中的水分 [8]、积炭、氧化

产物、硝化产物、硫化产物以及各种添加剂的变化[9-12]。

偏最小二乘法是化学计量学中常用的定量分析方法，

可提取红外光谱中有用的光谱信息，有效消除干扰和

噪声[13-15]。

本文基于傅里叶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开展了航空

发动机滑油系统受到燃油污染的快速检测技术研究。

采用偏最小二乘方法，初步建立傅里叶红外光谱检测

模型，以实现润滑油中燃油污染的快速、定量检测。该

方法可用于航空发动机润滑系统的故障监测及预防，

为发动机安全可靠地运行提供技术保证。

1 设备与方法

1.1 仪器设备

Nicolet is 10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可多次全反

射 ARK 采样附件。光谱数据分析处理软件为

OMNIC 8.3及 MATLAB 7.1。

1.2 样本制备

选择航空发动机在用的某牌号合成航空润滑油

与喷气燃料，分别配制燃油质量分数为（0～8）％的混

合油液样本，共 46个分析样本。从各样本中随机选取

39个作为建模集用于建立校正模型，建模集燃油质

量分数见表 1。其余 7个样本作为预测集。

1.3 红外光谱采集

采用多次全反射 ARK采样附件采集油液样本的

红外光谱，扫描范围为 4000～650 cm-1，光谱分辨率

为 4 cm-1，扫描信号累计 32次。取 1 mL样本使之均

匀分布于 ARK样本槽内，以空气为背景，采集谱图。

1.4 数据处理

偏最小二乘法利用主成分分析将吸光度矩阵和

质量分数矩阵分别分解为特征向量和载荷向量，然后

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在这些隐含量之间建立相互关系，

从而得到吸光度矩阵与质量分数矩阵之间的数学校

正模型。

本研究应用 MATLAB 7.1 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

处理与计算。采用去一交互验证法，校正集样本的交

互验证均方根误差（RMSECV）为优化模型参数，选择最

佳的波长范围与光谱预处理方法，以 RMSECV和预测残

差平方和（PRESS）为优化参数选择最佳 PLS因子数。以

预测均方根误差（RMSEP）、预测集样本质量分数的预测

值与其实际值间的回归系数（R）和重现性试验标准
偏差（SD）考核模型的预测能力。均方根误差（RMSE）按

式（1）计算，PRESS按式（2）计算。

RMSE=

n

i=1
（Y y,i-Y i）2

n （1）

式中：n为样本数；Y y，i为样本的预测值；Y i为样本的

实际值。

PRESS=
n

i=1

f

j=1
（Y y,ij-Y ij）2 （2）

式中：n 为建模集样本数；f 为建立校正模型使用的
PLS因子数；Y y，ij为样本的预测值；Y ij为样本的实际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红外光谱分析

润滑油与喷气燃料的

红外谱如图 1所示。润滑油

与喷气燃料均为碳氢化合

物，试验中使用的航空合成

润滑油由合成酯类基础油

与多种抗氧化、抗腐蚀、抗

磨损等添加剂组成。喷气燃料的芳性组分含量比润滑

油的高，常以 750～850 cm-1附近芳烃碳氢键的弯曲

振动峰为特征峰进行红外检测[15]，当润滑油中喷气燃

料掺混量较低时，喷气燃料的吸收峰被润滑油较强的

吸收峰覆盖，很难在谱图中分辨出来，不能对混入的喷

气燃料进行鉴别。利用多波长校正可从复杂的光谱信

样本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质量分数

0

0

0

0

0

0

0.87

1.00

1.00

1.00

1.20

1.85

1.96

样本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质量分数

2.02

2.04

2.21

2.47

2.63

2.74

2.97

3.14

3.15

3.19

3.50

4.07

4.09

样本号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质量分数

4.18

4.19

4.28

4.36

4.57

4.78

5.18

5.56

6.44

6.81

7.30

7.78

8.23

表 1 建模集样本燃油质量分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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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样本预测值与实际值

相关性

息中提取有用信息，剔除冗余信息，建立校正模型，再

利用校正模型预测未知样本组成和性质。分析区域可

以是全谱或某一波数范围，喷气燃料在 700～1500

cm-1范围内可见甲基、亚甲基和芳烃等的特征吸收峰，

因此选择该区域作为分析区域进行建模。

2.2 光谱范围及预处理方法选择

以模型的 RMSECV值作为优化参数，考察不同光谱

范围及预处理方法对模型预测能力的影响。对原始光

谱和经过 ATR校正的光谱进行纵坐标归一化处理，

以排除其它因素的干扰。计算 2种不同光谱预处理方

法在不同波数范围建立模型的 RMSECV值，所得结果见

表 2。从表中可见，经原始光谱归一化后的光谱在

700～900、1250～1500 cm-1范围内建模得到的 RMSECV

值最小，说明对于检测燃油污染最有利的是未经

ATR校正的原始光谱，最佳分析波长范围为 700～

900、1250～1500 cm-1。

2.3 PLS因子数选择和交叉验证
采用 PLS 方法建立定量分析模型，PLS 因子数

（主成分数）的选择直接影响到模型的实际预测能力。

若PLS因子数过少，不足以反映样本的光谱信息；若
PLS因子数过多，则会将噪声信息加入计算，降低模
型的预测能力。本研究采用去一交互验证方法，应用

RMSECV和 PRESS值为优化参数确定最佳的 PLS因子数，
即每次从样本中选择 1个样本作为预测集，其余样本

构成建模集，建立模型，在不同因子数下计算所构建

模型的 RMSECV和 PRESS值，交互验证的 RMSECV和 PRESS值

越小，代表模型的预测能力越好。

润滑油燃油污染定量分析模型交叉验证的结果

如图 2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因子数的增加，RMSECV

和 PRESS值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当因子数为 19时，

RMSECV和 PRESS值最小，此时模型的预测能力最好。当

PLS因子数 >19后，RMSECV和 PRESS值又开始增大，说明

在该点后引入的隐变量

是与被测组份无关的噪

声，参与建模会降低模型

的预测能力。因此，PLS
因子数为 19时最佳。

2.4 最佳 PLS 定量分
析模型的建立

对采集 39个建模集

样本在 700～1500 cm-1

范围的原始红外光谱进

行纵坐标归一化处理。

建模集的红外光谱如图

3所示。从图中可见，不

同质量分数的润滑油与

喷气燃料混合样本的红

外谱线相互重叠，没有

明显差别，吸收强度与质量分数间相关性差，难以通

过常规分析定量，需通过建立光谱模型实现喷气燃料

的检测。

将 700～900、1250～1500 cm-1范围的光谱数据

作为输入变量，样本所含喷气燃料质量分数作为预测

值，选择 PLS因子数为 19

建立 PLS模型。应用所建
立的校正模型对预测集

样本的燃油含量进行预

测分析，7 个预测集结果

见表 3。光谱预测值均能

很好地接近于实际值。预

测集样本实际值与预测

值的相关性如图 4 所示。

预测值与实际值之间的

相关系数 R=0.9994。预测

均方根误差 RMSEP=0.082，

表明所建模型具有良好

的预测能力，能够满足实

际应用需要。

2.5 重复性试验

随机选取任意 3个燃

油含量的样本，依据上述方法重复测定 5次，结果见表

4。5次重复测定结果的 SD分别为 0.044、0.088、0.055。

表明方法的重复性良好。

波长范围 /cm-1

700～1500

1250～1500

900～1250

700～900

700～900、1250～1500

原始光谱纵

坐标归一化

0.584

0.269

1.187

0.361

0.237

ATR校正光谱纵

坐标归一化

0.607

0.380

1.280

0.425

0.354

表 2 不同光谱范围及预处理方法对模型

RMSECV值的影响

图 2 去一交互检验的 RMSECV

和 PREsS值随 PLS因子数变化

图 3 建模样本的红外光谱

实际值

0

1.09

2.07

3.08

预测值

0.03

1.11

2.13

2.95

偏差

0.03

0.02

0.06

-0.13

表 3 预测集样本预测结果

%

4.20

6.18

7.26

4.10

6.21

7.38

-0.10

0.03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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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束语

本研究以某发动机研制中使用的特定牌号航空

合成润滑油与喷气燃料为研究对象，在润滑油中混入

质量分数为 0～8%的燃油建立红外光谱定量检测模

型。通过选择合适的光谱分析范围、光谱预处理方法

和 PLS因子数对模型进行优化。应用该模型对已知
燃油含量的样本进行预测，得到较为满意的结果。初

步验证了红外光谱结合 PLS方法应用于航空发动机
燃油污染定量检测是可行的。

本研究关注的是某牌号润滑油中燃油污染的早

期发现，建立的红外模型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在其他

航空发动机研制中，也可以利用本研究成果，建立专

门的红外光谱定量检测模型，对润滑油中燃油污染进

行快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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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号

3

24

33

-0.07

3.54

5.16

-0.08

3.57

5.08

-0.04

3.58

5.06

0.03

3.40

5.19

-0.02

3.42

5.14

平均值

-0.04

3.52

5.13

SD

0.044

0.088

0.055

预测值

表 4 样本重复测定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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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3级风扇试验流场诊断及性能优化

高飞龙，武 卉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压气机试验是检验压气机设计是否达标的重要过程，并可在原设计基础上进行优化来发掘设计的潜能。利用级间总压

和壁面静压在某 3级风扇第 1阶段试验对级间流场进行了详细测量和级性能诊断，提出了静叶角度优化方案；通过第 2阶段试验，

得出了角度优化后使设计转速喘振裕度提高了 7.5个百分点，达到了设计指标的结论。流场诊断技术在压气机试验中起到了关键

作用。结果表明：壁面静压结合级间径向总压测量方法基本能够满足在压气机试验中性能优化的需要。

关键词：压气机试验；级间测量；壁面静压；流场诊断；性能优化；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5.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5.04.015

Flow Field Diagnosis and Performance Optimizing in a Three-stage Fan Experiment
GAO Fei-long, WU Hui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袁 Shenyang 110015袁 China冤
Abstract: Compressor experiment is a significant process for inspecting whether the design reaching standards or not, and the original

design can be optimized to develop the design potential. The measurement in detail and performance diagnosis of the inter stage flow field
were obtained using the inter stage total pressure and wall static pressure in phase玉of a three-stage fan experiment, and the optimizing
program of static blade angle was proposed. The surge margin was increased about 7.5 percent after the stator optimization process, the
result reaches the design standard in phase域of the experiment袁which proved that flow field diagnosis technology plays a key role in
compressor experi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wall static pressure combined with the inter stage radial total pressure measurement can
meet the 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requirements in the compressor experiment.

Key words: compressor experiment曰 inter stage measurement曰wall static pressure曰flow field diagnosis曰 performance optimizing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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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压气机试验在航空发动机研制过程中有极其重要

的意义，通过压气机总性能试验并结合级间流场的精

细测量，开展内部流场分析与性能诊断，研究影响性能

的薄弱环节或诱导因素，进而采用静叶角度调节等手

段优化性能。该方法可以深入挖掘压气机增压能力，进

一步缩短航空发动机研制时间并节省研发成本。

本文以单轴双涵压气机为例，对某型 3级轴流风

扇进行试验。首轮试验表明该试验件设计转速下的性

能，尤其是喘振裕度不达标，从性能曲线上分析，压气

机突然进入不稳定状态。通过级间性能和壁面静压分

析，研究匹配不良级并通过静叶角度调节改善内部流

动优化整体性能。静叶角度优化后风扇性能达到设计

要求[1]。

1 试验概况

1.1 试验设备

单轴双涵压气机试验器由动力、进气、排气、燃滑

油、操作、电气和测试等系统组成，如图 1所示。

在试验过程中，气体流经进口流量管、扩压段、进

气节气门，进入含有蜂窝、整流网的稳压箱，经过双纽

线喇叭口后进入试验件，通过风扇试验件压缩增压后

由内、外涵排气管道排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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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试验件测点分布

0.9968 0.9970 0.9972 0.9974 0.9976 0.9978 0.9980 0.9982 0.9984

图 4 第 1阶段试验各级壁面静压比

1.2 试验件

以双涵道 3级风扇为压气机试验件，气流经风扇

增压后，通过中介机匣分别从试验器的内、外涵排气

道排出。风扇进口导叶通过液压伺服系统在一定范围

内可实现无级调节，第 1、2级静子通过更换角度规实

现调节，停车后可在设计角度基础上进行±3毅、±6毅
的调节。

1.3 测试系统及测点分布

压力测试系统采用 PSI8400和 DSA_3217模块，

误差不大于 0.2%。温度测量采用 T型热电偶和铂电

阻结合 NEFF470模块，误差为±1 K。风扇物理流量、

出口内涵流量分别采用进口流量管、文丘里喷嘴测

量，前者精度为±0.5％。

试验件测点分布如图 2所示。测点数量及类型：

进口为 2支 7点带套总压管；出口为 6支 15点总压

耙和 6支 6点总温探针；进、出口及各级叶排前后各

分布 2点壁面静压测点；各级静子有级间总压和总温

测点，每级温度和压力各 10点，同一径向位置为 2

点，采用等环面法进行分布[2-3]。

2 试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2.1 试验过程

试验过程分初始设计状态性能检验和第 1、2级

静叶角度优化试验 2个阶段。

2.2 优化前试验阶段

第 1阶段试验设计转速性能如图 3所示（文中所

有图的性能数据均与设计点指标做归一化处理）。随

着反压提高，在流量尚未拐头、效率尚无下降趋势时

即发生喘振。对 3级风扇而言，该等转速特性线太过

陡峭，几乎没有流量裕度，推测级匹配出现问题，即某

级在其他级尚处在较好状态时提早偏离设计工况进

入不稳定状态，导致提前发生喘振[4-5]。该试验件流量、

效率略低，喘振裕度更是远低于设计预期。根据目前

所掌握的试验数据，从级间壁面静压和级间总压入手

进行流场诊断和级性能分析。

各级壁面静压比分布如图 4所示。从图中可见，

流量由大到小为试验状态从堵点到喘点的过程。3级

转子级特性表明，第 1、2级转子负荷几乎相近，明显

高于第 3级转子的，但第 2级转子负荷偏大；从各级

转子近喘点压比变化可见，第 1级转子近喘点时压比

增大，第 3级转子的持平，只有第 2级转子压比在近

喘点前突然减小。初步判定第 2级转子因负荷太大增

压能力已达极限，喘振的诱因就在该级[6]。IGV及其他

3排静子性能未见明显异常。

1—进气流量管；2—前扩压段；3—进气节气门；4—扩压段；
5—蜂窝；6—整流网；7—稳压箱；8—试验件；9—排气节气
门；10—排气蜗壳；11—扭轴；12—增速器；13—动力系统

图 1 单轴双涵压气机试验器

图 3 第 1阶段试验设计转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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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第 1阶段各级间总压比

为验证壁面静压分析结果，对级间总压比进行分

析，如图 5所示。从图中可见，流量由大到小为试验状

态从堵点到喘点的过程。此级为该级转子和前级静

子。由于级组总压升全部由转子提供，静子只有少量

损失，可近似认为是转子间总压比。

第 2级转子叶尖和中上位置在接近喘点时压比

明显减小，结合静压比变化，判断第 2级转子中上部

位在大攻角状态下流动恶化，在叶片吸力面很可能发

生较大分离，最终导致整体流动失稳。由此确定优化

的方向应为减少第 2级转子的负荷，特别是中上位

置，即通过调整第 1级静子的安装角以减小第 2级转

子的攻角，来抑制近喘点时出现的流动分离。调整第

1级静子减小第 2级转子攻角的同时会增大第 1 级

转子的负荷，对级间壁面静压和级间总压的分析都表

明，第 1级转子仍存在较强增压潜力，该调整方案能

进一步开发第 1级转子的加功能力。级间总压比还表

明，第 3级转子中下部在近喘点时压比显著减小，可

能是受上游失稳气流影响所致，但更可能是负荷偏大

的表现，故采取该方式调节第 2级静子，适当减小该

级负荷[7-10]。

2.3 优化后试验阶段

根据级间流场诊断结果，对试验件第 1、2级静子

进行相应调整，将第 1、2级静子安装角在原基础上分

别减小 6毅、3毅。在增大第 1级转子负荷、减小第 2、3级

转子负荷的条件下进行了第 2阶段试验。

在设计转速下第 1、2阶段总性能对比如图 6所

示。从图中可见，经过性能优化，在设计转速下的流量

几乎没有减少，效率、裕度约分别提高了 1 和 7.5 个

百分点，达到设计要求，实现性能优化。增加的裕度全

部来自于流量裕度，表明第 2级转子负荷减小后，风

扇整体流通能力得到极大提升。

第 2阶段试验各级壁面静压比分布如图 7所示。

从图中可见，第 1级负荷增大，进喘前静压比减小，得

到了挖掘。第 2、3级负荷减小，进喘前静压比未减小，

达到了性能优化的初衷。

第 2阶段各级间总压比如图 8所示。从图中可

见，第 2、3级中上和叶尖位置比第 1阶段负荷均有明

显减小，第 1级相应位置负荷增大，流量裕度大幅提

升。试验结果与经流场诊断的预期一致，达到了性能

优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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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第 2阶段试验各级壁面静压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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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试验和设计级性能对比

第 1阶段试验级总压比与设计结果如图 9所示。

从图中可见，总体上压比量值相当，径向分布趋势相

近，但第 1、2级转子中上部压比的设计值与试验结果

有一定差异，有待进一步研究

4 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开展级间流场诊断及静子角度优

化，某 3级风扇设计点温升效率和喘振裕度分别提高

1和 7.5个百分点。结果表明级间测量和流场诊断在

实际工程试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通过判别级间

性能恶化的初始源地，针对性优化静叶角度能够大幅

改善压气机性能；

（2）壁面静压结合级间总压测量能够基本诊断出

匹配不良级和其径向流动状况，辨别流场缺陷；

（3）大量工程试验结果表明，在无级间径向压力

测点条件下，可通过壁面静压表征并评估各级性能，

为流场诊断和性能优化提供试验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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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第 1阶段试验级总压比与设计结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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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轮机燃烧室专利分析与研究

赵传亮，尚守堂，马宏宇，柴 昕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明确民用燃气轮机燃烧室的专业发展方向，提高自主研制起点，为中国燃气轮机燃烧室关键技术发展提供信息支

撑和法律保障，对燃气轮机燃烧室国内外相关专利开展了分析与研究工作。通过宏观数理统计和技术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燃烧室

专利的年度、地域、专利权人的申请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明确了燃烧室专利的主要申请地与专利权人的申请情况，重点对低排放

燃烧室气动设计、火焰筒冷却和低排放燃烧室燃油喷射 3项主要技术的发展路线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燃烧室；专利；燃气轮机；排放；冷却；燃油喷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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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Study of Gas Turbine Combustor Patents
ZHAO Chuan-liang袁 SHANG Shou-tang袁 MA Hong-yu袁 CHAI Xin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袁 Shengyang 110015袁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civil gas turbine combustor technology, improve the base of self -

dependent research袁and provide inform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support, Gas turbine combustor patents of China and the West
were analyzed and investigated. The method that combines macroscopic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technological analysis analyzed the
patent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years袁 regions and patentees. The patent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of main patent regions and patentees were
identified. The research also concluded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three key technologies which include aerodynamic design of low
emissions combustor袁 flame tube cooling technology袁 and fuel injection technology for low emissions combustor .

Key words: combustor曰 patent曰 gas turbine曰emission曰cooling曰fuel in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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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研究结果表明，全

世界 90%以上最新的研究成果首先通过专利文献公

开。在研究开发的各环节中注意运用专利文献，发挥

其作用，不仅能提高开发的起点和水平，而且能节约

40%的研发经费和 60%的研发时间[1]。世界诸多跨国

公司都非常注重对其自身专利技术的保护与对竞争

对手专利技术的研究工作。美国微软公司到目前为止

已经拥有了 4万余项专利，为其在世界各国操作系统

领域的霸主地位提供了法律保障。电信设备行业巨头

中国华为公司拥有 300多名专门从事知识产权工作

的技术专家、专利工程师和负责版权、商标、许可等业

务的律师。通过学习和继承业界领先的技术，华为公

司用最小的研发成本、最短的时间推出了大量业界领

先的产品，满足了客户的需求，取得了较好市场收益[2]。

另外，专利技术已经成为许多跨国公司的重要战略资

产。2011年谷歌以 12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摩托罗拉

移动，正是看好了其 1.7万余项专利，而在谷歌收购

摩托罗拉移动前，仅拥有 317项与移动设备有关的专

利。收购摩托罗拉以后，谷歌不但具备了软件和硬件

制造能力，同时拥有了一批战略性专利资产以应对旷

日持久的专利诉讼[3]。2010～2011年，英国 RR公司

与美国联合技术公司的发动机专利技术纠纷，震惊了

发动机制造界，最终由于 2公司都存在侵犯对方专利

的可能，而达成秘密和解[4]。纵观该事件全过程，可见

知识产权已经成为燃气轮机制造商谋求垄断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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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武器，专利储备以及专利风险应对能力是未来竞

争的基础和保障。

本文针对燃气轮机燃烧室专利文献进行分析与

研究，对于加快国内燃气轮机燃烧技术发展、促进高

新技术应用、加强国际竞争力、规避潜在的知识产权

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主要通过宏观数理统计和专利技术分

析方法，判断燃气轮机燃烧室专利申请的整体状况以

及关键技术的发展脉络。

数理统计分析法是对专利文献的外部特征（专利

文献的各种著录项目）按照一定的指标进行统计，并

对有关的数据进行解释和分析。主要采用历年专利申

请数量、专利申请地域分布、主要专利权人分布、主要

专利权人在中国的申请状况、专利申请 IPC分类号分

布等分析方法，主要针对燃烧专业发展的一些关键技

术进行分析。

2 专利检索工具和范围

本项研究利用的专利检索工具为 Thomason

Innovation平台中的德温特（Derwent）检索平台。检索

范围为中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俄罗斯、欧洲、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主要国家和地区官方专利局公

开的专利文献。检索的时间范围为 1975年 1月 1日

年起至 2010年 5月。

3 专利检索结果

本项研究按照燃气轮机燃烧室关键技术谱确定

的关键词和逻辑检索式进行检索，并经过多次迭代，

对相关专利文献进行了筛选并对部分外文专利和在

中国申请的专利进行全文下载分析。燃烧室专利检索

的总体状况见表 1。从表中可见，共检索到燃烧室相

关专利 6168项，筛选后得到重点专利 3193项，实际

详细分析专利 328项，其中英文专利 110项，中文专

利 218项，相关专利已进行去同族处理。

由于专利申请延迟公开的特点，有大量 2009～

2010年申请的专利，在检索时尚未公开，因此，可以

认为对于 2009～2010年的专利申请数量，真实数据

要高于实际检索到的数据。

4 燃烧室专利申请宏观状况分析

4.1 历年专利申请数量分析

燃烧室专利历年申

请数量的趋势如图 1 所

示，从图中可见，从

1975～2008 年，燃烧室

专利数量呈逐渐上升的

趋势。其中 1990～1994 年，1996～1999 年，2000～

2002年存在 3个阶段的专利数量大幅飙升现象。由

于专利数量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美国，可能与

1988年美国开始实施的综合高性能涡轮发动机技术

(IHPTET)计划有关。该计划对美国燃气轮机研制影响

重大，到 2005 年基本完成，耗资约 60 亿美元，经历

18年，以 1995、2000年和 2005财年分为 3个阶段，

与专利数量大幅飙升的 3个阶段基本对应。由此表明

在 IHPTET计划各阶段下燃烧技术都取得了较大发

展，其部分研究成果已应用到许多军民用发动机的新

型号研制和现役型号改进改型中，如民用发动机有

GE90、GP7000、PW4084、PW6000、CFM56-7和AE3007

等，军用发动机有 F404、F414、F110、F117、F118、F119、

F135和 F136等。2005年以后专利申请数继续激增

的原因是美国在 2006年开始实施 IHPTET计划的后

继计划———通用、经济可承受的先进涡轮发动机

（VAATE）计划，进一步提高了发动机燃烧室的技术

水平。而 2008～2010年的专利申请数据下降是由于

该专利分析工作开展于 2010年，而专利申请有延迟

公开的特点，因此该时段的数据下降并不能真实体现

实际的专利申请情况。

4.2 专利申请地域分

布分析

燃烧室专利地域分

布如图 2所示。从图中可

见，燃烧室领域的专利主

要分布区域集中在美国、

欧洲和日本，这与世界上

发动机的主要制造商

类型

检索数据

筛选后数据

实际分析数据

外文

5308

2814

110

中文

860

379

218

合计

6168

3193

328

表 1 燃烧室专利总体状况 篇

图 1 燃烧室专利申请数量趋势

图 2 燃烧室专利地域分布

US
GB

EP
CA

JP
WO

DE
FR

CN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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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联合技术、RR、三菱重工等公司的所属地和产品销

售情况相对应，同时在中国申请的相关专利也很多，由

此表明了国外竞争对手对中国市场的关注和重视。

4.3 主要专利权人分布分析

燃烧室主要专利权人分布状况如图 3所示。从图

中可见，1994年以前各公司的专利申请量比较稀少，

1994年以后专利数量开始大幅增长，其中 GE公司的

专利申请数量远远超越了其他竞争对手的，2001 年

以后 GE公司在燃烧室领域树立了难以撼动的霸主

地位；德国的西门子和日本三菱重工公司在燃烧室领

域的专利主要集中在重型地面燃气轮机方面，其专利

创新实力与美国联合技术公司的大体相当；RR公司

在燃烧室领域的创新实力相对较弱。

4.4 主要专利权人在中国的申请分析

主要专利权人在中国的申请状况如图 4所示。从

图中可见，联合技术公司很早就开始在中国申请专

利，中国于 1985年制定实施《专利法》，该公司从

1986年就开始在中国布局燃烧室领域的专利，表明

该公司对中国市场的重视；GE公司从 1989年开始在

中国申请燃烧室领域的专利，2003 年后专利申请量

开始大幅增加，特别是 2007年以后专利申请增加更

为明显，表明其可能针对中国市场开始进行专利布局

和封锁，可以预计 GE公司今后还将加大在中国申请

专利的力度。而英国的 RR公司多年来一直很少在中

国申请燃气轮机燃烧室领域专利，这也提示中国的研

究人员可以无偿使用 RR公司在国外申请的很多燃

烧室领域专利技术。

4.5 专利申请 IPC分类号分布分析

燃烧室主要专利技术分类状况见表 2。从表中可

见，IPC大组分类号 F23R03领域的专利分布密集，该

领域涉及主燃烧室设计、贫油预混预蒸发（LPP）、富

油 -淬熄 -贫油燃烧（RQL）、多点喷射（LDI）、驻涡燃

烧（TVC）等技术，是国外发动机制造商重点关注的技

术领域；F02C领域的专利主要涉及燃烧室冷却、燃气

控制、燃油控制、预混燃烧、级间燃烧等技术；FO1D

领域主要涉及燃油喷嘴设计和冷却技术等。

IPC分类号

F23R03

F02C07

F02C03

F02C09

F01D05

IPC分类号含义

应用液体或气体

燃料的连续燃烧室

燃气轮机其他装

置特征、部件、零件

或附件；喷气推进

装置的进气道

以利用燃烧产物

作为工作流体为特

点的燃气轮机装置

燃气轮机装置的

控制；空气助燃的

喷气推进装置燃料

供给的控制

叶片；叶片的支

承元件；叶片或元

件的加热、隔热、冷

却或防止振动装置

对应的代表技术

浮壁式火焰筒结

构设计、火焰筒冷

却、低排放主燃烧室

设计、驻涡燃烧室

（TVC）设计、喷嘴及

低污染燃烧室燃油

喷射

声学阻尼装置、燃

气控制、扩散燃烧喷

嘴设计、燃烧室冷却

低排放燃烧设计、

分级燃烧、双燃料燃

烧、扩压器分级设

计、预混室设计、预

混燃烧组织方式、扩

散器布置、涡轮级间

燃烧

低排放燃烧设计、

区段分级燃烧器设

计、旁路空气分流控

制、燃油控制

燃油喷嘴设计、燃

烧室通道冷却

比例 /%

51.77

25.69

8.94

7.38

6.22

表 2 燃烧室主要专利技术分类状况 [5]

图 4 燃烧室主要专利权人在中国申请状况

GEN ELECTRIC
UNITED TECHNOLOGIES CORP

ALSTOM TECHNOLOGY LTD
SIEMENS AG

1986

MITSUBISHI HEAVY IND LTD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3 1996 1997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图 3 燃烧室主要专利权人分布状况

GEN ELECTRIC
SIEMENS AG

MITSUBISHI HEAVY IND LTD
UNITED TECHNOLOGIES CORP

ROLLS ROYCE PLC

1980 1981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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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燃烧室专利申请技术状况分析

根据专利申请 IPC分类号分布，重点从低排放燃

烧室气动设计、火焰筒冷却、低排放燃烧室燃油喷射

的主要技术发展路线进行分析。

5.1 低排放燃烧室气动设计技术

随着地面燃气轮机以及民机市场的飞速发展和

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人们对于燃气轮机和燃气轮机

的排放问题越来越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降低排放

成了近年来燃烧室设计技术不断发展的推动力。

目前在研、在用的低排放技术主要有分级燃烧、

多点喷射（LDI）、贫油预混预蒸发（LPP）、富油 -淬熄

-贫油燃烧（RQL）、驻涡燃烧（TVC）等。

5.1.1 分级燃烧技术

威斯丁豪斯公司于 1977 年在美国申请的

US4112676号专利公开了 1种轴向分级燃烧概念，如

图 5所示。根据专利技术

说明书，该燃烧室前部为

扩散燃烧室，后部喷入预

混气为预混燃烧室，采用

该技术的燃烧室可以大大

降低 NOx的排放。

5.1.2 贫油预混燃烧技术

联 合 技 术 公 司 于

1978 年在美国申请的

US4081957号专利公开了

1 种贫油预混燃烧技术，

如图 6所示。该专利通过

在燃烧室前部增加预混喷

嘴和预混管道达到燃气预

混的效果，采用该技术后，

可以达到提高燃烧效率和降低污染物排放的效果。

5.1.3 富油 -淬熄 -贫油燃烧技术

威斯丁豪斯公司 1984 年在美国申请的

US4787208号专利公开了

1种基于富油 -淬熄 -贫

油燃烧（RQL）低排放燃烧

技术，如图 7所示。该专利

通过在火焰筒头部加入大

量的燃油降低火焰温度，然后通过在火焰筒后面加入

大量的掺混空气来实现完全燃烧并降低火焰温度。这

样，整个过程中火焰温度均比较低，从而实现了降低

NOx排放的目的。目前这种 RQL技术已经成功地应

用在了 PW公司的 PW6000系列发动机中。

5.1.4 多点喷射燃烧技术

日立公司于 1987 年在日本申请的 JP880206 号

专利采用了多点喷射燃烧技术来降低排放，如图 8所

示。根据专利技术说明书，该专利通过采用多点的预

混方式来实现低排放燃烧。工作时，火焰筒中间低质

量分数的燃料混气高速进入火焰筒内，这样可以保证

燃料燃烧时火焰温度低，

停留时间短，只产生少量

的 NOx排放物，而高质量

分数的燃料混气环绕在低

质量分数的燃料混气周

围，实现火焰筒的点火。

多点喷射燃烧技术出现以后，美国通 GE公司又发

明了另 1种多点喷射燃烧形式，该技术在 GE公司被称

为双环预混旋流（TAPS）燃烧室，其中 CN100416063

专利如图 9所示。图中的 106所示位置就是每个双环

预混装置上带有的沿周向分布的大量小孔，这些小孔

形成了实质上的多点喷射

燃烧形式。GE公司已将研

发的 TAPS 燃烧室应用于

波音 787飞机配装的 GEnx

发动机上。目前，TAPS技术

代表了当今世界上最为先

进的低排放燃烧技术之一。

5.1.5 驻涡燃烧技术

GE 公司于 2000 年在美国申请的 US616258 号

专利公开了 1种驻涡燃烧技术，如图 10所示。根据专

利技术说明书，该技术主

要通过驻涡腔进行火焰的

稳定，而在主流路中加入

大量的空气，提高火焰速

度，降低停留时间，降低

NOx排放。目前，驻涡燃烧

技术的专利基本上为 GE

公司所垄断。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GE公司没有在中国申请驻

涡燃烧室相关的专利保护，并且早已过了专利优先权

期，在中国可以在军民机燃烧室的设计中借鉴使用。

图 5 US4112676专利 [6]

图 6 US4081957专利 [7]

图 7 US4787208专利 [8]

图 8 JP880206专利 [9]

图 9 CN100416063专利 [10]

图 10 US616258专利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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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低排放燃烧技术发展演进

目前，各种低排放燃烧技术都有成功使用的案

例，具体适用范围要根据使用要求及技术水平决定。

应及时跟踪国外相关技术的发展情况，有重点地开展

相关研究工作，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低排放燃烧技

术。根据此次开展的燃烧室专利分析研究结果，低排

放燃烧室技术的发展演进如图 11所示。

5.2 火焰筒冷却技术

从发动机技术开始发展以来，直到 2010年还不断

有新的冷却技术专利申请，其主要原因是随着燃气轮

机技术的发展，燃烧室进出口温度均越来越高，火焰筒

的热负荷越来越大，而用于冷却的空气量却越来越吃

紧，因此，对于先进冷却技术的研究始终没有停止。

目前申请的冷却技术的专利主要如下。

5.2.1 多孔层板（对流冷却）技术

对流冷却是使用最早的冷却技术之一，但早期的

对流冷却技术的冷却效率相对较低，随着加工技术的

不断进步，一些更为先进的对流冷却技术进入工程使

用中。

RR公司 1974年在英

国申请的 GB53892 号专

利公开了 1种用于加强对

流换热的多孔层板冷却技

术，如图 12所示。这是目

前 RR 公司仍在使用的 1

种专利技术。其缺点是加

工成本高，维修性差。

5.2.2 气膜冷却技术

气膜冷却是使用较早

的冷却技术之一。多年来，不断有各种新形式的气膜

冷却结构投入使用。

GE公司于 1975年在美国申请的 US4050241号

专利公布了 1种火焰筒冷却形式，其结构如图 13 所

示。根据专利技术说明书，该冷却形式的优点是壁

面刚度好、温度分布均匀。

5.2.3 发散冷却技术

发散冷却技术最先用

于高压涡轮部件的冷却，

开始用于燃烧室部件时，

主要是为了解决局部高温

的问题。近年来，随着加工技术的不断发展，加工效率

不断提高，促进了多斜孔发散冷却技术在燃烧室部件

的应用。其中，GE公司在 GE90以及 GEnx发动机燃

烧室上都成功应用了该技术。

GE公司 1983年在美国申请的 US5233828号专

利公开了 1 种带有多斜

孔发散冷却的火焰筒壁，

如图 14 所示。根据专利

技术说明书，该壁面的优

点是壁面温度低且分布

均匀。

近年来关于发散冷

却技术的专利主要集中

在开孔的规律以及开孔

的形式上。比如阿尔斯通

公司 2004 年在欧洲专利

组织申请的 EP0959228

专利公开了 1 种带有异

型孔的发散冷却技术，如

图 15 所示。根据专利技

术说明书，该专利的优点

是可以大大提高冷却效

率，节省冷却空气量，但这种专利技术对加工水平的

要求非常高。

5.2.4 复合冷却技术

复合冷却技术通常是上面提到对流、气膜、发散、

冲击 4种冷却技术或其中几种冷却技术的组合。通过

多种冷却技术的组合，可以充分发挥每种冷却技术的

优点，提高冷却效率。目前在役的很多发动机都采用

了复合冷却技术。

日本科研人员 1985年在日本申请的 JP6071055

号专利涉及 1种冲击 +对流 +多斜孔发散冷却的技

术，其结构如图 16 所示。

该专利就是 1 种复合冷

却技术应用的具体体现，

图 12 GB53892号专利 [12]

图 13 US4050241号专利 [13]

图 14 US5233828专利 [14]

图 15 EP0959228专利 [15]

图 16 JP6071055专利[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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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US6662565专利[20]

图 17 冷却专利技术的发展演进

根据专利介绍，其优点是冷却效率高，火焰筒壁面温

差小，使用寿命长。

目前各种冷却技术都有在航空发动机中成功使

用的案例，应根据燃烧室的使用要求及技术基础相应

选择。综合此次燃烧室专利分析研究结果，冷却专利

技术的发展演进如图 17所示。

5.3 低排放燃烧室燃油喷射技术

喷嘴及燃油喷射的性能直接影响了燃烧室的污

染物排放特性，因此，各公司对于喷嘴的设计也非常

重视。

5.3.1 单旋流气动雾化喷嘴

联合技术公司 1983

年 在 美 国 申 请 的

US4418543 专利公开了 1

种气动雾化喷嘴，其结构

如图 18 所示。其特点是

在传统离心喷嘴外侧采

用 1 级旋流叶片增加同

向旋转的涡流空气，其好

处是可以降低发动机排放，降低喷嘴表面积炭。

5.3.2 双旋流气动雾化喷嘴

GE公司于 1989 年在

英国申请了 GB2211596号

专利介绍了 1种双旋流气

动雾化喷嘴，其结构如图

19所示。由专利技术说明

书可知，该技术主要通过

双旋流的强力剪切作用，

加强对燃料的雾化效果。

5.3.3 多点直接喷射

联合技术公司于 1993

年申请的 WO9312388 号

专利公开了 1种多点直接

喷射供油技术，如图 20所

示。其优点是供油均匀，

可以消除局部热区，进而可

以降低 NOx污染物的排放。

5.3.4 多旋流气动雾化喷嘴

GE 公司于 2000 年申

请的 US6662565 号专利公

开了 1种多旋流燃油雾化喷

嘴，如图 21所示。其优点是

燃油雾化均匀，有利于提高

燃烧效率，降低污染物排放。

GE 公司于 2001 年在

欧洲申请的 EP1186832 号

专利公布了 1 种用于低排

放燃烧室的燃油喷射及混

合技术，如图 22所示。该技

术应用于 GE 公司的 TAPS

燃烧室上。其结构实质为 1

种多点喷射与多旋流结合

的燃油喷嘴。目前，TAPS技

术代表了当今世界上最为

先进的低排放燃烧技术之一。

据对所有检索到专利的分析结果，低污染燃烧室

燃油喷射技术的演进如图 23所示。

6 结束语

（1）燃烧室专利申请数量近年呈现快速增加趋势，

说明该技术领域仍有大量高新技术出现；

（2）燃烧专利申请数量以美国 GE、英国 RR、美

国联合技术、德国西门子等公司为主，说明这几大公

司掌握着最为先进的燃烧技术；

（3）近些年，国外公司在中国申请的专利数量增

加很快，说明了其对于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在增加；

（4）燃烧室设计、贫油预混预蒸发（LPP）、富油 -

图 22 EP1186832专利 [21]

图 23 低污染燃烧室燃油喷射专利技术的演进

图 18 US4418543专利 [17]

图 19 GB2211596专利[18]

图 20 WO9312388专利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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淬熄 - 贫油燃烧（RQL）、多点喷射（LDI）、驻涡燃烧

（TVC）等技术是国外发动机制造商重点关注的技术

领域；

（5）各种低排放燃烧技术都有成功使用的案例，

具体采用何种低排放燃烧技术要根据使用要求及自

身技术水平决定；

（6）火焰筒发散冷却和复合冷却技术是较新的冷

却技术，应重点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7）多点喷射与多旋流气动雾化装置是近些年来

专利申请数量较多的燃油喷射技术，应重点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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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处理对 Pt-PtRh13薄膜热电偶绝缘层性能的

影响及机理分析

张建国，颜秀文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八研究所，长沙 410111）

摘要：为了测量航空发动机高温部件表面温度，利用离子束溅射镀膜技术制备了拥有多层薄膜结构的 Pt-PtRh13薄膜热电偶，

包括 Ni基合金基底、NiCrAlY黏结层、Al2O3过渡层、Al2O3绝缘层、Pt/PtRh13薄膜热电偶和 Al2O3保护层。研究了热处理对 Pt-PtRh13薄

膜热电偶绝缘层性能的影响，并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X射线衍射分析（XRD）等手段对薄膜热电偶绝缘层性能下降的机理进

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利用 Al2O3绝缘薄膜开发的 Pt-PtRh13薄膜热电偶只用于 900 ℃以下测温，在 900 ℃以上长时间应用可

能会出现测温不稳定问题，高温诱发 Al2O3绝缘层发生晶型转变是主要原因。

关键词：薄膜热电偶；Pt-PtRh13；离子束溅射；热处理；温度稳定性；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5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5.04.017

Effects of Heat Treatment on Performance of Pt-PtRh13 Thin-film Thermocouple Insulating Layer and
Its Mechanism Analyzing

ZHANG Jian-guo, YAN Xiu-wen
渊China Electronics Technology Group Corporation 48th Research Institute袁 Changsha 410111袁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measure surface temperature of aeroengine high temperature components, Pt-PtRh13 thin-film thermocouples are
fabricated by ion beam sputtering technique. The samples are multi-layer structure which are composed of Ni-based super alloy substrates袁
NiCrAlY buffer layer袁 Al2O3 layer袁Al2O3 insulating layer袁Pt-PtRh13 thin-film thermocouple and Al2O3 protecting layer. The effects of heat
treatment on the properties of Pt-PtRh13 thin-film thermocouple insulating layer袁 and the degradation mechanism about Al2O3 insulating
layer were analyzed using SEM袁 XRD. The results show that Pt-PtRh13 thin-film thermocouple using Al2O3 insulating layer are compliant
with measuring surface temperature below 900 益袁and maybe cause instability trouble when using in more than 900 益 environment long
time. High temperature is the main reason that induces crystal phase transition of Al2O3 insulating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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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航空发动机涡轮、燃烧室、压气机等关键部件

设计及性能试验中，准确测量部件的表面温度非常关

键和必要 [1-2]。传统的航空发动机高温测量方法有 2

种：1种是将线材铠装热电偶直接安装在叶片表面和

燃烧室内壁。这种方法会严重干扰发动机涡轮叶片表

面和燃烧室的气流状态，造成测试数据严重失真[3]。另

1种方法是在叶片表面和燃烧室内壁喷涂示温漆，利

用现代数字技术处理示温漆颜色图片进行高温测量。

这种方法温度测量精度低、在高温下摄像头易损伤、难

安装，容易造成测量结果与实际情况差别较大。与传统

的高温测量技术相比，薄膜热电偶技术直接将温度测

量单元沉积在高温部件表面，具有不破坏部件结构、功

能结构一体化集成、响应迅速、热容量小等特点[1，4-6]，

在航空发动机设计与验证试验中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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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60年代以来，美国 NASA Glenn中心系统地

进行了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表面测温薄膜热电偶的

设计、制备和应用研究，在薄膜热电偶技术研究中处

于领先地位[7]。美国 NASA GRC中心研究的材料体

系主要有：中、低温测量的 NiCr/NiSi系 K型热电偶薄

膜[3，8-9]，高温测量的 Pt/PtRh 系 R型热电偶薄膜 [10]和

ITO等陶瓷热电偶薄膜[11-13]。国内应用于航空发动高温

测量领域的薄膜热电偶研究鲜见报道。目前，国际上薄

膜热电偶技术重点在于开发更稳定、测温范围更高的

热敏功能功能薄膜；提高高温下温度测量的稳定性。

本文将在已有技术基础上，利用离子束溅射镀膜

技术制备 Pt-PtRh13薄膜热电偶，重点研究热处理对

Pt-PtRh13薄膜热电偶绝缘层性能的影响及机理。

1 试验方法
薄膜热电偶测温原理基于赛贝克(seeback)效应，

即 2种不同成分的导体两端连接成回路，如两端温度

不同，则在回路内产生热电流的物理现象。其中，一端

由 2根不同导线互相焊接，形成热电偶的工作端，另

一端(自由端)则与显示仪表相连。

1.1 薄膜热电偶的设计

航空发动机高温端部件的工作温度通常超过

1000 ℃。根据工况环境需要和已有热电偶材料特性，

得出不同热电偶材料相关参数比较见表 1。从表中可

见，K系列 NiCr-NiSi材料存在工作温度较低，B系列

PtRh30-PtRh6存在输出信号小、薄膜化后组分控制难

等问题，因此，测温薄膜选用了 R系列 Pt-PtRh13热电

偶薄膜材料。同时，由于要实现制备的热电偶薄膜与

Ni合金基底的功能结构一体化，绝缘薄膜层显得尤

为重要。考虑到 1000 ℃高温、高压冲击、氧化环境条

件，选用 Al2O3为过渡层和绝缘层。

1.2 薄膜热电偶的制造

设计的 Pt-PtRh13薄膜热电偶为 5 层薄膜结构，

如图 1所示。其中，基底为 Ni基合金，在该基底上通

过离子束溅射、CVD 等手段依次沉积了 NiCrAlY 黏

结层、Al2O3过渡层、Al2O3绝缘层、Pt/PtRh13薄膜热电偶

和 Al2O3保护层。Ni基合金基底尺寸为 2.5 ×5.0 cm。

在处理的 Ni 基合金基底上溅射 1 层 NiCrAlY 黏结

层，用于提高基底与薄膜热电偶的结合力。对制备的

NiCrAlY黏结层进行热处理，在其表面形成 Al2O3过

渡层。然后，再通过高温 CVD方式制备 Al2O3绝缘层

以满足高温绝缘要求。在绝缘层上，采用离子束溅射

和掩膜图形化方法制备 Pt/PtRh13薄膜功能层。最后，

在薄膜热电偶层上沉积 1层 Al2O3 作为保护层。在薄

膜热电偶的 5层结构中，制备的 NiCrAlY黏结层约为

20~30 滋m，Al2O3过渡层约为 2~3 滋m，Al2O3绝缘层约

为 5~8 滋m，Pt/PtRh13 薄膜热电偶层约为 5~10 滋m，

Al2O3保护层厚度约为 1~2 滋m。采用上述工艺在相同

参数条件下制备了 4片试样。其中，2片试样为“Ni基

合金基底 /NiCrAlY 黏结层 / Al2O3 过渡层 / Al2O3 绝

缘层”3层结构，用于研究 Al2O3绝缘层性能；另 2片

试样为“Ni基合金基底 /NiCrAlY粘结层 /Al2O3过渡

层 / Al2O3绝缘层 /Pt-PtRh13薄膜 /Al2O3保护层”5 层

结构，用于研究薄膜热电偶性能。

对 5层结构薄膜热电偶试样进行的绝缘性能测

试：将试样置于加热炉内，以 10 ℃/min的速率升温，

当测试环境温度升至 900 ℃后，停止加热，降温冷

却。在升降温的同时，利用绝缘电阻测试仪实时测量

薄膜热电偶结构垂直方向的阻值变化。对 3层结构绝

缘层试样进行的时效热处理工艺为：在 700 ℃常压

大气环境下热处理 2 h然后在 900 ℃下热处理 2 h，

最后在 1100 ℃下热处理 2 h。在时效处理过程中，利

用日本 JEOL的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试样 Al2O3绝缘

层的表面形貌变化，并对 Al2O3绝缘层表面进行了

XRD测试。

热电偶型号

K

S

R

B

材料体系

NiCr-NiSi

PtRh10-Pt

PtRh13-Pt

PtRh30-PtRh6

工作温度 /℃

短期 1200

长期 1000

短期 1600

长期 1400

短期 1600

长期 1400

短期 1800

长期 1600

输出信号 /

（mV/1000℃）

41.27

9.587

10.51

4.834

表 1 不同热电偶材料相关参数比较

图 1 Pt-PtRh13薄膜热电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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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试验结果及分析

2.1 Pt-PtRh13薄膜热电偶绝缘性能测试

薄膜热电偶绝缘性能与测试温度的关系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室温条件下，薄膜热电偶的绝缘

电阻大于 100 MΩ，随着加热温度的升高，薄膜热电

偶的绝缘性能逐渐下降。当加热温度达到 900 ℃时，

薄膜热电偶垂直方向的绝缘电阻约为 21 kΩ；当从

900 ℃降温冷却时，薄膜热电偶垂直方向的绝缘电阻

随着温度的降低而逐渐增大；当温度降至 300 ℃时，

薄膜热电偶垂直方向的绝缘电阻约为 100 MΩ。由此

表明：测试温度对薄膜热电偶的绝缘性能有着重要影

响。测试温度高于 900℃时，Pt-PtRh13薄膜热电偶的

绝缘性能明显下降，已不能满足工程应用要求。

2.2 影响薄膜热电偶高温稳定性的机理分析

为了研究 Pt-PtRh13 薄膜热电偶高温测试条件

下绝缘性能退化机理，利用 SEM和 XRD等手段进

行研究。

Al2O3 绝缘层热处理后的 SEM 形貌照片如图 3

所示，通过 SEM对 Al2O3绝缘层表面微区形貌研究发

现：在 700 ℃、时效处理 2 h后的 Al2O3绝缘层薄膜表

面（如图 3（b）所示）呈现致密微晶结构，表面微粗糙

度小；在 900 ℃、时效处理 2 h后的 Al2O3绝缘层薄膜

表面（如图 3（c）所示）呈现结晶形貌，表面微粗糙度

明显增大，局部出现少量“微孔”；在 1100 ℃、时效处

理 2 h后的 Al2O3绝缘层薄膜表面（如图 3（d）所示）

出现了较多的“微孔”与“小气泡”，表面微粗糙度有所

减小。这表明在 900 ℃、时效处理 2 h的条件下，Al2O3

绝缘层薄膜出现的“微孔”等缺陷是导致 Pt-PtRh13薄

膜热电偶绝缘性能下降的重要原因。

Al2O3绝缘层热处理后的 XRD 衍射结果如图 4

所示。XRD衍射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在 700 ℃、时

效处理 2 h后的 Al2O3绝缘层薄膜的主要成分为非晶

氧化铝。在 900 ℃、时效处理 2 h后的 XAl2O3绝缘层

薄膜主要成分已转变为γ- Al2O3。在 1100 ℃、时效

处理 2 h 后的 Al2O3 绝缘层薄膜主要成分除了 γ-

Al2O3外，还有较多的θ- Al2O3和α- Al2O3。表明随

着时效处理温度的升高，Al2O3绝缘层薄膜的成分与

晶型发生了变化，即由非晶 Al2O3→γ- Al2O3→γ-

Al2O3+θ- Al2O3+α- Al2O3，形成更致密的晶态 Al2O3

薄膜。这与何迪等[14]的研究结果一致。

由此可见，在 900 ℃以上高温处理导致 Al2O3绝

缘层薄膜发生晶型转变、引起 Al2O3薄膜出现少量

“微孔”甚至裂纹是影响 Pt-PtRh13薄膜热电偶绝缘层

性能下降的主要原因。

3 结论

（1）利用 Al2O3绝缘薄膜开发的 Pt-PtRh13薄膜热

电偶适用于 900 ℃以下的温度测量。在 900 ℃以上

图 2 薄膜热电偶绝缘性能与测试温度的关系

图 4 Al2O3绝缘层热处理后的 XRD衍射结果

（a）未处理时 （b）700℃，2 h

（c）900 ℃，2 h （d）1100 ℃，2 h

图 3 Al2O3绝缘层热处理后的 SEM形貌照片

86



张建国等：热处理对 Pt-PtRh13薄膜热电偶绝缘层性能的影响及机理分析第 4期

长时间应用时，可能会出现 Pt-PtRh13薄膜热电偶测

温不稳定的问题。

（2）Al2O3 绝缘层薄膜在高温下发生的非晶

Al2O3→γ-Al2O3→γ-Al2O3+θ-Al2O3+α-Al2O3 晶型

转变是导致 Pt-PtRh13薄膜热电偶绝缘层性能下降的

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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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持续适航文件中的维修间隔研究

王 伟，刘 帅，白 杰
（中国民航大学 航空工程学院，天津 300300）

摘要：投入运行的航空发动机主要通过定期维修保持其固有可靠性水平。持续适航文件是以定期维修的维修间隔为核心对维

修深度提出要求的法律条款，其中的维修概念与维护手册中的存在差异有待区分；而且手册中只给出维修间隔的具体数值并无其

他说明，需要对持续适航文件中的维修间隔进行分析。通过对适航规章的分析揭示了维修间隔的本质，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研究了

持续适航文件中的维修概念和维修间隔，为航空发动机提供了修正维修间隔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持续适航文件；维修手册；维修间隔；维修深度；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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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aintenance Intervals in ICA of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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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eroengine in operating keeps its inherent reliability using in service maintenance. Instructions for continued

airworthiness (ICA) was a legal provision that demands for maintenance depth and taking maintenance intervals in service as core, which
maintenance definition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maintenance manual. The manual only shows exact value rather than other instructions of
the maintenance intervals, which needs to be analyzed in the ICA. The essence of the maintenance intervals was revealed by analyzing the
airworthiness regulations. The maintenance definition and maintenance intervals were studied by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in ICA, which
provide the theory basis of corrected maintenance intervals for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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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的适航管理对于保障飞行器安全运

行尤为重要，其目的是保证发动机的适航状态，本质

是对航空发动机进行适航性控制的过程[1]。持续适航

管理是航空发动机适航管理的一部分，依靠持续适航

文件对其适航性进行控制。持续适航文件是用以在航

空产品投入使用后，指导运营方正确地使用和维修航

空产品，并保持其固有设计水平和可靠性[1]，是发动机

保证其可靠性水平的重要文件，是发动机型号合格审

定的一部分；同时该文件也是制定发动机维修方案的

依据，构成了基本维修大纲[2]。

航空发动机持续适航文件涵盖维修类型和维修

间隔 2方面。维修类型相对固定，而维修间隔是持续

适航文件的核心[3]，在一定程度上选取何种维修类型

取决于维修间隔。确定维修间隔一直是维修领域讨论

比较激烈的问题。根据 MSG-3逻辑分析确定，目前确

定维修间隔的方法大致分为计算、试验和经验 [3-5]3

类，其中对分析计算法的研究比较广泛，主要是通过

建立数学模型，导出间隔的函数关系，最终根据关系

式得到维修间隔；试验和经验法分别通过发动机试车

试验和以往机型的使用经验确定衍生机型的维修间

隔。目前基于案例推理的维修间隔确定方法是在经验

法的基础上得到的。尽管确定维修间隔的研究有很

多，但对其认识还停留在发动机制造商提供给营运方

进行定期检查、维护的 1个固定的确定间隔。维修间

隔是适航法规要求发动机制造商给出并在持续适航

mailto:weiwangcauc@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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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标明的。维修手册在持续适航文件的基础上编

辑而来，维修间隔在文件中和维修手册中的关系和差

异尚有待分析研究，对其本质的认识也有待深化。

本文对持续适航文件中维修的概念进行分析，重

点从发动机适航条款的角度对持续适航文件中的维

修间隔进行阐述并揭示文件和维修手册中维修间隔

的关系，并分析其本质，为航空发动机实际维修管理

提供理论指导。

1 持续适航文件的维修要求

本文分析持续适航文件中的维修概念和任务，同

时将持续适航文件与发动机维修手册作比较，论述维

修深度和维修间隔的关系。

1.1 持续适航文件的维修

词典中解释维修为维护和修理[6]；日本工业标准

中的维修定义为把产品保持在使用及运用状态以及

为排除故障和缺陷所进行的一切处置及活动[6，7]；对可

靠性工程而言，维修是为了确保设备原有的功能与特

性，而不是提高其性能[8]；FAR43指出，维修是指对飞

行器或其部件所进行的任何检测、修理、排故、定期检

修、翻修工作[9]；FAR1中的维修是指检查、翻修、修理

和更换零件，但不包括预防性维修，预防性维修是指

简单的或轻微的防腐(保养)操作和更换少量标准件非

复杂组件的操作[10]。

在不同规章或文献中，维修的含义有所不同，但

并不冲突。词典解释是字面意思：维护即维持保护，使

不受到破坏；修理即使损坏的东西恢复正常[6]。发动机

维修的字面含义包括对没有损坏的发动机及其零部

件进行维护操作和对损坏的发动机及其零部件进行

修理操作。实际上，对发动机维修的研究基本上都是

从维修的 2方面含义展开的，只是侧重点不同。发动

机维修分为修复性与预防性维修，其中修复性维修是

指发动机发生故障后使其恢复到规定状态所进行的

全部活动；预防性维修通过对发动机进行系统性检查

和定期更换以防止功能故障发生，使其保持在规定状

态所进行的全部活动[11]。FAR43对维修的定义中没有

区分预防性维修的概念是由于其适用范围主要针对

发动机整机、单元体或零部件即将到寿或已经失效的

状态。对于已经达到失效阈值的零部件（FAR43适用

范围中涵盖此类）而言，讨论预防性维修没有意义。

FAR1 区分修复性和预防性维修的概念正是由于维

修一词的 2层含义。

因此，投入运行发动机的维修存在恢复和保持，

防止故障发生的工作。持续适航文件用于航空发动机

使用阶段，其中维修是指包括预防性维修在内的检

查、翻修、修理和更换零件的操作。

1.2 持续适航文件的维修分析

持续适航文件中的维修概念广义上分为（1）检查

的目的是寻找零部件的损伤、故障和不正常的现象，

包括目视、详细和特殊详细检查[8]；（2）翻修的目的是

恢复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或适航状态[12]，一般针对发动

机整机而言，通常根据监控运行中的参数判断翻修时

机；（3）修理是对零部件任何损伤或缺陷进行处理使

其达到在规定限制范围内继续使用的工作[9]，即恢复

偏离可用状态的部件；（4）更换零件一般针对发动机

限寿件和航线可更换件（LRU）；（5）预防性维修是指

对发动机及其零部件进行简单的保养和更换少量标

准件，目的是为了防止发动机或其零部件失效。

1.3 发动机维修手册中的维修要求分析

FAR33.4要求制定发动机持续适航文件，其中包

含发动机维护和翻修手册。发动机营运方根据文件并

在其基础上编制更为详细的维修手册。与文件不同，

手册中的维修分别从 5层含义对发动机的维修任务

进行规定。

持续适航文件中的发动机维护、翻修手册是针对

发动机持续适航的最低要求，发动机营运方编制的发

动机维修手册对其维修要求一般会高于文件的要求。

手册大致分为维护、翻修、部件修理和装配手册，其中

列出整机、零部件的维修间隔（或使用时限）和维修类

型。整机的维修主要是返厂翻修。对零部件的维修一

般按照能否进行修理进行划分。对不可修理的零部件

采取更换操作，进行更换维修的零部件包括限寿件、

航线可更换件、封严件和线束等。更换的原因是某些

重要件的损伤或缺陷无法通过修理的手段恢复到可

用状态。维修性设计理念是为使发动机维修不对飞行

器造成延误而提出的航线可更换件的概念。可进行修

理维修的零部件需按照手册对其进行相应修理，零部

件包括压气机叶片、涡轮叶片、燃烧室和发动机附件

等。修理技术主要有焊接、电镀、金属喷涂等。流程一

般可以归纳为清洗、检测、修复、后处理（挤压强化或

喷丸强化技术）。随着修理技术的发展，对发动机零部

件的修理正在向自动化修理的方向发展[13-14]。

89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1卷

维修手册更侧重维修类型，对于各种损伤都给出

了维修方法（或工艺）；在维修间隔的相关内容上，只

是给出了定期检查的间隔以及限寿件的时限，在不同

间隔执行不同维修任务，此外对维修间隔没有描述。

1.4 发动机维修任务分析

文件体现了发动机适航规章对于保证发动机可

靠性的最低标准。FAR33部规章对维修类型没有做

出明确规定，但 FAR33.90条款针对维修间隔提出了

要求[15]。

在 FAR33.90 中提到的维修检查间隔即持续适

航文件中的维修间隔，且维修检查任务是手册中定期

维修任务的主要部分。通过检查可以发现零部件的损

伤，判断发动机的状态，确定维修任务，即依据状态给

定维修深度。不同的间隔会导致维修深度（维修任务）

的差异，所以维修间隔是发动机维修的核心内容，在

发动机适航规章的条款中对维修间隔做了明确的要

求而未对维修深度有所要求。

2 持续适航文件的维修间隔分析

航空发动机有上万个零部件，持续适航文件不会

一一列出每个零部件的维修任务；维修间隔是维修任

务的核心，但不是一成不变的。文件按部件和时间维

度 2方面阐述。所以为了揭示维修间隔的本质，首先

对持续适航文件列出维修任务的零部件进行分析，然

后研究其维修间隔以剖析本质。

2.1 关键件、重要件的确定

持续适航文件是保证发动机固有可靠性的基础，

其中发动机维修更多的是针对自身失效会对发动机

产生重大后果的零部件。

并不是每个发动机零部件的失效都会影响其可

靠性水平。例如在燃烧室中，允许范围之内的烧蚀损

伤会影响燃油消耗率而不会影响燃烧室生成高温燃

气。相反，某些零部件影响发动机的可靠性水平，如防

喘系统失效。依据 FAR33.75条款提出重要性和危害

性后果，将发动机零部件分为关键件、重要件和一般

件，其中关键件、重要件的失效会导致发动机重要性

或危害性后果。

重要性和危害性发动机后果的界定如下[15]。

（1）轻微后果是指 1台发动机失效，其惟一后果

是该发动机部分或全部丧失推力或功率（和相关发动

机使用状态）。

（2）危害性后果包括非包容的高能碎片；客舱用

发动机引气中有毒物质浓度足以使机组人员或乘客

失去行为能力；与驾驶员命令的推力方向相反的较大

的推力；不可控火情；发动机安装系统失效，导致非故

意的发动机脱开；由发动机引起的螺旋桨脱开；完全

失去发动机停车能力。

（3）重要性后果的严重程度介于（1）和（2）之间。

由于关键件和重要件失效会对航空发动机的运

行产生重要影响，所以持续适航文件对发动机的维修

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对发动机关键件和重要件的维修。

2.2 关键件、重要件维修间隔

持续适航文件中的发动机维修更多是针对关键

件和重要件的，所以讨论持续适航文件中的维修间隔

也针对关键件和重要件。

在零部件自身属性与外界因素共同作用下，性能

状态会不断退化，当超过一定数值时（失效阈值），零

部件已无法完成规定的任务，判断为失效[16]。为了避

免失效，需要对发动机进行维修检查以防止出现重要

性或危害性后果。所以需要给出检查的时间间隔，在

时间节点上通过检查判断发动机状态，确定维修任务。

2.2.1 初始维修检查间隔

初始维修检查间隔是指发动机投入运行后第 1

次进行维修检查时的飞行小时数或循环数。FAR33.

90要求申请人进行初始维修检查试验用来模拟预期

的发动机工作状态以确定初始维修检查时限 [14]。

AC33.90-1为涡轮发动机的初始维修检查试验提供审

定指导。该咨询通告介绍了全循环和加速任务试验[17]

方法。通过对试验后的发动机进行拆卸分解，检查各

部件是否符合设计和持续运转要求，从而得到 1个较

为适合的初始维修检查间隔。

FAR33部规章要求申请人通过试验给出初始维

修检查间隔，对应的咨询通告给出了试验的指导材

料。初始维修检查试验旨在对发动机的实际工作状态

进行模拟，使发动机性能在其自身属性与外界因素的

共同作用下不断退化。通过分解检查判断发动机的性

能状态，从而找到某一状态点（此状态点在持续适航

文件的适航性限制章节给出的限制范围内），并进行

维修检查，既可以有效的保证发动机的固有可靠性水

平又可以降低经济成本。

所以规章中要求的初始维修检查实际上是要求

申请人确定 1个维修检查的基准点，其对应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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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状态既不会使发动机出现危害性或重要性后果；

同时避免在未出现明显性能衰退时进行检查产生不

必要的经济花费。

本文定义初始维修检查节点对应的发动机性能

状态为设计点维修检查阈值。

2.2.2 维修检查间隔

持续适航文件要求发动机型号合格证申请人给出

发动机定期维护资料[15]，其中包含了对发动机及其零部

件的维修检查间隔，该间隔是指 2次维修检查之间飞

行小时数或循环数，所以不同于初始维修检查间隔。

持续适航文件只给出 1个维修检查的荐用周期，

一般指初始维修检查间隔的周期，但维修检查间隔并

不等同于初始维修检查间隔。后者是前者的参考值，

并且每次维修检查的周期都存在差异。在给定的间隔

节点对发动机进行维修检查是监控零部件。如果发现

损伤，则需要对磨损程度进行测量、评估损伤确定维

修工作；同时需要根据检查判断零部件以及相关系统

的状态确定下次检查间隔。

因此，在发动机的某次维修检查节点上，需要通

过进行周期性维修检查并根据检查时的状态判断是

否进行预防性维修。如果零部件的性能状态没有达到

预防性维修阈值，仅进行持续适航文件要求的勤务而

不进行预防性维修；相反则立即进行预防性维修。当

零部件性能状态超过失效阈值时，零部件会失效并因

此导致重要性或危害性后果，此时根据情况进行修理

或者换件。最后根据此次对发动机定期维修的情况判

断下次维修检查的时间。

为了确定设计点维修检查阈值，发动机适航规章

只对第 1次的维修检查间隔做出了要求。在该检查

中，判断发动机状态，确定维修深度，并确定下次检查

的间隔即判断其性能衰退到设计点维修检查阈值的

时间。持续适航文件给出的维修间隔只是参考值，定

期检查的实际间隔是在一定范围内波动的，即根据发

动机状态适当延长或缩短参考值。定义初始维修检查

节点对应的发动机性能状态为设计点维修检查阈值。

如果将持续适航文件中给出的定期维修间隔（参考

值）作为 1个固定的维修检查周期值写入维修方案，

使得依据固定周期进行维修检查时对应的发动机性

能状态偏离设计点维修检查阈值。从而造成固定周期

的维修间隔相对于设计点维修检查阈值对应的间隔

偏大或偏小，可能会造成发动机的维修不足或维修过

多，最终增加维修成本、降低经济性同时还可能导致

发动机可靠性下降。

灵活地确定维修检查间隔就是为了寻求 1个可

靠性与经济性协调的节点（设计点维修检查阈值），每

次检查节点的发动机可靠性水平需要参考初始维修

检查间隔节点对应的可靠性水平。发动机性能状态受

多方面因素影响，性能衰退与使用时间并不存在 1个

固定的函数关系，即在多个固定的时间间隔内，发动

机性能衰退的程度不同。所以定期维修的检查间隔是

动态的，根据本次的状态给出下次的间隔。

2.2.3 实例分析

以中国某航空公司 CFM56-7B发动机机队为例

进行分析。根据国际发动机（CFMI）公司提供的持续

适航文件，选取维修检查中的反推系统的检查任务。

文件要求：检查左、右发动机阻力连杆的球型轴承滚

珠，按需更换 （Detailed inspection of the left/right

engine thrust reverser drag link spherical bearings），给

出的间隔为 7500飞行小时，实际上为初始维修检查

间隔，但发动机营运方将每次维修检查的定为 7500

飞行小时并写入维修方案中。发动机型号合格证申请

人通过规章要求的试验确定该部件的初始维修检查

间隔 7500飞行小时，即发动机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球

型轴承的滚珠因不断磨损而导致其性能下降，在

7500飞行小时节点对其进行检查，判断滚珠的状态，

然后选择做勤务润滑或者换件。

综上所述，零部件初始维修检查节点的状态实际

上是型号合格证申请人给出的状态参考点（设计点维

修检查阈值），之后每次都与参考点状态进行比较。如

果在 7500飞行小时节点状态的维修任务是更换球型

轴承滚珠或者是预防性的勤务润滑，那么下次确定更

换操作或者勤务润滑操作的依据便是零件与参考点

状态相近。若是执行换件操作，则可以近似将下次换

件的间隔定为 7500飞行小时（反推系统不出现意外

为前提）；若是执行勤务润滑操作，则需要估算球型轴

承滚珠从参考点磨损至需要换件状态的时间间隔。下

次维修检查间隔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 7500

飞行小时中零件性能退化较大，可能第 2次维修检查

间隔需要缩短（小于 7500飞行小时）并在此次执行换

件操作，那么第 3次维修检查时的状态可以依据参考

点状态选择 7500飞行小时（第 3次维修检查进行勤

务润滑），可也以参考换件节点的状态将第 1次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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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次检查间隔时间的总和作为第 2、3 次的检查间

隔（第 3次进行换件），但此间隔的确定还需要考虑经

济性因素。以此类推，每次的检查间隔都不固定，根据

上次维修检查的状态和给出维修任务来确定下个维

修检查的间隔，在状态判断过程中，需要根据某一参

考点进行比对，该参考点是初始维修检查节点对应的

零部件性能状态点（设计点维修检查阈值）。

因此，通过实例可以更加形象地理解适航规章要

求的初始维修检查间隔实际上是适航审定当局要求

申请人设定 1个性能状态参考点便于在多次维修检

查中进行参考比较；同时维修检查的间隔不固定，确

定间隔需要依据上次的性能状态和执行的维修任务。

3 总结

（1）持续适航文件中的维修包括预防性维修在内

的检查、翻修、修理和更换零件的操作的概念。预防性

维修、换件或者修理的维修任务是根据维修检查时对

发动机状态判断得到并实施的，而不是在一定的维修

间隔节点上执行固定的维修任务。

（2）从适航规章的角度分析维修间隔的本质，定

期维修间隔是需要根据发动机状态改变的，维修间隔

节点的发动机状态表征某种发动机可靠性状态。初始

维修检查间隔对应了 1种设计点的可靠性状态。适航

规章中要求申请人通过试验确定初始维修检查间隔

实际是要求给出 1个可靠性水平不低于规章要求且

维修经济性水平较低的维修检查的基准点。

（3）持续适航文件提到的维修检查间隔是指初始

维修检查间隔，第 N次维修检查间隔是第 N-1次执

行维修检查以及执行相应维修任务后得到的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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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滑油监控信息的发动机磨损状态

融合评估

张鹏飞 1，李本威 2，韦 祥 3，胡 洋 4

（1.91046部队，山东莱阳 265200；2, 3.海军航空工程学院飞行器工程系 2,研究生管理大队 3，山东烟台 26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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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现有航空发动机磨损状态评估方法的局限性，基于光谱分析和自动磨粒检测 2种滑油分析方法的结果，提出了 1

种新的融合评估方法。结合专家经验，将各监控对象的磨损量和磨损率进行模糊推理，得到发动机的磨损状态可能向量，解决了发

动机磨损状态评估过程中的模糊性问题。在决策层，运用 D-S证据理论对 2种滑油分析方法的推理结果进行融合时，考虑 2种滑

油分析方法的有效性，基于粗糙集理论与专家经验求得二者的可靠程度，最终得到更为合理的评估结果。实例表明：该方法可有效

融合多种检测信息，解决评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问题，并可得到较为准确的评估结果。

关键词：状态评估；模糊推理；证据理论；信息融合；滑油分析；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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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Aeroengine Wear Condition Fusion Based on Oil Monitoring Information
ZHANG Peng-fei1, LI Ben-wei2, WEI Xiang3, HU Yang4

渊1. No. 91046 Unit, Shandong Laiyang 265200, China; 2, 3. Department of Aircraft Engineering2, Graduate Department3, Naval Aviation
Engineering Institute, Shandong Yantai 264001, China; 4. No. 91934 Unit,Zhejiang Yiwu 322000,China冤

Abstract: Aimed at the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aeroengine wear condition assessment methods袁a new method was proposed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spectrometric oil analysis 渊SOA冤 and automatic debris analysis. Combined with the expert experience, the possibilities of
aeroengine wear conditions were obtained by fuzzy reasoning based on wear volume and wear rate of monitoring objects袁which solved the
vagueness problems in the assessment process. In the decision-making level袁two assessments were fused based on the D-S evidence theory.
Conside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wo oil analysis methods, a more reasonable assessing result was go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ough set
and expert experience. The example shows that the method integrates multiple detection information袁solves the problem of uncertainty in
the assessment process袁and gets a more accurate assessing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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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磨损是航空发动机早期故障的主要原因，严重影

响发动机的可靠性。对磨损故障最为成熟的监控手段

是滑油分析。单一滑油分析方法的准确率有限，容易

漏报某类故障，从而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各种滑油分

析方法各有所长，因此，需基于多种滑油样分析信息

进行融合诊断评估。

目前已有大量学者对发动机磨损故障的融合诊断方

法进行了研究。文献[1-4]以光谱、铁谱、理化性能等

检测结果为征兆信息，运用融合方法对发动机磨损故

障进行诊断，提高了诊断的精确度，但在具体操作时

有较大局限性；文献[5-8]仅利用光谱分析结果，基于

D-S证据理论将磨损量和磨损率进行融合，对发动机

磨损状态进行评估，忽视了光谱分析不能完全反映滑

mailto:zpf317149278@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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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中所有磨粒信息的事实；文献[9-10]针对光谱分析

仅能对尺寸 <10 滋m的磨粒进行精确分析的弊端，引

入了与之相补的自动磨粒检测技术，并利用检测得到

的各元素磨粒数和磨粒个数对发动机磨损状态进行

融合诊断评估，效果较好，但忽略了磨损增长率对评

估发动机状态的重要性。

本文基于光谱分析和自动磨粒检测 2种滑油样

分析的结果，针对现有评估算法的局限性，将模糊推

理和证据理论结合，提出了 1种新的信息融合评估算

法，充分利用了滑油分析的检测信息，并使各算法优

势互补，可得到较为理想的评估结果。

1 航空发动机磨损状态融合评估新方法

1.1 磨损状态评估指标确定

某型发动机润滑系统的磨损部位主要有主轴轴

承、离心通风器和回油泵等，其中主轴轴承失效的故

障率最高且危险性最大。主轴轴承的失效模式主要有

3 种：磨损、疲劳剥落、断裂。滑油光谱分析

（spectrometric oil analysis）可对尺寸小于 10 滋m的磨

粒进行精确分析，对轴承渐进型磨损或由发动机装配

质量引起的早期磨损的预报效果较好，但对后 2种故

障模式的预报效果较差。在该型发动机实际故障统计

中发现：当滑油中有大量大磨粒时，轴承疲劳为最主

要的失效模式[9]。因此，需引入大磨粒检测技术，Laser

Net Fines-C（LNF）自动磨粒检测仪可识别大于 20 滋m

的全部颗粒，按金属磨损类型进行区分并加以计数。

针对实际情形中轴承故障模式的复杂性，可选用滑油

光谱分析和与之相补的大磨粒分析技术，对发动机主

轴轴承磨损状态进行重点监控并融合评估。

针对轴承磨损状态评估，依据其主要材料成分，

确定光谱分析中 Fe、Cu为重要元素，监控其磨损量

和磨损率。依据失效模式，确定自动磨粒检测中监控

对象为切削磨粒、疲劳磨粒和严重滑动磨粒，监控各

磨粒数和增长率。发动机其余重要部件（离心通风器

等）磨损状态评估也可依此类推。

1.2 磨损状态融合评估模型

航空发动机磨损状态的融合评估流程如图 1所

示。首先对滑油样进行光谱分析和自动磨粒检测分

析，可基本获取滑油样中所有重要磨粒的信息；针对

各监控对象，将磨损量和磨损率进行模糊推理，得到

发动机磨损状态评估结果；在光谱分析和自动磨粒检

测中，分别进行 Max运算，得出各自最后的决策结

果；针对 2种滑油分析方法的评估结果，实施决策层

的信息融合；基于粗糙集理论和专家经验，得到 2种

滑油分析方法的可靠程度，确保了 2证据基本置信度

分配的准确性；最后，运用 D-S证据理论进行融合诊

断。以轴承磨损状态评估为例，介绍其关键环节。

1.3 模糊推理机的构建

针对每个监控对象，都需构建 1个模糊推理机来

对其故障征兆进行模糊推理。根据轴承磨损状态评估

确定的监控对象，则应构建 5个模糊推理机。以自动

磨粒检测的切削磨粒为例，详细介绍构建模糊推理机

的过程。

故障征兆的模糊推理包含 4个步骤：模糊化、模

糊规则建立、关系生成方法和推理合成算法的选取、

反模糊化[11]。

1.3.1 模糊化

针对自动磨粒检测的切削磨粒，其故障征兆集为

S={s1,s2}，其中，s1为切削磨粒数，s2为切削磨粒增长率。

发动机轴承的磨损状态集为 赘= {棕1,棕2,棕3}，棕1、棕2、棕3分

别表示磨损状态为正常、警告、异常。G={g(棕1),g(棕2),g(棕3)

}，向量 G表示 3种磨损状态发生的可能性。

对故障征兆进行模糊化处理。某型发动机在实际

使用中，依据统计分析和实际使用经验，切削磨粒的

警告值为 10个 /mL、异常值为 30个 /mL、增长率异常

值为 6个 /（mL·10h）。依据界限值，将 s i分为“小”、

“中”、“大”3个类别，并划分其各自的模糊集合，建立

相应的隶属度函数 滋j（s1）、滋j（s2）（j=1,2,3），如图 2 所

示。本文选用梯形函数的隶属度形式。

图 1 发动机磨损状态融合评估流程

图 2 切削磨粒征兆信息隶属度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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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输出变量隶属度函数

依据经验对输出变量

g（棕j）（j=1,2,3）进行模糊化

处理，将其分为“较小”、

“一般”、“较大”3 个类别，

并划分其各自的模糊集

合，建立相应的隶属度函

数 滋1（g(棕j)）、滋2（g(棕j)）、滋3（g(棕j)）（j=1，2，3），如图 3 所

示。本文中选用梯形和三角函数的隶属度形式。

1.3.2 建立模糊规则

模糊规则的建立一般需基于专家知识或大量的

试验数据，可表示为“if…then…”。基于发动机领域知

识，针对 s1和 s2 2个故障征兆，建立磨损状态评估规

则库，评估规则见表 1。

模糊推理需要选取适当的关系生成方法和推理

合成算法，本文采用 Mamdani方法。反模糊化是模糊

化的逆过程，将推理输出的模糊值转变为确定值的过

程，此处采用重心法。各算法的具体计算过程详见文

献[12-14]。

1.4 Max运算

经模糊推理，光谱分析各监控对象所得到的发动

机轴承磨损状态可能向量可表示为 G1

k
= {g1

k
（棕1），g1

k

（棕2），g1

k
（棕3）}，（k=1,2）；自动磨粒检测各监控对象所

得到的发动机轴承磨损状态可能向量可表示为 G2

l
=

{g2

l
（棕1），g2

l
（棕2），g2

l
（棕3）}，（l=1,2,3）。进行 Max运算，在

2种滑油分析方法中，分别选取推理结果中异常磨损

可能性最大的监控对象，将该监控对象的推理结果作

为各自滑油分析方法最终的推理结果。即若 gl

p
（棕3）

=max（gl

1
（棕3），gl

2
（棕3）），则光谱分析融合结果为

G1=G1

p
=（g1

p
（棕1），g1

p
（棕2），g1

p
（棕3）） （1）

若 g2

q
（棕3）=max（g2

1
（棕1），g2

2
（棕2），g2

3
（棕3）），则自动

磨粒检测信息融合结果为

G2=G1

q
=（g2

q
（棕1），g2

q
（棕2），g2

q
（棕3）） （2）

1.5 推理结果的融合决策

运用 D-S证据理论进行融合决策时，一般包括 4

个重要步骤：识别框架的构建、基本置信度分配、证据

合成和证据决策。针对滑油监控的融合诊断，具体设

计如下。

1.5.1 识别框架的构建

在证据理论中，一些完备的独立元素组成的集合

称为识别框架。在发动机轴承的磨损状态集 赘={棕1，

棕2，棕3}中，各元素两两互斥、并穷尽了所有状态，可将

其视为状态评估的识别框架。

1.5.2 基本置信度分配

2种滑油分析方法检测信息所得的推理结果可

分别表示为 G1={g1

'
（棕1），g1

'
（棕2），g1

'
（棕3）}、G2={g2

'
（棕1），

g2

'
（棕2），g2

'
（棕3）}。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即可得到 2条

证据体所对应的基本置信度向量 m1、m2。2种滑油分

析方法对评估发动机磨损状态的贡献不一，因此在归

一化时应考虑 2种滑油分析方法对评估发动机轴承

磨损状态的可靠程度 琢1，琢2。光谱分析在实际应用时

间较长，因此可依据专家经验给出其较为准确的可靠

程度值 琢1。依据粗糙集理论求解得出 2种滑油检测

手段的相对重要度 Q21，即可得自动磨粒检测的可靠

程度 琢2=Q21·琢1。

（1）相对重要度的求解

本文依据条件属性的属性重要度[15]来求解 2 种

滑油分析方法的相对重要度。设一信息表达系统 S=

骉U，R，V，f骍其中论域 U={x1,x2,…xn}，属性集 R=C∪D。
在论域 U下，条件属性集 C和决策属性集 D的等价
类分别为

U/ind（C）={c1,c2,…，cm}

U/ind（C）={c1,c2,…，cm} （3）

则条件属性 C的信息熵 H（C）可定义为

H（C）=-
m

i=1

|c i|
|U|

log2（
|c i|
|U|
） （4）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s1

小

小

小

中

中

中

大

大

大

s2

小

中

大

小

中

大

小

中

大

正常

较大

较大

一般

较大

一般

较小

较小

较小

较小

警告

较小

较小

一般

一般

较大

较大

较大

一般

较小

异常

较小

较小

较小

较小

较小

一般

一般

较大

较大

表 1 发动机磨损状态评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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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U|为集合 U中的元素个数。
依据 Shannon熵的概念，当条件属性 C已知时，

决策属性 D的条件熵 H（D/C）可定义为

H（D/C）=
m

i=1

r

f=1

|df∩c i|
|U|

log2（
|df∩c i|

|c i|
） （5）

H（D/C）可用来表示决策属性 D对条件属性 C的
依赖度。

针对任一条件属性 at∈C，则删除属性 at可得 H
（D/C-{at}），属性 at对决策系统影响的重要度可表示为

ID（at）=H（D/C-{at}）-H（D/C） （6）

则对坌ax、ay∈C，可定义其相对重要度
Qa x a y=ID（ax）/ID（ay） （7）

（2）归一化处理

分别设 2个证据体的基本置信度向量为 me=（me

（棕1），me（棕2），me（棕3），me（H），（e=1,2），则归一化公式为

me（棕j）=
琢ege

'
（棕j）

3

j=1
ge

'
（棕j）

，（j=1，2，3） （8）

me（H）=1-琢e （9）

1.5.3 证据合成

基于 Dempster规则，对基本置信度向量 m1、m2

进行证据合成。合成后结果表示为 m=（m（棕1），m（棕2），

m（棕3），m（H）），则合成运算为

m（棕j）=m1（棕j）+m2（棕j）=
撞

A∩B=棕j

m1（A）×m2（B）
1- 撞

A∩B=准
m1（A）×m2（B）（10）

1.5.4 证据决策

根据合成结果 m，依据最大置信度的方法作出决
策。设 棕* 奂H，若有 m（棕*）=max（m（棕1），m（棕2），

m（棕3），m（H）），则 棕*即为评估的发动机磨损状态。

2 实例应用

某型发动机滑油分析数据见表 2。

依据本文所建模糊推理机，经模糊推理、Max运

算后，所得结果见表 3。从表中可知，分别由单一滑油

分析方法的检测结果得到的评估结果相互间冲突较

大，严重影响了状态评估的最终决策。为此，需按模型

进行决策层的信息融合。

为求取 2种滑油分析

方法的可靠程度，选取 15

组发动机滑油分析原始数

据[9]，分别依据单一滑油分

析数据进行模糊推理，得

到发动机的磨损状态，属

性值“1”、“2”、“3”分别表

示单一滑油分析手段评估

结果为“正常状态”、“警告状态”、“异常状态”。条件属

性 a1、a2分别表示光谱分析、自动磨粒检测的评估结

果，决策属性 d表示发动机的实际磨损状态。其评估决
策见表 4。其中 N表示具有相同属性值的对象数量。

表 4中的条件属性集 C={a1，a2}，则各等价关系在

论域 U下的等价类为
U/ind（C）={{x1,x2},{x3~x6},{x7},{x8~x15}}

U/ind（C-{a1}={{x1~x2},{x3~x15}}

U/ind（C-{a2}={{x1~x6},{x7},{x8~x15}}

依据式（4）、（5）可得

H（D/C）=0.2667

H（D/C-{a1}）=0.5368

H（D/C-{a2}）=0.634

则属性 a1对决策系统的重要度

Id（a1）=H（D/C-{a1}）-H（D/C）=0.2701

属性 a2对决策系统的重要度

Id（a2）=H（D/C-{a2}）-H（D/C）=0.3673

可得 2属性的相对重要度

Q21=Id（a2）/Id（a1）=1.36

依据专家经验，给出光谱分析的可靠程度 琢1=

0.7，则 琢2=琢1Q21=0.7×1.36=0.952。

对表 3中的推理结果依据式（8）、（9）进行归一化

处理，得各磨损状态下的基本置信度，见表 5。

基于 Dempster规则，对表 5 进行数据融合，得

m=（0.2382，0.1762，0.5563，0.0293），分析可知该发动

s1

s2

严重滑动磨粒

48
10

切削磨粒

33
10

疲劳磨粒

126
73

Cu
0.6
0

Fe
4.3
0.7

自动磨粒检测结果 光谱分析结果

表 2 某型发动机滑油检测结果

注：光谱浓度单位为 10-6，浓度增长率单位为 10-6/10h；自动磨粒

检测的磨粒数为个 /mL,磨粒增长率单位为个 /（mL·10h）。

SOA光谱分析

LNF自动磨粒检测

g'（棕1）

0.6935

0.1831

g'（棕2）

0.4037

0.1831

g'（棕3）

0.2011

0.8169

表 3 磨损状态可能性的模糊推理结果

a1

1

1

1

2

3

a2

1

3

3

3

3

d

1

2

3

3

3

N

2

2

2

1

8

表 4 某型发动机磨损状态

评估决策

96



张鹏飞等：基于滑油监控信息的发动机磨损状态融合评估第 4期

机的磨损状态应为 棕3（异常磨损状态）。对该发动机

分解发现，其主轴轴承发生严重疲劳磨损，验证了本

文方法的有效性。

3 结束语

本文提出 1种新的发动机磨损状态融合评估方

法，有效融合了光谱分析和自动磨粒检测的结果，提

高了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实例验证表明，该方法能够

准确地评估出发动机的实际磨损状态，可为相关人员

进行维修维护提供决策支持。

该方法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对各征兆信息的边界

值有较强的依赖性，需不断搜集该型发动机在不同磨

损状态下的滑油分析数据，对边界值进行更加准确的

定义，进一步提高评估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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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A

LNF

m（棕1）

0.3739

0.1473

m（棕2）

0.2177

0.1473

m（棕3）

0.1084

0.6574

m（H）

0.3

0.048

琢

0.7

0.952

表 5 各磨损状态下的基本置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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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维修决策分析

徐 健
（海军驻沈阳地区发动机专业军事代表室，沈阳 110043）

摘要：针对 RCM理论在定量决策中的不足引入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分析影响航空发动机附件功能的因素，采用层次分析法确

定了各因素的权重，再通过专家调查表确定了各因素隶属度，进行了定量计算，确定了航空发动机附件的维修方式。根据使用中对

安全性、任务性、经济性的不同要求，建立了基于可靠性的维修间隔期模型。通过收集燃油增压泵的外场故障数据并进行分布拟合，

得到故障数据服从 2参数威布尔分布；最后应用维修间隔期数学模型进行计算，确定其定时维修间隔期为 2000 h。

关键词：RCM；维修方式；模糊综合评判；维修间隔期；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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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enance Decision Analysis Based on RCM and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Aeroengine
Accessories

XU 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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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RCM theory in quantitative decision deficiencies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he factors affecting
aviation engine attachments were analyzed, the weight of each factor were determined by AHP袁and then the factors membership were
determined by expert surveys. The quantitative calculations were performed and maintenance modes of aeroengine accessories wer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requirements of safety袁 mission袁 economy袁 and reliability in operation 袁the model of the maintenance
interval were built. The fault data conform to two-parameter Weibull distribution. By collecting failure data of the fuel boost pump in field
and conducting distribution of the data袁the calculation were performed by maintenance interval mathematical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intenance and repair interval is 200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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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以可靠性为中心的维修（Reliability Centered

Maintenance，RCM）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用以确定装

备（或设备）预防性维修需求、优化维修制度的 1种系

统工程过程[1]。基于 RCM的维修决策是 1个多因素多

层次的评判问题，影响因素较多，有些可以量化有些

则不可量化，只能进行定性分析，且对各因素的评判

往往具有模糊性。专家评判模型虽然简单，但对于评

判因素较多的复杂系统，各评判因素的权重不易分

配，又不易突出主要因素的影响，缺少准确性；且评定

等级较少，拉不开档次，既费时又繁琐，一般只用于不

太复杂的系统的评判和对比[2]。层次分析法对具有定

性与定量因素的复杂系统是 1种非常有效的权重确

定方法[3]。多因素模糊综合评判是 1种解决多因素、多

层次带有模糊性评判问题的较好办法。

本文选用模糊综合评判模型进行维修决策的方

法，分析了影响航空发动机附件可靠性的原因，确定

了各因素之间的权重关系，最后明确了各因素之间的

mailto:16515229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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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度，确定了航空发动机附件的维修方式。

1 维修方式决策模型

利用 RCM理论，对维修对象按设备予以分类，根

据设备的安全性、任务性、经济性等影响因素，判断设

备应该采用何种维修方式（事后维修、定时维修和视

情维修）[4]。

由于衡量设备重要程度的指标具有模糊性，因素

是多方面且存在主次的问题，即因素之间有权重的问

题，所以采用模糊数学的方式进行设备维修方式决策

可行。

1.1 确定因素集合

维修方式决策要先确定与维修方式相关的影响

因素，即因素集合 U。本文从安全性、任务性、经济性
3个方面予以考虑，组成 1级影响因素集合。每个方

面又有若干个影响因素，组成 2级影响因素集合。从

而确定 1级影响因素集合 U={ui,i=1,2,3}，其中 2级影

响因素集合 ui={ui1,ui2,…}，（i=1,2,3）。

1.2 确定评语集合

评语集的确定可用定性评语法和定量评分法给

出，结合实例，由专家经验和推理得到。

这里评语集分为“事后维修、定时维修、视情维

修”，V= {v1,v2,v3}，v1为事后维修，v2为定时维修，v3为

视情维修。

1.3 确定各影响因素权重集

采用层次分析法，得到 1级影响因素的权重向量

A=（a1,a2,a3）和各 2 级影响因素的权重向量：安全性

A 1=（a11,a12,…），任务性 A 2=（a21,a22,…），经济性 A 3=（a31,

a32,…）。

1.4 确定模糊评判矩阵

确定 2 级影响因素集合 ui（i=1,2,3）对评语集合

V 的关系矩阵 Ri=（rij）mn，例如：决定安全性的各影响
因素可组成以下模糊评判矩阵

R1=

r11 r12 r13

r21 r22 r23

rm1 rm2 rm3

杉

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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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式中：m为影响因素的总数；rij 为 2级影响因素 ui对

评价等级 v j的隶属关系。

同理也可得到任务性和经济性项目的模糊评判

矩阵。

1.5 用 2层模糊综合评判进行维修方式决策

（1）对 2级影响因素进行评判

如前所设 2 级影响因素集 ui 和评语集合 V，Ri

是集合 ui与集合 V 之间的模糊关系，根据模糊数学
的基本原理，R i确定了 1个模糊映射，把 ui上的 1个

模糊子集 A i映射到 V 上的 1个模糊子集 Bi，A i是映

射的原像，Bi是映射的像，模糊综合评判实际上就是

已知原像 A i（权重向量）和映射 Ri（模糊评判矩阵），

去求像 Bi（综合评判结果）的问题。该问题的解决借助

于模糊变换 Bi=A i莓 Ri。由于分类时因素多，且为众多

因素总体起作用，故采用模型 M（·，茌）计算。
（2）对 1级影响因素进行评判

同上方法，利用模糊变换得到综合评判的结果 B。
此时应由 Bi构成 1级影响因素的模糊评判矩阵，即

R=

B1

B2

B3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

b11 b12 b13

b21 b22 b23

b31 b32 b33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2）

再作模糊变换：B=A 莓 R，则 B为模糊综合评判的
最后结果。

1.6 评判结果的处理

综合评判结果 B是模糊集，可以通过最大隶属
度原则对评判结果进一步处理以得出 1个直观的解

释或 1个明确的评判。

最大隶属度原则，取与评判结果的最大值max
j

b j

（j=1，2，…，n）相对应的评语集元素为最终评判结
果，即

V ={V l|V l邛max
j

b j} （3）

2 实例分析

燃油增压泵的功能是在发动机起动之前向发动

机燃油系统供油和在燃油泵入口处维持一定的燃油

压力。根据燃油增压泵的工作原理和结构得出其故障

模式及相应的原因，如图 1所示。

图 1 燃油增压泵故障模式及相关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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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增压泵的功能层次与结构层次对应如图 2

所示。

2.1 应用模糊综合评判理论确定维修方式

燃油增压泵的维修方式仍然从安全性、任务性、

经济性 3个方面考虑。首先将该问题所涉及的因素分

级，第 1级包括 3个因素，即 U={u1,u2,u3}；第 2级包括

5个因素，即 u2={u21,u22}，u3={u31,u32,u33}[5]。各级因素的

实际意义和关系如图 3所示。

（1）参照图 3确定因素集合。

把因素分为 2个层次，第 1层次：U={u1,u2,u3}；第

2层次：u1={0}；u2={u21,u22}；u3={u31,u32,u33}。

定义各层次的权重集。第 1层次：A=(a1,a2,a3)；第

2层次：A 1=（0）；A 2=（a21,a22）；A 3=（a31,a32,a33）。

（2）确定各层次权重集[6]。

a.应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判断矩阵。

第１层次判断矩阵 P、第 2层次判断矩阵 P2、

P3，见表 1。

b.求解最大特征根及其特征向量。

应用 Matlab软件对判断矩阵进行求解，求得各

层次最大特征根及特征向量如下：

第 1层次 姿max=3.100，棕=（0.906，0.414，0.094）。

第 2 层次 姿2max=2，棕2=（0.894，0.447）；姿3max=3，棕3=

（0.817，0.408，0.408）。

将特征向量归一化得：

棕軍=（0.641，0.292，0.067），

棕軍2=（0.667，0.333），

棕軍3=（0.500，0.250，0.250）。

c.一致性检验[7]。

采用公式 RC=IC/IR，IC=（姿max-n）/（n-1）进行检验。

代入 姿max=3.100，n=3，IR=0.58 得 RC=0.086<0.1；

姿2max=2，n2=2，姿2max=n2，IC=0；姿3max=3，n3=3，姿3max=n3，IC=0。

表明判断矩阵 P、P2、P3具有满意的一致性。所以

相应的各特征向量可作为权重集。

（3）确定评判矩阵。

第 2层次模糊评判矩阵见表 2。

从表中可得第 2层次的模糊评判矩阵分别为

R1=0，R2=
0.20 0.20 0.60

0.15 0.60 0.25
，

R3=

0.10 0.70 0.20

0 0.95 0.05

0 0.95 0.05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其权重集分别为

A 1=0，A 2=（0.667，0.333），

A 3=（0.500，0.250，0.250）

应用模型 M（·，茌）计算
B1=A 1莓 R1=0

B2=A 2莓 R2=（0.183，0.333，0.483）

B3=A 3莓 R3=（0.050，0.825，0.125）

第 1层次的模糊评判矩阵为

图 2 燃油增压泵功能层次与结构层次对应

图 3 各级因素结构模型

表 1 判断矩阵 P、P2、P3

u1

1

1/3

1/7

u2

3

1

1/6

u3

7

6

1

P2

u21

u22

u21

1

1/2

u22

2

1

P3

u31

u32

u33

u31

1

1/2

1/2

u32

2

1

1

u33

2

1

1

R2

R3

因素

u21

u22

u31

u32

u33

v1

0.20

0.15

0.10

0

0

v2

0.20

0.60

0.70

0.95

0.95

v3

0.60

0.25

0.20

0.05

0.05

表 2 模糊评判矩阵

P2

u

u2

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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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0 0 0

0.183 0.333 0.483

0.05 0.825 0.125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4）

其权重集为 A=（0.641，0.292，0.067）

因此 B=A 莓 R=（0.0567，0.153，0.150）

归一化得B軍=（0158，0425，0.417）

从评判结果中可见，定时维修与视情维修的隶属

度非常接近，所以燃油增压泵是定时维修与视情维修

相结合的维修方式。

2.2 基于模糊决策绝对比较法确定燃油增压泵维

修间隔期

根据 5台发动机 1983～2009年的故障信息，因

到寿更换 2件，因故障更换 16件（其中 3件因电动机

不工作更换，2件因燃油压力不稳定更换，2件因内部

泄漏燃油更换，4件因叶轮叶片磨损更换，5件因涡壳

冲蚀更换），样本数为 22，故障数为 16。故障时间统计

见表 3。

对燃油增压泵故障时

间数据分别进行最小二乘

拟合，故障时间数据的回

归直线如图 4所示。从图

中可见燃油增压泵的故障

分布较好地服从 2参数威

布尔分布[8]。

应用模糊决策绝对比较法确定出燃油增压泵合

适的维修间隔期。

（1）故障模式 1、2

故障模式 1、2的预防性维修工作类型为使用检

查。通过使用检查（只用于隐蔽功能故障）可保证产品

的可用度，避免多重故障的严重后果。对于有安全影

响和任务性影响的情况，可通过所要求产品的平均可

用度来确定其使用检查间隔期[9]。假设产品的瞬时可

用度为 A（t），检查间隔期为 T，则平均可用度

A= 1
T

T

0
A（t）dt （5）

由于在检查间隔期内不进行修理，故产品的瞬时

可用度也就是可靠度 R（t），则式（5）可变为

A= 1
T

T

0
R（t）dt （6）

因为故障数据服从 2参数威布尔分布，其可靠度

R（t）=1-F（t）=e
-( x

1715.7
)
3.3126

，经过计算得到当平均可用度

A軍=95%时，检查间隔期为 T=865 h。为与其它定检工

作相一致，取 T=800 h。

（2）故障模式 3

故障模式 3是影响任务性的故障，所以按任务可

靠度要求确定定时拆修间隔期[10]。

故障数据服从 2 参数威布尔分布，r=0，m>1，应

用公式为

R（t+驻t|t）= e
（t+驻t）m

兹m

e
tm

兹m

=e
（t+驻t）m

兹m

（7）

2参数威布尔分布参数 m=3.313，兹=1715.7，任务

时间△t=3 h，现要求在任务期间燃油增压泵的可靠

度在 99%以上 [11]，经过计算得到定时拆修的间隔期

T=2 170 h。

（3）故障模式 4、5

故障模式 4、5是影响经济性的故障，所以按最小

损失费用确定定时拆修间隔期。

故障数据服从 2 参数威布尔分布，参数 m=

3.313，兹=1715.7。定时拆修 1 次的平均费用 Cp=5 万

元，发生故障后更换 1次的平均费用 Cf=12万元。应

用公式为

T=兹 1
m-1

CP

Cf

1
m

（8）

经过计算得到定时拆修的间隔期 T=1023 h。

（4）用模糊绝对比较法确定最佳定时维修间隔期

考虑因素集 U= {u1，u2}，其中 u1为任务可靠度

99%以上，u2为维修费用最低。现在确定 U中元素的
模糊集

A軒={A軒（u1）,A軒（u2）} （9）

序号

1

2

3

4

5

6

7

8

故障时间

653

861

995

1120

1158

1248

1270

1303

序号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故障时间

1348

1473

1508

1532

1658

1762

1788

1887

表 3 燃油增压泵故障时间 h

图 4 2参数威布尔分布最小

二乘法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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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20位评议者对因素集作两两比较，u1=18，

u2=2，求出隶属度A軒（u1）=90%，A軒（u2）=90%。

可见 u1为影响定时维修间隔期的主要因素。

因此，计算最佳定时维修的间隔期为 T=2170×

90%+1023×10%=2055.3 h综合任务性、经济性 2方

面考虑，可得最佳定时维修间隔期 T=2055 h。为与其

他定检工作相一致，取 T=2000 h。

3 结论

（1）结合 RCM与模糊综合评判方法确定航空发

动机附件的维修方式是有效可行的，能够切实提高航

空发动机附件的维修水平。评判结果对于增压泵的维

修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2）提出利用 2参数威布尔分布建立设备的维修

间隔期模型，并将该模型运用于航空发动机附件，对

维修间隔期进行决策。

（3）针对航空发动机附件的维修方式，根据安全

性、任务性、经济性要求提出有寿件的维修周期决策

模型，并将该模型运用于航空发动机附件，计算出了

基于维修方式的维修间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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