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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种 N-dot 过渡态 PI 控制律的设计方法
王

曦 1，2，党

伟 1，2，李志鹏 1，4，
胡忠志 3，殷 铠 3，
张

荣3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2. 先进航空发动机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191；
3. 中国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200108；4. 中航工业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研究所，江苏无锡 214063）

摘要：转子加速度的过渡态控制律已应用于先进的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的设计中，以改善过渡态的加减速性能，其优点在于
N-dot控制计划能够保证同一型号发动机加减速性能的一致性，而不随发动机加工制造误差、材料差异及部件性能退化等因素变
化。针对双转子涡扇民用发动机，提出了 1 种 N-dot过渡态控制律的设计方法，基于差分进化算法，在发动机慢车到最大状态对应
的若干稳态工作点，设计了相应的 N-dot PI 控制律，采用增益调度计划构建了全飞行包线内的 N-dot过渡态控制律。在发动机性
能退化的情况下，对 N-dot闭环过渡态控制与油气比开环过渡态控制的加速性能进行了仿真。仿真结果表明：N-dot 闭环过渡态控
制性能优于油气比开环过渡态控制性能。
关键词：过渡态控制律；转子加速率控制；差分进化算法；增益调度；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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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sign Method of N-dot Transient State PI Control Laws
WANG Xi1袁2袁 DANG Wei1袁2袁 LI Zhi-peng1袁4袁 HU Zhong-zhi3袁 YIN Kai3袁ZHANG Rong3
渊1.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 Beihang University袁 Beijing 100191袁 China; 2.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Advanced Aero-Engine袁 Beijing 100191袁 China; 3.AVIC Commercial Aircraft Engine CO.袁LTD. Shanghai袁200108 China曰
4.AVIC Aviation Motor Control Research Institute袁Wuxi Jiangsu 214063袁 China冤
Abstract: Transient state control law based on rotor acceleration has been used in many advanced aeroengine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transient process. Under this control mode, the acceleration and deceleration performances for same type engines are
consistent, not change with manufacture, materials and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A design method of N-dot transient controller for a two-

spool civil turbofan engine was proposed. Using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lgorithm for corresponding set-points of engine from idle to maximum
rotor speed袁a set of PI controllers which constitute a control component using gain scheduling were designed. When performance of
aeroengine deteriorated the acceleration performance between N-dot control and W f /Ps3 control was simulated and compared.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N-dot control method is more suitable in transient process of aeroengine.

Key words: transient state control law; rotor acceleration control;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lgorithm; gain scheduling; aeroengine

0 引言
几十年来，工程上常采用开环油气比（W f /Ps3）的

影响飞机的性能；另外，在发动机起动过程中，油气比
加速起动控制律性能的好坏随不同的地域、气候环境

设计方法实现航空发动机慢车以上过渡态加减速控

条件变化，在平原地区可能成功率高，但在高原环境

制和起动过渡态加速控制，如 ΑЛ-31Φ 双转子加力

条件下，
起动成功率可能很低；在温和的春、秋季环境

涡扇发动机。这种控制律存在以下问题：发动机性能

条件下，起动性能可能很好，但在炎热的夏季或寒冷

会随着飞行时数的延长，或因发动机制造、加工、装配

的冬季，起动性能可能变得很差，这显然难以满足飞

等原因，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和衰减，按油气比的加

机对发动机起动性能的技术要求。

减速控制律设计的控制器会使过渡态性能降低，最终

相比油气比过渡态控制律，欧美国家普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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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ot闭环控制律 [1-3]，其最突出的优点在于能够把握

1.2

差分进化算法

发动机过渡态期间的非线性时变特性，
按能够代表发

N-dot前向回路中存在 1 个虚轴上的零点，且控

动机时变特性的转速变化率设计闭环加速控制律，实

制回路中不可避免地存在非线性特性，如执行机构的

现按发动机转子转速加速度的需求自动调节燃油流

位置饱和、速率饱和等非线性特性等，本文选择差分

量以匹配发动机涡轮和压气机在不同环境条件下所

进化优化算法进行设计。

具有的剩余功率，充分反映发动机的过渡态所要求的

差分进化算法是遗传算法的变种，其原理简单易

本质特性，
从根本上克服上述油气比开环控制律中存

实现、收敛速度快，是 1 种不需要初始信息就可以寻

在的内在缺陷，而不会因发动机制造、加工、装配的不

求全局最优解的优化方法。该算法基于种群内的个体

确定性以及元器件老化导致的性能退化和衰减影响

差异度生成临时个体，然后随机重组实现种群进化，

过渡态加减速性能。此外，
该方法还可以使发动机在

具有很好的全局收敛性和鲁棒性。差分进化算法包括

起动过渡态下具有更好的环境适应性。

初始化、变异操作、交叉操作和选择操作几部分[11]，具

本文针对 N-dot闭环控制律的设计问题进行了

体流程如图 2 所示。差分进化算法中的设置参数（如

方法性的探讨，采用 PI 控制器构建了 N-dot闭环控制

种群数量 NP、
变异算子 F、
交叉算子 CR 等）的选取对

回路，
基于差分进化算法对性能约束优化目标进行求

差分进化算法的性能有着重要影响。

解，获得了 N-dot闭环 PI 控制器参数的优化结果。在
设计过程中考虑了执行机构、传感器、滤波器的动态

鉴于差分进化算法的优化效果，对求解 N-dot闭
环 PI 控制器的参数进行探讨。

特性，
以考察与工程相一致的设计效果。最后，
与油气
比开环过渡态控制律的性能进行了仿真对比，结果显
示，
这种方法能显著地提高发动机的过渡态性能。

1 N-dot闭环 PI 控制器
1.1

N-dot闭环 PI 控制回路结构
以双转子不加力分开排气喷口不可调涡扇发动机

为研究对象，构建 N-dot闭环 PI 控制回路（考虑到 PI
控制的结构简单，本文未采用相对结构较为复杂的
PID 控制方案），
如图 1 所示。考虑到发动机过渡态的
非线性时变特性，为使其具备更好的加减速环境适应
性，将 N-dot加减速控制计划设计为发动机进口温度
和高压转子转速的函数[2]。

图 2 差分进化算法流程
图 1 N-dot 闭环 PI 控制回路结构

过渡态控制有多种控制器设计方案可供选择，如

2 PI 控制器的差分进化优化

滑模控制[6]、模糊控制[7]等，为使过渡态控制与稳态控

发动机动态特性主要由机械转子动力学的惯性

制易于切换，并考虑到切换前后不同的抗积分保护效

效应和温度动力学的能量储存效应决定[4]。温度动力

果，采用 PI 结构能够在切换过程中通过积分冻结处

学的能量存储效应由容腔内燃气热力学状态改变引

理达到这一设计目标。

起的快速温度变化和发动机热端金属部件与燃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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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热传导引起的慢速温度变化构成，其动态响应时

速控制器以发动机转子转速对其进行增益调度，即按

间相差 1 个数量级以上。考虑到本文研究的涡扇发动

插值或区域切换的方法可获得适用于整个过渡态工

机在动态变化过程中，
其动态特性主要受到高低压转

作范围的 N-dot加速控制器。

子转速的惯性、温度变化范围大的高压涡轮机匣温度

在过渡态下 N-dot控制以发动机转子转速的变

以及高压涡轮叶片温度的热惯性影响，同时考虑到燃

化率为设计目标，未考虑

油执行机构动态特性是时间常数为 0.05 s 的惯性环

加减速过渡态下发动机可

节，
与其串联后增广为具有 5 阶动态的被控对象传递

能出现的压气机喘振、高

函数，在飞行高度为 0、飞行马赫数为 0，且发动机工

压涡轮进口超温的问题，

作在慢车状态的情况下，从控制器输出的燃油流量指

N-dot 控制自身不具备防

令到发动机高压转子转速的传递函数为

止发动机进入喘振、超温、

N（s）
3346s3+104300s2+909000s+2.45e006
2
=
（1）
W f,cmd（s） 0.05s5+2.698s4+50.42s3+381.1s2+1054s+311.4
N2 为发动机高压转子转速，r/min；W f,cmd 为燃油流
式中：
量指令，kg/h。

熄火的能力，发动机过渡
态下转子转速加速率的限 图 3 发动机过渡态转速加速
率限制边界条件
制边界条件如图 3 所示[4]。
考虑如图 3 所示的加减速过程中喘振、超温、熄

伺服跟踪的物理意义是要求发动机转速响应相
对于目标指令转速的上下偏差分布，
为了在优化过程

火边界条件的的安全裕度限制，可得 N-dot控制计
划，
如图 4 所示。

中保证伺服跟踪性能和控制能量不出现非线性饱和
限制问题，
在优化目标中可采用对偏差取绝对值的加
权，对控制输出取绝对值的加权反映对控制能量的限
制，能有效防止控制输出的非线性饱和，反馈设计优
化目标为
J=

end

（姿 e（t） +（1-姿） e（t））dt

begin

（2）

考虑到上述被控对象传递函数中零点、极点的分

图 4 N-dot 控制计划

布，
选择差分算法 PI 参数的搜索范围为
K i/K p∈[0,200]，
K p∈[1e-5，
0.01]

3 仿真分析

设种群数量为 NP = 100，变异算子 F=1.2、交叉算
子 CR=0.9，最大迭代次数 G=50，加权因子 姿=0.99。
PI 控制器采用上述差分进化算法所求优化参数
结果为 K p=0.00105734

K i=79.545。

按照上述差分进化算法求解的 PI 控制器仅适用
于某一稳态工作点，而加速过渡态的范围起于慢车状
态止于最大状态，对于这种参数变化较大的过渡态特
性，
用 1 个控制器很难满足其要求。因此，采用分段设
计再增益调度的方法，
从慢车状态到最大状态选择了

为了验证 N-dot控制器的过渡态加速性能，构建
如图 5 所示的包含稳态控制和过渡态控制的仿真结
构，并加入 W f /Ps3 油气比加速规律，用来比较各自的
加速控制性能。稳态与过渡态的状态切换采用低选逻
辑设计，
同时针对不同状态控制器工作时出现的积分
饱和问题，采用积分冻结的抗积分保护策略，即在稳
态控制器工作时，冻结 N-dot加速控制器；而当 N-dot
加速控制器工作时，冻结稳态控制器。

4 个稳态工作点进行设计，设计结果见表 1。N-dot加
表 1 4 个工作点对应的控制器参数
（N2/N2max/%

55.8479

83.2033

91.9119

99.9736

Kp

0.00106

0.00132

0.00164

0.00169

K i /K p

79.545

54.778

53.966

79.755

PM （
/ 毅）

63.004

70.657

74.109

65.079

14.5332

11.8658

14.01

15.0742

W c /Hz

图 5 N-dot 控制仿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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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高压压气机和高压涡轮的效率均损失 5%，按

所示。因此在采用 N-dot闭环控制器的加速控制方案

图 5 的切换方式，置 W f /Ps3 油气比加速控制为关闭状

时必须做好对各种参数（如转速、
排气温度及喘振裕度

态，接通 N-dot控制器，作为 W f /Ps3 油气比加速验证

等）的限制，
即顶层管理，
或称为限制保护控制。

方案 1；置 N-dot控制器为关闭状态，接通 W f /Ps3 油气
比加速控制，作为 N-dot控制器验证方案 2；在地面状
态下，
从慢车状态的第 5 s 开始快推油门杆，在 1 s 内
将油门杆推到最大状态的位置，
分别按方案 1 和方案
2 在压气机和涡轮的效率均处于未衰减状态的情况
下，按 W f /Ps3 油气比加速供油规律加速与按 N-dot闭

（a） N-dot 控制的情况

（b）W f /Ps3 控制的情况

图 8 2 种方式工作情况下高压转子转速响应对比

环控制规律加速获得的加速过程燃油流量动态响应
曲线如图 6 所示。2 种工作方式下的燃油加速供油曲
线比较接近，在第 8 s 时完成从加速过程到稳态过程
的切换，随后进入最大状态的稳态控制。在压气机和
涡轮的效率均衰减 5%的情况下，按方案 1 油气比加
速供油规律工作所得的燃油流量仿真曲线与按方案

（a） N-dot 控制的情况

（b）W f /Ps3 控制的情况

图 9 2 种方式下排气温度响应对比

2 的 N-dot闭环控制器工作所得的燃油流量仿真曲线
的对比如图 7 所示。通过对比 2 种不同的加速控制
方案下供油量的变化（图 6 和图 7）中看出，发动机
效率降低时，采用油气比加速供油规律的供油明显不
足，
不能充分发挥发动机的潜能。

（a） N-dot 控制的情况

（b）W f /Ps3 控制的情况

图 10 2 种方式下压气机喘振裕度响应对比

在加速过程中 N-dot在发动机效率正常及衰减 2
种工作方式下的响应对比情况如图 11 所示。图中实
线为 N-dot控制指令曲线，
图 6 2 种工作情况下的
燃油加速供油曲线

图 7 在压气机、涡轮效率衰

虚线为压气机和涡轮的效

减 5%的情况下，2 种方式下

率在正常情况下和有衰减

燃油加速供油曲线

情况下的 N-dot响应曲线。

在 2 种不同的加速方案下高压转子转速 N2、排

N-dot 控 制 采 用 了 闭 环 策

气温度 EGT(exhaust gas temperature)以及压气机喘振

略，在加速过程中，控制策

图 11 在加速过程中

裕度响应曲线分别如图 8~10 所示。其中图 （a）为

略不受发动机性能退化的

N-dot 在 2 种工作方式下

N-dot控制律的工作情况，图（b）为油气比开环供油规

影响，通过 N-dot控制可以

律的工作情况，图（a）、
（b）都加入了与发动机正常工

自发调节燃油流量保证 N-dot信号的伺服跟踪，进而

作效率情况下的对比以验证控制策略的好坏。对比图

保证了发动机的加速性能不变。

的响应对比

8（a）、
（b）可知，采用 N-dot闭环控制器的加速控制方

在压气机特性线上，绘制出采用 N-dot闭环和油

案时，无论气机和涡轮的效率是否有衰减，加速效果

气比开环 2 种工作方式下的加速工作线，如图 12 所

基本一致；而采用油气比加速供油规律时，在压气机

示。从图 12（a）中可见，在 N-dot控制律的加速情况

机和涡轮的效率出现衰减的情况下，加速性能明显变

下，当压气机和涡轮的效率衰减后，加速线更靠近喘

差。但是，
采用 N-dot闭环控制器的加速控制方案会带

振线和排气温度限制线，而采用 W f /Ps3 油气比供油规

来排气温度的升高，
压气机喘振裕度的减小，
且变化程

律的加速线基本与压气机和涡轮的效率未衰减情况

度大于采用油气比加速控制方案时的情况，
如图 9、
10

下的加速线一致，这进一步论证了以上分析的正确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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曦等：1 种 N-dot 过渡态 PI 控制律的设计方法

erator to schedule to output desired acceleration as function of generator speed ：US, 5029441[P].1991-7-9.
[2] Merrill W，Lehtinen B，Zeller J. The role of modern control theory in
the design of controls for aircraft turbine engines [J]. Journal of Guidance，Control and Dynamics，1984，7（6）：
652-661.
[3] Spang HA，Brown H. Control of jet engines [J]. Control Engineering

（a） N-dot 控制的情况

（b）W f /Ps3 控制的情况

图 12 在压气机特性线上反映的 2 种工作方式下的
加速工作线

性。

Practice，
1999，7（9）：
1043-1059.
[4] Link C J，Jack D M. Aircraft engine controls：design，system analysis，and health monitoring[M]. Alexander：American Institute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2009：
118-124.
[5] Deore P J，Patre B M. Design of robust compensator for jet engine：an

上述仿真对比分析表明：
不论发动机性能是否退
化，采用 N-dot闭环加速控制的策略，都能保证加速
性能为最优，但是喘振裕度和排气温度裕度均有减
小；与此相反，采用 W f /Ps3 油气比开环供油规律的加

interval analysis approach [C]// Control Applications, Proceeding of
2005 IEEE Conference，
Toronto，2005：
376-381.
[6] Hanz R A. Multi-regulator sliding mode control strategy for output-constrained systems[J]. Automatica，
2011，47（10）：2251-2259.
[7] 董劲，黄金泉.航空发动机多变量模糊 PID 控制[J] .航空动力学报,

速控制策略，虽然喘振裕度和排气温度裕度减小不

2003,18（4）:538-541

大，
但不能保证加速快速性能。

DONG Jin, HUANG Jinquan. Multivariable fuzzy-PID control for aero-

发动机控制包括稳定控制、
过渡态控制和限制保

engine[J].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 2003,18（4）:538-541.（in Chinese）

护控制（顶层管理）3 部分。在工程实际中，限制保护

[8] Rainer Storn，
Kenneth Price. Differential evolution-a simple and effi-

控制逻辑保证了关键的气动热力参数不超出一定工

cient adaptive scheme for global optimization over continuous spaces[J].

作范围，与 N-dot加速控制策略配合，共同完成期望

Journal of Global Optimization，
1997，22（11）：
341-359.

加速过渡态控制，使得这些关键参数在加速过程中能
够保证各自的安全裕度，同时获得不随发动机性能退

[9] 吴亮红，王耀南，袁小芳，等. 自适应二次变异差分进化算法[J] .控
制与决策，
2006 ，21（8）：
898 -903.
WU Lianghong，
WANG Yaonan，
YUAN Xiaofang，et al. Differential

化而变化的加速性能。为了反映 N-dot加速控制的真

evolution algorithm with adaptive second mutation [J]. Control and De-

实效果，在上述仿真中未加入压气机喘振裕度限制和

cision，2006，
21（8）：
898-903.（in Chinese）

排气温度限制的保护控制逻辑。

4 结论

[10] WU Lianghong，
WANG Yaonan，
ZHOU Shaowu，
et al. Design of PID
controller with incomplete derivation based on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lgorithm[J]. Journal of Systems Engineering and Electronics，2008，
19
（3）：
578-583.

提出了 1 种基于差分进化算法设计 N-dot加速

[11] Montazeri-Gh M，Jafari S. Evolutionary optimization for gain tuning

控制律的方法，并采用增益调度的策略对双转子不加

of jet engine min-max fuel controller [J]. Journal of Propulsion and

力分开排气喷口不可调涡扇发动机设计了 N-dot闭

Power，2011，27（5）：
1015-1023.

环加速控制器。在发动机性能退化的情况下与以 W f
/Ps3 油气比开环供油规律的加速性能进行了仿真对
比，结果表明 N-dot加速控制律不会因发动机性能的
退化程度而降低加速性能。
在后续研究中，将考虑发动机气动热力参数的
限制保护逻辑设计问题，以构建完整的 N-dot加速
控制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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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失谐叶盘振动特性及鲁棒性研究
段勇亮 1，臧朝平 1，Petrov E.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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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随机失谐的存在，实际叶盘通常一定程度地偏离设计值，其动力学特性通常因此而发生较大改变。以某型航空压气
机高保真叶盘模型为例，采用失谐叶盘减缩建模方法，对不同阶次激励下的随机失谐叶盘响应特性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表明：叶
盘最大响应随着随机失谐值的增大呈先急剧上升后下降并趋于稳定趋势，表现“阀值”效应。此外，将失谐作为设计参数，着重研究
了常见的主动失谐叶盘的响应特性，可见主动失谐叶盘相较于同等失谐程度的随机失谐叶盘具有更小的响应幅值。最后，
分析了主
动失谐叶盘对随机失谐的鲁棒性。
关键词：主动失谐；叶盘；最大响应；统计分析；鲁棒性；压气机；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9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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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Vibration Performance and Robustness of Bladed Disks with Intentional Mistuning
DUAN Yong-liang1袁 ZANG Chao-ping1袁 Petrov E.P.2
渊1. Jiang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erospace Power Systems袁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Nanjing 210016袁
China曰 2.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cs袁University of Sussex袁Brighton UK, BN1 9QT冤
Abstract: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mistuning, the actual bladed disks usually slightly deviate from the designing袁which often brings

about huge variation of dynamic performance. Take a high fidelity aeroengine compressor bladed disk as an example, the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random mistuned bladed disks under different order incentive were analyzed by the reduced-order modeling approach of
mistuned bladed disks. Results show that the normalized forced response rapidly increases with increasing mistuning up to a certain value,

but the response decreases with a further increase in mistuning and tends to stabilize, which called "threshold effects". Considering
mistuning as design parameters, the response performance of bladed disks with common intentional mistuning patterns were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ed the forced response of intentional mistuning design bladed disks have lower levels than random mistuning bladed disks with
the same mistuning range. At last, the robustness of intentional mistuning patterns in randomly mistuned bladed disks was analyzed.
Key words: intentional mistuning; bladed disks; maximum response; statistical analysis; robustness; compressor; aeroengine

0 引言
受加工误差、运行磨损、材料性质等因素影响，实
际工业叶盘中各叶片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偏差，通
常称为“失谐”[1-2]，导致叶盘出现振动局部化，使得少
数叶片的振动幅值过大而产生过早的高周疲劳。考虑
失谐的影响，并合理地利用失谐已成为当下研究的热
点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提出了各种人为失谐类型，
应用较广泛的包括交替失谐[3]、谐波、伪谐波失谐[4]和
线性失谐[5]。于长波等[6-8]系统研究了人为失谐对叶盘

结构固有特性和响应特性的影响；
Lim[9]等利用振动能
量传播思想，
从理论上验证了利用失谐设计减振的可
[10-11]
能性；
姚建尧
等通过构建“节径谱”的概念，从振型
节径的角度解释了人为失谐的减振的作用机理。由于
在运行过程中，磨损会使叶片出现进一步的随机失
谐，
可能使良好失谐设计的叶盘丧失减振效果。为探
究此类问题，Castanier [12]等探究了随机失谐对谐波失
谐设计叶盘最大响应的影响，
得出存在极小的随机失
谐时，谐波失谐叶盘最大响应存在 1 个峰值，然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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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情况下，谐波失谐设计较调谐设计具有较好的鲁
棒性；姚建尧 [13]等以集中参数模型为研究对象，分析
了系统中引入适当形式的人为失谐，
可以有效地提高
[14]
叶盘结构的鲁棒性能；赵志彬 等以直板叶盘为例，
通过试验验证了叶片主动失谐技术对随机失谐的抑
制能力。此外，基于随机失谐导致局部化出现阀值的
现象，
Nikolic 等[15]又提出了大失谐设计理念。
本文以某型压气机叶盘的高保真有限元模型为
例，基于选择自由度的传递函数减缩算法 [16]，采用
Monte-Carlo 统计分析方法，分别分析了不同失谐程
度的随机失谐叶盘响应特性。此外，以常见的交替失
谐、线性失谐、
谐波和伪谐波失谐为例，研究了不同失
谐及类型的人为失谐对响应的影响，
探究其减振效果。
最后，
以 5%的主动失谐叶盘为例，
采用统计分析方法，
探究主动失谐叶盘最大响应对随机失谐的鲁棒性。

1 随机失谐叶盘的振动特性分析
以某型航空发动机压
气机叶盘结构为研究对
象，如图 1 所示。从图中可
见，结构中共有 48 个叶
片，采用 20 节点六面体进
行 网 格 划 分 ， 共 计
523，056 个 节 点，107，
088
个单元，约 157 万自由度。
设定叶盘材料弹性模量为
210 GPa， 密 度 为 7900 图 1 叶盘结构有限元模型
kg/m3，泊松比为 0.24。
将轮盘中心孔全约
束，对谐调叶盘进行模态
分析，所得叶盘固有频率
随振型节径的变化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3 条完
整的频率线均可分为弯曲
倾斜和水平部分。前者对 图 2 谐调叶盘固有频率
随节径变化
应的模态为叶盘耦合振动
模态，此时叶片和轮盘均参与了振动；后者为叶片主
导模态，即“密集频率段”，此时只有叶片参与振动。其
中，每条频率线均对应叶片的不同振型，例如在 747
Hz 附近时，
模态族对应的是叶片的 1 阶弯曲振动。在
理想流场中叶盘受的激励力主要由上游静子叶片数
确定。但在实际航空发动机流场中，
进气口非完全圆
周对称，以及流道中存在一些诸如轴承支撑等部件，
导致气流不可能完全沿轴线圆周对称，导致实际叶盘
所受的气流激励力可以分解表示成不同阶次激励力
的线性叠加形式[18]。本文分别选取 3EO、15EO 阶次激

励（Engine Order）进行分析（图 2 中的 2 条竖线）。
叶片的失谐一般是由制造误差、磨损及安装等引
起的，
具有必然性和随机不确定性。为了准确地分析
随机失谐叶盘的振动特性，通常采用 Monte Carlo 模
拟进行分析。由于高保真叶盘模型规模巨大，给统计
分析带来了巨大的不便与挑战。为提高运算效率，采
用基于选择自由度的传递函数减缩算法，统计分析高
保真叶盘模型。该方法对叶盘单扇区有限元模型进行
圆周对称分析，获取谐调叶盘在局部坐标系下的基本
模态特性；
同时，
运用“主节点”的概念，仅对少量节点
进行模态分析，在大大降低矩阵维度的同时获取准确
的失谐模态特性。在动力响应预测分析时，利用失谐
固有频率点处响应的基本特性，仅选取危险频段内、
叶片上的危险节点进行响应分析计算，极大地提高了
运算效率，准确地获取叶
盘最大受迫响应幅值。在
15 EO 阶次激励下，
由减缩
模型和高保真模型计算所
得的随机失谐叶盘最大受
迫响应对比如图 3 所示。从
图中可见，
该减缩方法具有 图 3 减缩模型与高保真模型
足够的精度，
可以用来进行
最大受迫响应对比
后续的失谐响应研究。
为研究叶盘的最大响应与随机失谐大小的关系，
分别使得各叶片第 1 阶固有频率在 0.5%、
1%、
3%、
5%、
[15]
每
10%，
15%范围内随机失谐。根据 Nickic 研究经验，
个失谐范围都在均匀分布下进行 1000 次的随机抽样，
再进行响应分析。为准确地表征失谐所引起的叶盘最
大响应的放大情况，
通常用幅值放大因子加以描述，
其
为失谐与谐调状态的最大稳态响应的比值。以 0.5%随
机失谐为例，
1000 组叶盘的幅值放大因子统计分布直
方图如图 4 所示。最大响应的统计特征见表 1。其中，
偏度和峰度分别用来表征数据分布形状的偏斜对称的
程度和概率密度分布曲线在平均值处峰值高低。

（a）3 EO 激励
（b）15 EO 激励
图 4 幅值放大因子在 0.5%随机失谐下的分布
表 1 幅值放大因子在 0.5%随机失谐下的统计特性
激励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方差

偏度

峰度

3EO

1.22

1.61

1.38

0.0037

0.34

3.06

15EO

1.22

1.55

1.37

0.0032

0.15

2.89

根据叶盘最大响应的分布特性，分别采用广义极
值分布和 Gamma 分布进行拟合。在 0.05 的显著性水
平上，运用 Kolmogorov-Smirnov 方法对各分布进行检
验。一般根据检验的 P 值[19]，判断所选取的分布是否
接受。当 P 值大于显著性水平时，说明检测结果更加
倾向于接受假定的参数取值；反之，若 P 值小于显著
性水平，则拒绝接受原假设。随机失谐叶盘最大响应
的最优分布见表 2。从表中可见，各种情况均同时满
足广义极值分布和 Gamma 分布。
表 2 随机失谐叶盘最大响应的最优分布
失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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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

分布

3

广义极值、Gamma

15

广义极值、Gamma

3

广义极值、Gamma

±0.5%

±1%
15

广义极值、Gamma

3

广义极值、Gamma

±3%
15

广义极值、Gamma

3

广义极值、Gamma

15

广义极值、Gamma

±5%

3

广义极值、Gamma

±10%
15

广义极值、Gamma

3

广义极值、Gamma

±15%
15

广义极值、Gamma

P值

结论

0.87

接受

0.22

接受

0.96

接受

0.96

接受

0.94

接受

0.12

接受

0.96

接受

0.87

接受

0.91

接受

0.84

接受

0.94

接受

0.34

接受

0.88

接受

0.29

接受

0.93

接受

0.24

接受

0.35

接受

0.05

接受

0.88

接受

0.21

接受

0.97

接受

0.15

接受

0.76

接受

0.18

接受

为直观地展示上述 2
种分 布 与 原 有 统 计 数 据
之间的拟合程度，以 3EO
激励下，存在 0.5%的随机
失谐叶盘为例，比较拟合
广义极值分布、
Gamma 分
布和 原 有 的 统 计 数 据 的 图 5 3EO 激励下 0.5%随机失
分布函数，如图 5 所示。 谐叶盘最大响应统计分布拟合
从图中可见，检验通过的
Gamma 分布、广义极值分布和原始数据的分布函数
几乎完全重合，2 种分布均能较好地反映原有最大响
应数据的统计特性。
根据上述分布的拟合结果，随着失谐值的增加，

比较幅值放大因子 99 百分位值（99th Percen-tile）的变
化情况，
见表 3。从表中可见，
叶盘幅值放大因子对随
机失谐非常敏感，极小的失谐能引起幅值较大增加，
但随着失谐值的进一步增大，
放大因子反而减小并趋
于稳定。此外，响应幅值放大因子受激励阶次影响较
大，
差异可达 56%。
表 3 不同随机失谐范围内叶盘幅值放大因子 99 百分位值
EO

0.5%

1%

3%

5%

10%

15%

3

1.540

1.858

2.551

2.225

1.726

1.625

15

1.507

1.551

1.626

1.630

1.618

1.604

2 主动失谐叶盘响应振动分析
根据上述随机失谐的分析可知，谐调设计的叶盘
虽然具有较低的响应幅值，但是叶盘对失谐具有极高
的灵敏度，
加之失谐又是必然存在的。导致谐调设计
的叶盘在运行时往往产生较设计大得多的振动，存在
诸多安全隐患。为此，
将失谐作为 1 种设计参数，合理
地利用失谐设计叶盘，达到减振的目的。
2.1 主动失谐叶盘响应特性
主动失谐形式包括交替、
线性、谐波和伪谐波，如
图 6 所示。其中交替失谐为最简单的 1 种主动失谐形
式，
不同失谐值的 2 种叶片沿周向交替排布在轮盘周
围；
线性失谐为叶片失谐值在轮盘周向方向上呈线性
分布的 1 种排布形式；谐波失谐为叶片失谐值在轮
盘周向方向上呈正弦分布的 1 种排布形式。根据谐
波周期的个数，细分为不同阶次的谐波。伪谐波失
谐是在谐波失谐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将 2 组不同
失谐值的叶片成组周期地排布在轮盘周围。各类失
谐形式表示为[19]

（a）交替失谐

（b）线性失谐

（c）谐波失谐

（d）伪谐波失谐

图 6 主动失谐形式

A ，n=1,3,5…
（1）
-A ，
n=2,4,6…
2n -1
（2）
驻linear=A
N
2仔hn
（3）
驻harmonic=A sin
N
A ， N（k-1）<n≤ N（2k-1）
h
2h
驻 伪谐 =
（4）
-A ， N（2k-1）<n≤ Nk
2h
h
式中：
A 为最大失谐值；n 为当前叶片编号；N 为轮盘
上叶片总数；h 为谐波数；k∈[1,h]内的整数。
在不同失谐范围内，
各种主动失谐下叶盘幅值放
大因子见表 4。表中谐波、伪谐后面的标注数字代表
对应的谐波阶次。不同失谐形式的叶盘幅值放大因子
对比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
相比于同等程度的随
机失谐，主动失谐设计叶盘具有较小的幅值，有一定
的减振效果；各主动失谐形式的叶盘幅值放大因子随
着失谐的增加变化不稳定，
并不表现随机失谐具有的
“阀值”效应。因此，在进行主动失谐设计时，必须根据
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失谐形式和范围。
驻alternative=

扇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墒设

值。然而，
在加工制造、
安装、运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
地引入一些随机误差，导致实际叶盘一定程度偏离设
计。因此，
必须研究各主动失谐叶盘对随机失谐的鲁
棒性。以频率 5%失谐的主动失谐叶盘为例，分别增
加 0.5%，1%，3%，
5%，10%的随机失谐，并进行 1000
次的 Monte-Carlo 抽样计算，
结果见表 5。各主动失谐
叶盘幅值放大因子 99 百分位值（99th percentile）随着
随机失谐的变化情况如图 8 所示。从图、
表中可见，
在
3EO 激励下，主动失谐叶盘在较小的随机失谐时，会
出现峰值，
并且略高于调谐设计叶盘的。随着随机失
谐的进一步增加，主动失谐叶盘均具有更低的振动响
应。而在 15EO 激励下，
主动失谐设计具有较谐调设计
非常明显的优势，
尤其是 1 次谐波和线性失谐。
表 5 各种主动失谐下叶盘幅值放大因子值
EO 失谐 /%

3

表 4 各种主动失谐下叶盘幅值放大因子值
EO 失谐 /%

3

1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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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1.0

3.0

5.0

10

15

交替

1.25

1.28

1.28

1.20

1.28

1.22

线性

1.32

1.54

1.48

1.14

1.20

1.18

谐波 1

1.27

1.42

1.50

1.71

1.55

1.36

谐波 2

1.24

1.41

1.48

1.56

1.35

1.24

伪谐 1

1.33

1.40

1.52

1.22

1.36

1.75

伪谐 2

1.38

1.44

1.26

1.26

1.47

1.63

交替

1.21

1.12

1.30

1.20

1.15

1.11

线性

1.24

1.26

1.20

1.07

1.10

1.02

谐波 1

1.03

1.06

1.17

1.23

1.28

1.26

谐波 2

1.10

1.17

1.24

1.31

1.34

1.30

伪谐 1

1.41

1.37

1.31

1.26

1.33

1.27

伪谐 2

1.40

1.36

1.34

1.41

1.41

1.41

15

0

0.5

1.0

3.0

5.0

10

交替

1.20

2.057

2.404

2.101

1.898

1.809

线性

1.14

1.949

2.233

2.227

2.139

1.885

谐波 1

1.71

1.940

2.112

2.190

2.150

1.926

谐波 2

1.56

1.832

2.002

2.104

2.053

1.884

伪谐 1

1.22

1.800

2.083

2.272

2.303

1.919

伪谐 2

1.26

2.051

2.347

2.041

1.983

1.894

交替

1.20

1.530

1.620

1.623

1.587

1.603

线性

1.07

1.393

1.484

1.572

1.579

1.593

谐波 1

1.23

1.418

1.483

1.590

1.587

1.602

谐波 2

1.31

1.406

1.468

1.561

1.606

1.619

伪谐 1

1.26

1.525

1.575

1.624

1.599

1.602

伪谐 2

1.41

1.592

1.589

1.643

1.589

1.631

（a）3EO

（b）15EO

图 8 主动失谐叶盘幅值放大因子（99th percentile）
随机失谐的变化

3 结论

（a）3EO

（b）15EO

图 7 不同失谐形式的叶盘幅值放大因子对比

2.2

主动失谐叶盘鲁棒性分析
在设计状态，主动设计叶盘具有较小的响应幅

本文以某型压气机叶盘模型为例，运用基于选择
自由度的减速建模方法，对谐调和常见的主动失谐设
计叶盘的振动特性进行了详细地分析。采用
Monte-Carlo 统计方法，分析了各种设计叶盘对随机
失谐的鲁棒性，
得到如下结论。
（1）谐调设计叶盘的响应幅值放大因子随着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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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谐值的增大先增大后减小，
表现出“阀值”效应。并
且，
其幅值放大因子受激励力阶次的影响较大。
（2）主动失谐叶盘响应幅值随着失谐值的增大并
不表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现象，其不具有明显的规
律。相较于同等程度的随机失谐叶盘，主动失谐设计
叶盘具有更小的响应幅值。
（3）在 3EO 激励下，主动失谐叶盘较小的随机失
谐时，
会出现 1 个峰值，随着随机失谐的进一步增加，
主动失谐叶盘较谐调设计叶盘均具有更低的振动响
应。而在 15EO 激励下，主动失谐设计具有较谐调设
计非常明显的优势，尤其是 1 次谐波和线性失谐。
（4）主动失谐设计有时具有较为明显的减振效果
和较好的鲁棒性，
但其受激励形式的影响较大，
目前还
没找到 1 种可以在所有激励下都能够起到良好减振效
果的方案，
具有非常广阔的研究空间和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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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O 循环中 RQL-TVC 排放性能数值模拟
蔡中长，何小民，蒋

波，葛佳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 210016）

摘要：为了掌握采用富油 - 淬熄 - 贫油低排放燃烧技术的驻涡燃烧室（RQL-TVC）在起飞 - 着陆（LTO）循环各状态中的排放特性，
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开展了研究。数值模拟结果表明：
在 LTO 循环中，
RQL 驻涡燃烧室的氮氧化物（NOx）与未燃碳氢化合物（UHC）的排放
指数 EI 均低于传统燃烧室的；
但一氧化碳（CO）的 EI 偏大。RQL-TVC 的 NOx 的 LTO 排放数少，
是国际民航组织颁布的航空发动机排放
标准 CAEP6 的 29.1%；
UHC 的 LTO 排放数接近于 0；
CO 的 LTO 排放数在慢车状态下的数值明显高于其它状态下的。RQL-TVC 具有良好的
低排放潜力。
关键词：驻涡燃烧室；富油 - 淬熄 - 贫油；排放指数；起飞-着陆循环；排放数；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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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n Emission Performance of RQL-TVC in LTO Cycle
CAI Zhong-chang袁 HE Xiao-min袁 JIANG Bo袁 GE Jia-wei
渊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 Nanjing 210016袁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emission performance of Trapped Vortex Combustor using Rich-burn Quick-quench Lean- burn

low emission combustion technology RQL-TVC in the LTO cycle (LTO)袁 a numerical method was carried out. The numerical results show

that Emission Index 渊EI冤 of NOX and UHC in RQL-TVC are both lower than that in the traditional combustor in the cycle袁 but EI of CO is

higher. EI of NOX in RQL-TVC at LTO is 29.1% of CAEP6. EI of UHC at LTO closes to 0; EI of CO is the highest in the idle condition at

LTO. RQL-TVC at LTO has the potential in low emission performance.
Key words: TVC; RQL; EI; LTO; emission number; aeroengine

0 引言
民用航空已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能源消耗者和

声速飞行的涡轮喷气和涡扇发动机 2 类，标准主要考
虑发动机起飞、爬升、下降、进近以及慢车滑行等阶

燃烧污染排放者，为了控制民用航空发动机排放对环

段 [1-2]。国内外分别针对 RQL 燃烧室和 TVC 开展了大

境造成的影 响 ， 国 际 民 航 组 织 （International Civil

量系统的研究工作，但是针对 TVC 结合 RQL 燃烧技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在 1981 年颁布了〈航空

术而开展的研究工作较少。在第 3 代 TVC 的基础上，

发动机的排放标准，环境保护方面的活动都由航空环

美国能源部 （DOE） 主导开发了 采用 气 流 分 配 盘

境保护委员会（Committee on Aviation Environ-mental

（Distributor Plate） 实 现 主 流 快 速 掺 混 淬 熄 作 用 的

Protection，
CAEP） 来组织，此后陆续制定了 CAEP1

TVC，在轴对称罐式燃烧室（Can Combustor）的 TVC

（1986 年）、CAEP2 （1996 年）、
CAEP4 （2004 年）、

平台上开发了 RQL 低排放燃烧技术。数值模拟研究和

CAEP6（2008 年）和 CAEP8（2010 年）等多个排放标

试验结果表明，
RQL-TVC 能够有效地降低 NOx 的排放

准条例，ICAO CAEP 规定 NOX （主要是 NO 和 NO2）、

量[3-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樊未军等借鉴美国的气流分

CO、未燃碳氢化合物（UHC）和冒烟（Smoke）为航空发

配盘及轴对称罐式 TVC 概念，通过试验方法研究了

动机排放的主要污染物，发动机分为亚声速飞行和超

但是罐装RQL-TVC 的
RQL-TVC 的低 NOx 排放特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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淬熄装置气流分配盘不适用于矩形燃烧室或环形燃

1.2

烧室，
因此需要进一步开展相应的研究。南京航空航

研究方法
运 用 计 算 流 体 力 学 (CFD) 软 件 FLUENT 对

天大学的金义、何小民等在 TVC 中未采用掺混装置，

RQL-TVC 在 LTO 循环中起飞、爬升、进近、慢车 4 个

而采用 TVC 的主流作用来实现淬熄作用，并通过改

状态下进行数值模拟。从质量守恒、
动量守恒和能量

进油气组织方式来实现 RQL 分级燃烧，对其排放性

守恒 ３ 大定律出发，根据有限体积法求解 N-S 方

能开展了研究

，因此有待进一步改进。王丹丹、周

程，
建立起湍流 2 相多组分化学反应流动的控制方程

君辉等对传统 RQL 的燃烧性能和排放性能进行了

组（包含气相控制方程组和液相控制方程组），2 相之

数值模拟，但未对 LTO 循环状态下的排放性能开展

间的耦合则由气 / 液相互作用的源项来描述。采用欧

研究[8-9]。

拉坐标系描述气相方程；采用拉格朗日坐标系下的粒

[6-7]

本文基于矩形的驻涡燃烧室平台，采用 RQL 低

子轨道方法来模拟跟踪液滴的运动。选取 SIMPLE 计

排放燃烧技术，实现富油 - 淬熄 - 贫油分级燃烧，达

算方法，
采用 Realizable k-着 湍流模型，辐射模型采用

到低排放的目的，并对 RQL-TVC 在 LTO 循环状态下

P1 模型；燃烧过程采用概率密度函数法（PDF），近壁

的排放性能进行数值模拟。研究结果对 RQL-TVC 的

面处采用标准壁面函数。

优化设计及试验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求解，即 NOX 的预测是燃烧模拟的后处理过程，因此

1 研究模型、
方法和内容
1.1

NOX 的输运方程通过给定的流场和燃烧结果来
准确的燃烧模拟结果是 NOX 预测的前提。为了预测

模型的建立和网格的划分
研究对象 RQL-TVC的几何 3 维模型如图 1 所示，

该燃烧室工作分区如图 2 所示。因为 RQL-TVC的几何
结构颇为复杂[10-11]，
直接对整体进行研究计算量极大，
较为困难，
因此对该燃烧室进行简化：
取燃烧室的单头
部模型，
将两侧截面设为周期面；
燃烧室的模型为对称

Fluent 解决了 NO 质量分数的输运方程，
NOX 的排放，
对于燃料 NOX 源，Fluent 解决了中间产物 （NH3 或
HCN）的输运方程[12-14]。
NOx 产生机制主要考虑热力型 NO，其组分的输
运方程为
圻
坠 （籽Y ）+塄·
（籽淄 Y NO）=塄·
（籽D塄Y NO）+SNO （1）
NO
坠t

模型，
故中间截面可设为对称面，取单侧为研究对象。
模拟结果仍然能代表燃烧室的基本特征。

跟踪含氮的中间产物组分是很重要的，因此
FlUENT 除了 NOx 组分，还解决了 HCN 或 NH3 组分
的输运方程

坠 （籽Y ）+塄·
（籽淄 Y HCN）=塄·
（籽D塄Y HCN）+SHCN （2）
HCN
坠t
圻

图 1 RQL-TVC

图 2 RQL-TVC 的

几何模型

工作分区

利用 Gambit 软件对所建立的 3 维几何结构进行

坠 （籽Y ）+塄·
（籽淄 Y NH3）=塄·
（籽D塄Y NH3）+SNH3 （3）
NH3
坠t
圻

Y NH3 和 Y NO 分别为气相的 HCN、NH3、NO
其中：Y HCN、
的质量分数。

网格划分，该模型网格大部分采用结构化网格，可以
大大减少网格数量，减小内存和计算时间的消耗。研
究对象 3 维网格如图 3 所示，网格总数约为
1460000。数值模拟边界条件如图 4 所示。

对 RQL-TVC 开展燃烧状态及排放产物的模拟。
首先选用 SIMPLE 计算方法、
Realizable k-着 湍流模型
进行冷态模拟，在收敛的基础上不断调整出口压力的
值，
使进口流量满足不同状态下的设计质量流量值，
然
后均在收敛的基础上依次加入 PDF 燃烧模型、
P1 辐射
模型和 NOX 模型等进行燃烧状态的模拟[15-21]。
1.3

图 3 RQL-TVC 模型 3 维

图 4 RQL-TVC 模型边界

网格

条件

研究内容
参考民用航空发动机燃烧室工作状态参数的典

型实例[15]，建立 RQL-TVC（25 个头部）在 LTO 循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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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飞、慢车、爬升、进近 4 个工作状态下的设计参数，

1 个标准相比，后者分别降低 20%，
6.5%和 12%[22-23]。

见表 1。

NOX 排放规定值见表 3，
π∞ 为额定输出时达到的燃
烧室进口压力和发动机进气压力之比。

表 1 数值模拟设计参数
地面状态

参数

爬升

进近

429

786

630

2.92

0.286

2.538

1.147

进口流量 W a3/(kg/s)

103.1

13.3

92.1

47.6

燃油流量 W f/(kg/s)

2.381

0.1519

1.973

0.6653

油气比 fa

0.0231

0.011

0.0214

0.014

起飞

慢车

进口温度 T3/K

820

进口压力 P3/MPa

表 3 CAEP6 规定的航空发动机 NOX 污染标准[3]
压比

NOX 的 LTO 排放数
（1）F∞>89 kN
Dp / F∞=16.72+1.4080 仔∞

仔∞≤30

（2）89 kN≥F∞>26.7 kN
Dp/F∞=38.5486+1.6823仔∞-0.2453F∞-0.00308仔∞×F∞
（1）F∞>89 kN
Dp / F∞=-1.04+2.0仔∞

2 排放性能的数值模拟结果

30<仔∞<82.6

Dp/F∞=46.16+1.4286仔∞-0.5303F肄+ 0.00642仔∞×F∞

按照 ICAO CAEP 标准换算到排气污染物指数
EI，即 EIX=W X/W f ，X 为污染物，EI 是计算 ICAO 规定

（2）89 kN≥F∞>26.7 kN

仔∞≥82.6

Dp/F∞= 32+ 1.6仔∞

的标准循环下排放物的基础，单位为 g （污染物）/kg
（燃料）。

UHC：Dp / F∞ = 19.6；

排气污染参数定义为在起飞 - 着陆（LTO）循环

CO：
Dp / F∞ = 118；

期间排放污染物与起飞推力之比，
用 Dp / F∞ 来表示

SN = 83.6 (F∞)-0.274 或≤50。

LTO 排放数 = Dp / F∞ = ΣW fjEIjtj /F∞
式中：Dp 为每个规定的 LTO 循环中排放的任何 1 种
气态污染物质量；
F∞ 为 在 海 平 面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tmosphere，ISA) 静止状态下发动机不喷水
以正常工作状态起飞时可用的最大功率或额定推力；
t 为各状态时间；EI 为排放指
W f 为燃油的质量流量；
数；
下标 j 表示气态污染物（包括 NOX、UHC、CO）[22-23]。
亚声速和超声速航空发动机在 LTO 循环中功率

和状态工作时间规定见表 圆。从表中可见，F 为使用
*
肄

加力时在标准大气条件下起飞时的最大功率或推力。

运行模式

推力点

运行时间 /
min

超声速发动机
推力点

是相同的。SN 为冒烟排放数。
2.1

燃烧效率
根据燃气分析法计算燃烧效率[15]
浊= [CO2]+0.531[CO]-0.319[CH4]-0.397[H2]
[CO2]+[CO]+[UHC]

（4）

其中：
[X]是该燃气组分 X 在燃烧室出口的体积分数。
在数值模拟的结果中读取每 １ 种燃气成分的摩
尔体积，
CH4 和 H2 的摩尔
体积相对很小，
UHC 的摩
尔体积趋近于 0。代入式

表 2 航空发动机的 LTO 循环[22]
亚声速发动机

在上述 3 个标准中，对 UHC、
CO、Smoke 的规定

运行时间 /
min

（４）计算得到 4 个状态下

图 5 LTO 循环状态下的

的燃烧效率，
如图 5 所示。

燃烧效率

从图中可见，RQL-TVC 在 LTO 循环 4 个状态下
的燃烧效率都已经达到 97.5%以上。一般来讲，进口

起飞

100%F∞

0.7

100%F*∞

1.2

爬升

85%F∞

2.2

65%F*∞

2.0

压力越大，
进口空气温度越高，雾化越好，反应速度也

下降

—

—

15%F*∞

2.0

越快，燃烧效率越高。鉴于在驻涡燃烧室中组织 RQL

进近

30%F∞

4.0

34%F*∞

2.3

分级燃烧，全部燃油供入驻涡区形成富油燃烧。在起

慢车

7%F∞

26.0

5.8%F*∞

26.0

飞、爬升的大状态下，供入燃油量大，降低了雾化质
量，
油雾场变差，
即使在贫油燃烧后仍不够充分，降低

由于 NOX 的排 放 对 环境 污 染 的 严 重 性 ，
ICAO

了燃烧效率。而在慢车状态下由于进口压力小、进口

CAEP 标准中对 NOX 的规定也日趋严格。对于 NOX 的

空气温度越低，雾化较差，
燃烧效率偏低。因此本文中

规定，
以 CAEP1 为基础，
CAEP2、
4 和 6 标准各自与前

RQL-TVC的燃烧效率呈现出图 5 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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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LTO 循环状态下的排放指数（EI）

率和提高可靠性的要求[24]。 表 6 CF6-80C2A5 发动机

数值模拟的计算方法根据 EI 的定义出发，在数
值模拟结果中，读取某种污染物的质量流量(W X，g/s)

CF6-80C2A5 发 动 机的 排
放指数 EI 见表 6。

kg/s），EI 的值为二者之比，单
和燃油的质量流量（W f，

术，
NOX 的排放最受关注，

位 g/kg

g/kg

工作模式

EIUHC

EICO

起飞

0.07

0.52

34.38

爬升

0.08

0.52

22.86

进近

0.20

1.93

9.11

慢车

8.99

41.65

3.79

EINOx

EICO=W CO/W f

（5）

RQL-TVC 的 设 计 目 的 就

EIUHC=W UHC/W f

（6）

是为了降低 NOX 的排放。

（7）

从 表 5、6 中 可 见 ，
RQL-TVC 中 NOX 的 EI 值 较

EINOX=（W NO+W N2O）/Wf

根据数值模拟的结果，可以计算出 LTO 循环状

表 4 在 LTO 循环状态下各污染物的流量
UHC

CF6-80C2A5 发动机 NOX 的 EI 值在各工作状态下均
偏小，
且在同一数量级上。LTO 循环状态下 NOX 的排

态下的各污染物出口流量，
见表 4。

工作状态

目前的低排放的技

的排放指数[19]

kg/s

CO

NO

N2O

起飞

8.56E-08

1.88E-03

5.81E-04

6.27E-07

爬升

8.63E-09

1.64E-03

4.13E-04

3.99E-07

进近

2.92E-17

6.00E-04

7.06E-05

1.37E-08

慢车

5.92E-18

5.60E-03

4.82E-06

4.47E-10

放数如图 6 所示。从图中
可见，传统燃烧室的 EI 值
大 于 25g/kg，
RQL 燃 烧 室
在 LTO 循环的 4 个状态下
的 NOX 排放指数 EI 均低
于传统燃烧室的，约为
CF6-80C2A5 发 动 机 NOX 图 6 LTO 循环状态下 NOX

LTO 循环各状态下的燃油流量在设计参数中已经
给出，见表 1 中 LTO 循
LTO
环状态下各 W f 值，

表 5 LTO 循环状态下各
污染物的 EI 值
EIUHC

EICO

kg/s

EINOx

排放量的 50%。

的排放数

从表 5、6 中还可 见，RQL-TVCUHC 的 EI 值 比
CF6-80C2A5 发动机各状态的 EI 值都低很多，说明
燃油蒸发裂解完全，几乎没有未燃的碳氢。

循环状态下各排放物的

工作状态

流量见表 4。根据以上

起飞

0.00180 39.4 12.22

RQL-TVCCO 的 EI 值比 CF6-80C2A5 发动机各

EI 的 计 算 公 式 ， 可 得

爬升

0.00022 41.5 10.48

状态的 EI 值都大。但 ４ 个状态的 EI 值大小的趋势

LTO 循环各状态下的各

进近

2.2E-12 44.9 5.309

一致，起飞、爬升和进近 CO 的 EI 值相差不大，慢车

污染物的 EI 值，
见表 5。

慢车

1.9E-12 183 1.584

CO 的 EI 值比进近大 1 个数量级。
RQL-TVCCO 的 EI 值偏大的原因可以参考 RQL

根据文献[7]分析可知，驻涡区余气系数为 0.92，
根据流量分配推导出总余气系数为 3，换算为油气比

燃烧技术的原理[1，3]。RQL 燃烧技术的核心在于分级

对应为 0.0224，可对应于 LTO 循环状态下的起飞状

进气，实现在不同当量比下的分级燃烧，从而控制

态。根据文献[7]试验数据换算可知，
上述状态下的排

NOX 的排放。但是 NOX 的排放量趋势却是与 CO 的排

放量为：
EIUHC=0.0163 g/kg，EICO=41.2 g/kg，
EINOx=11.32

放量趋势截然相反的，如图 7 所示。本文中的

g/kg。与表 5 比较可知，试验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相

RQL-TVC的 NOX 排放指数 EI 已经低于传统燃烧室

近，因此数值模拟结果具有可靠性，但是也存在一定

的 50%以上，反之带来的不利是 CO 的排放指数 EI

差异。原因在于试验中的压力为常压状态，且燃烧室

较大，特别是在慢车状态下，原因在于慢车状态下的

进口压力相对较低，燃烧效率也相对较低，与数值模

温升低，
燃烧室绝对温度也就偏低，位于 1700 K 以下

拟的真实航空发动机状态存在一定差异。

的区域，
参考图 7 可知这是 1 个低 NOX 高 CO 的排放

由于 CF6-80C2A5 发 动 机 与 RQL-TVC 在 LTO

区域。此外，在起飞、爬升的大状态下，供入燃油量大，

循环各状态乘以头部数后的供油量近似，则各状态的

降低了雾化质量，油雾场变差，燃烧不充分，效率相对

EI 值具有一定的参照价值，因此二者的 EI 具有一定

偏低，
因此 CO 的排放较高。本文中的 RQL-TVC需要

的可比性。CF6-80C2 发动机是美国 GE 公司于 20 世

更进一步的优化设计，来解决 CO 排放量的问题。

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发展的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以

2.3

满足 2000 年前后大型宽机身旅客机进一步降低耗油

LTO 排放数
在 ICAO 的 CAEP 标准中，规定 LTO 循环中由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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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仅为 20.1 g/kN，远远低
于 4 个 CAEP 标准的限制
值。RQL-TVCNOx 在CAEP
标准下的排放水平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见，
RQL-TVCNOX 的 排 放 数
图 7 温度和主燃区当量比对 CO 和 NOx 排放量的影响[1，22]

仅 为 CAEP6 标 准 的

图 8 RQL-TVC 与 CAEP
标准下 NOx 的 LTO

29.1%，
低于设计目标50%，
气分析采样得到每个运行模式下的气态污染物，需要

说明 RQL-TVC 的设计满

换算到海平面起飞时航空燃气轮机单位推力（kN）下

足 NOX 的低排放要求。

污染物的排放数，定义为 LTO 排放数，其单位为
g/kN， 计 算 方 法 为 ：LTO 排 放 数 （g/kN）= Dp / F∞=
ΣW fjEIjtj / F∞
根据表 1、3、5 和 LTO 排放数公式计算可得 LTO
循环各状态下 NOx 的排放量

排放数比较

CO 的 LTO 排放数为
253.8 g/kN，该值偏大的原

图 9 RQL-TVCNOx 在

因与 RQL 技术中 NOX 和

CAEP 标准下的排放水平

CO 的矛盾有关，也与燃油雾化质量、油雾场分布、燃
烧效率等相关。虽然 NOX 的低排放得到主要关注，但

起飞：
Dp=W fjEIjtj=2.381×12.22×0.7×60=1222 g
爬升：
Dp=W fjEIjtj=1.973×10.48×2.2×60=2729.4 g
Dp=W fjEIjtj=0.6653×5.31×4×60=874.9 g

CO 的低排放也需要得到重视，后续工作需要在现有
的基础上，降低 CO 的 LTO 排放数。
UHC 的 LTO 排放数只为 0.24 g/kN，远远低于

慢车：
Dp=W fjEIjtj=0.1519×1.58×26×60=374.4 g

CAEP 标准中的 19.6 g/kN，说明数值模拟的燃油蒸发

则 NOx 在 LTO 循环中的排放总量为

裂解完全，
未燃碳氢量残余量少。

ΣDp=1222+2729.4+874.9+374.4=5174.2 g
《航空发动机设计手册》中没有给出该典型民用

3 结论

发动机的额定推力 F∞ 和进、出口压比 仔∞ 的值。取用

通过对 RQL-TVC模型在 LTO 循环状态开展数

参考机型 CF6-80C2A8 的参数，其额定推力为 25740

值模拟计算研究，
获得了 RQL-TVC的排放特性，得到

daN，进、出口压力比为 30.4～32.7，取 1 个适当的中

以下结论。

间值 31.5，
故设：
F∞=25.7 kN，仔∞=31.5。

（1）在 LTO 循环中，本文中的 RQL-TVC的 NOX

NOx 的 LTO 排放数 （g/kN）= ΣDp / F∞=5174.2/
25.7 =20.1 g/kN
同理可以计算 UHC 和 CO 的 LTO 排放数，结果

(%F∞)

放指数 EI 偏大。
少，其为国际民航组织颁布的航空发动机排放标准

表 7 RQL-TVC 的 LTO 排放数
Mode

放指数 EI 接近于 0，且低于传统燃烧室；但 CO 的排
（2）在 LTO 循环中，
RQL-TVCNOX 的LTO 排放数

数据见表 7。
Power Setting

排放指数 EI 低于传统燃烧室的 50%以上，UHC 的排

t /min

Fuel Flow/

CAEP6 的 29.1%；
UHC 的 LTO 排放数 接近于 0；
CO

EI /(g/kg)

(kg/s)

HC

CO

NOx

Take-off

100

0.7

2.381

0.001797

39.37

12.22

Climb out

85

2.2

1.973

0.000219

41.49

10.48

Approach

30

4

0.665

0

44.88

5.31

Idle

7

26

0.152

0

183.13

1.58

LTO Total Fuel（Dp，g）or Emission（g）

0.24

Average Dp/F∞(g/kN) or Average SN (Max)

0.00

65330.7 5174.17
253.8

20.1

RQL-TVC与 CAEP 标准下 NOx 的 LTO 排放数
比较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
RQL-TVCNOx 的排放

的 LTO 排放数在慢车状态下的数值明显高于其它状
态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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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叶尖间隙数学模型的建立与验证
陈

研 1，
吕天波 1，张

生 1，
张

镭2

（1.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2.东北大学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沈阳 110819）

摘要：在航空发动机装配中，保证设计要求的叶尖与机匣间隙，可以减少工作介质泄漏，降低端壁损失，从而保证发动机性能。
基于单传感器单步法测得的间隙数据在国内开创性地建立了叶尖间隙数据处理的数学模型，推导出判断转子与机匣装配是否合格
的叶尖间隙相关特征参数 FIR，IMP 以及转静子同心度 ECC 的求解公式，建立了发动机水平放置时消除下沉量影响的数学模型。并在
LabVIEW 平台上开发了相应的数据处理软件验证了所建立的数学模型的正确性。
关键词：叶尖间隙；数学模型；LabVIEW；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5.06.004

Establishment and Verification of Aeroengine Tip Clearance Mathematical Model
CHEN Yan1袁 LYU Tian-bo1袁 ZHANG Sheng1袁ZHANG Lei2
渊1.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袁 Shenyang 110015袁China; 2.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袁 Northeastern University袁 Shenyang 110819袁China 冤
Abstract: The good tip clearance in aircraft engine assembly can reduce the leakage of the working medium and the loss of the end

wall to guarantee engine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tip clearance data tested by single -sensor single -step method, the tip clearance
mathematical model has been established firstly. The model can solve the relative parameters that judge the qualification of rotor and casing

assembly袁 for example, FIR,IMP, ECC and so on. And the model for eliminating effects of the subsidence was also established when the engine

was placed horizontally. The engine tip clearance data analysis software was developed on the LabVIEW platform and the accuracy of
model was verified.

Key words: tip clearance; mathematical model; LabVIEW; aeroengine

0 引言
先进的气动设计与试验方法使航空发动机压气
机和涡轮的效率已经达到很高水平，
为了进一步提高

的安全。因此必须严格控制叶尖间隙和测量叶尖间
隙，
使发动机处于最佳的运行状态。目前，对发动机叶
尖间隙研究主要采用通过测试设备测得发动机工作

其效率，除注重气流参数选择外，还应减小叶尖间隙

时的叶尖间隙值的试验分析方法，
近年来国内航空研

损失。这种损失是由转子叶片和机匣间的间隙造成

究机构开发了多种间隙测量方法，
常用的有火花放电

的。虽然可用计算机模型来预测叶尖间隙，但这种预

法、
涡电流法、激光光学法、电容法、微波法、超声波法

测必须由试验数据来验证和细调。所以在航空发动机

以及光纤法等。

研制过程中，叶尖间隙是 1 个基本的测量参数。叶尖

但是目前国内的研究还停留在测量叶尖间隙数

间隙过大，会降低发动机的效率，增加耗油率；但叶尖

据层面上，还没有针对测得的叶尖间隙数据处理开展

间隙也不能过小，因为过小的间隙有可能危及发动机

相关研究工作。本文在国内率先进行了叶尖间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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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a cos 兹i+b sin 兹i+R+着i

处理的理论研究，并建立了相关数学模型。

故而

1 叶尖间隙单传感器单步法数学模型的建立

由此可得

1.1

根据最小二乘原理有

叶尖间隙单传感器单步法概述

着i=ri-R-acos 兹i-bsin 兹i，
i=1，
2…，m

航空发动机叶尖间隙的形成和大小主要受机匣

Q=

表面轮廓半径方向变动量、几何中心位置、转子的回
转中心变动量以及转静子平均半径差等因素影响，有

m
i=1

着i =
2

m
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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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研究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若要实现各要素的真正分离，目前可采用频域法
和时域法。这 2 种方法都要求在采样过程中测量数据
的冗余，即要求通过多传感器 1 次转位或单传感器多
次转位获取采样数据。然而，
由于目前实际硬件只能

（ri-R-a cos 兹i-b sin 兹i）2=min （5）

m
i=1
m
i=1
m
i=1

（ri-R-acos 兹i-bsin 兹i）=0
（ri-R-a cos 兹i-b sin 兹i）cos 兹i=0

数据的结构矩阵为
1 cos 兹1 sin 兹1

离，所以在建立数学模型之前，认为静子机匣为理想

兹=

轮廓，发动机转静子叶尖间隙仅由转、静子的中心位

1 cos 兹2 sin 兹2

叶尖间隙最小二乘中心法数学模型的建立

正规方程组的系数矩阵为

在单传感器单步法中，
要求得到最主要的 1 个参
数是最小二乘圆心对回转中心的偏移量，即偏心值。
偏心值的大小直接决定发动机转静子装配是否合格，

1

m 撞cos2 兹1 撞sin 兹1 cos 兹1 =

此相等的角度，于是得到 m 个从 Ol 算起的实际圆半

0

径 r（i=1，
2，
…，
m）。这 m 个半径与被测实际圆的交点
i

撞cos 兹1

0

2

又因为 A-1A=E

A-1= 0

所以

Pi 到最小二乘圆之径向偏
离量为 着（i=1，
2，…，
m），各
i
Ol 的连线 OlPi 与极坐标轴
2，…，m）。 图 1 最小二乘中心法原理
的夹角为 兹（i=1，
i
ri=e cos（兹i-琢）+ 姨（R+着i）-e sin （兹i-琢）

因为

2

2

（1）

sin（兹i-琢）≤1
2

a=ecos 琢，

b=esin 琢

0 m 0
2

（8）

0 m
2

（9）

0 2
m

rm|T

则正规方程组的常数项矩阵为
B=兹TD
即

所以 ri≈e cos（兹i-琢）+R+着i=e cos 兹i cos 琢+e sin 兹i sin 琢+R+着（2）
i
已知

1 cos 兹m sin 兹m

2 0
m

D=|r1 r2 …

令

=

0 0

0

等分采样点 Pi 至回转中心

1 cos 兹2 sin 兹2

0
1
m

二乘圆圆心与回转中心的
偏离量为 e，各离散采样点

1 cos 兹1 sin 兹1

m 0 0

m 撞cos 兹1 撞sin 兹1

面的回转中心 Ol 为圆心，将被测实际圆分成 m 个彼

坐标系中，令最小二乘圆的圆心为 O，半径为 R，最小

1

…

sin 兹1 sin 兹2 … sin 兹m

叶尖间隙的数学模型，
如图 1 所示。以测量时被测截

为 P（i=1，
2，…，
m）。在以 Ol 为极坐标系的圆点的极
i

1

A=兹T兹= cos 兹1 cos 兹2 … cos 兹m 伊

具有实际工程意义。下面基于最小二乘中心法来建立

2

（7）

1 cos 兹m sin 兹m

置和平均半径差以及转子的回转误差构成。

在 驻OOlP 中，
Pi=着i，OlPi=ri，
OPi=R+着i，
则

（6）

（ri-R-a cos 兹i-b sin 兹i）sin 兹i=0

隙数据的测试条件，既无法将所有要素完全真正分

1.2

（4）

分别求 Q 对 R，
a，b 的偏导数并令其等于零，可得

效地将这些因素进行分离对间隙的形成和变化规律

提供单传感器跟随转子旋转 1 周测量发动机叶尖间

（3）

1

1

…

1

B= cos 兹1 cos 兹2 … cos 兹m ×
sin 兹1 sin 兹2 … sin 兹m

r1
r2
…
rm

撞ri

= 撞ri cos 兹i （10）
撞ri sin 兹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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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P=|R

a b|T 则 A P=B
R

所以

1 0 0
m

b

（
f e）=f（0）+f （0）
' e+ 1 f "（0）e 2+…
2

1 撞r
i
m

撞ri

2 0
2
× 撞ri cos 兹i = 撞ri cos 兹i （11）
m
m
撞ri sin 兹i
2 撞r sin 兹
0 0 2
i
i
m
m

a = 0

即

a= 2 撞ri cos 兹i
m

（12）

…，
m），其中 r0 为任意选定的常量，则有

（13）

将式（13）代入式（12），
即可求出最小二乘圆半径
驻ri=r0+驻R

（14）

最小二乘圆圆心的坐标分量为
扇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墒设

a= 2 撞驻ri cos 兹i
m
b= 2 撞驻ri sin 兹i
m

对于最小二乘圆的偏差 着i。所以最小二乘评定法的圆

因 为 sin2（兹i-琢）≤1，且 R+着i=OPi，所 以 驻max=

e ，即由此引起的误差极小，可以忽略不计，同时
2OPi
证明了求解偏心的数学模型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1.3

叶尖间隙相关特征参数理论模型的建立
如前所述，发动机转、静子叶尖间隙仅由转、静子

的中心位置和平均半径差以及转子的回转误差构成。
在实际测量中，测得的间隙值是相对回转中心的静子

采样点到转子端面的距离，即上述模型中的 驻ri，相对

于回转中心的最大间隙值 驻rimax，相对于回转中心的
最小间隙值 驻rimin。基于 1.2 节所建立的数学模型建立

FIR=max{驻ri }-min{驻ri }

（23）

IMP=min{驻ri }-驻R=min{驻ri }- 1
m

m
i=1

驻ri

f=max{着i}-min{着i}=
max{驻ri-驻R-acos 兹i-bsin 兹i}-min{驻ri-驻R-acos 兹i-bsin 兹i}= （17）
max{驻ri-a cos 兹i-b sin 兹i}-min{驻ri-a cos 兹i-b sin 兹i}
（i=1，2，…，
m）
在上面的推导过程中，
回转中心与最小二乘中心

不 重 合 ， 所 以 存 在 偏 心 OOl=e， 公 式 着i=ri-R-acos
2
兹i-bsin 兹i 是用 R+着i 代替 姨（R+着i）2-e 2sin（兹
i-琢）得到

的，
下面具体分析由此引起的误差问题。

设误差 驻=R+着i- 姨（R+着i）2-e 2sin2（兹i-琢） （18）
（19）

（24）

IMP 相位即为相对回转中心的最小间隙值即 驻ri

min 的相位。

最小二乘圆心的坐标分量为

a= 2 撞ri cos 兹i
m

度误差为

将（
f e）展开成泰勒级数

（22）

静子内凹点到理想圆的最大值

的半径增量 驻ri 和相应角度 兹i，便可求得各采样点相

令（
f e）= 姨（R+着i）-e sin（兹i-琢）

（21）

最大跳动量

上式表明，若可测得被测圆上各等分离散采样点

2

2

（15）

（i=1，2，…，m） （16）
着i=驻ri-驻R-acos 兹i-bsin 兹i，

2

（
f e）=R+着i- sin（兹i-琢）e 2+…
2（R+着i）

叶尖间隙数学模型

将式（13）和（14）代入式（4），可得

2

则

2

（i=1，2，
和最小二乘圆圆心坐标分量 a、
b，令 驻ri=ri-r0，

i=1

2

2

从理论上讲，按上式可求得最小二乘圆的半径 R

R=r0+ 1
m

（
f 0）=R+着i，
f （0）
' =0，f "（0）=- sin（兹i-琢）
（R+着i）

求得

驻= sin（兹i-琢）e 2
2（R+着i）

b= 2 撞ri sin 兹i
m

（i=1，
2，…，
m）
ri=r0+驻ri，

（20）

所以

R= 1 撞ri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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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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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墒

b= 2 撞ri sin 兹i
m

（25）

通过坐标值即可求得偏心距和偏心角度。
相对于最小二乘圆心的实际间隙值 =
驻ri-acos 兹i-bsin 兹i

（26）

max{驻ri-acos 兹i-bsin 兹i}

（27）

相对最小二乘圆心的最大间隙值 =
相对最小二乘圆心的最小间隙值 =
min{驻ri-acos 兹i-bsin 兹i}

（28）

相对最小二乘圆心的实际间隙变化量 =
max{驻ri-acos 兹i-bsin 兹i}-min{驻ri-acos 兹i-bsin 兹i}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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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FIR、采样轮廓内凹点到最小二乘轮廓的最大偏差 IMP、

下沉量修正模型的建立
航空发动机在装配结束后进行间隙测试时分为

最小二乘轮廓中心的坐标分量以及偏心距 ECC、相对

垂直和水平 2 种测试状态。在发动机水平放置进行测

于最小二乘轮廓中心的实际间隙值以及下沉量修正

试时，由于受重力作用整体有 1 个下沉量，但发动机

值等，以及上述各参数的相位角值。将多组数据的计

转子在实际高速旋转时基本与垂直位置比较接近，因

算结果与采用国外成熟软件 Linipot 的计算结果进行

此在低速测量数据时，需要排除下沉量对最终数据的

对比分析，绝对误差均小于 0.001，相对误差均小于

影响。

0.005％。其误差的原因均可被认为是计算处理过程

在模型的建立过程中，
发动机水平放置时的下沉

中的舍入误差，对最终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因此，
可

量为轴承游隙的一半，固其为已知量，根据测得的未

以断定所进行的理论研究结果正确，
所建立的各理论

修正间隙值和下沉量可计算出修正后即消除下沉量

数学模型与国外 Linipot 软件对应的数学模型一致。

影响的间隙值，数学模型推导过程如下。
修正下沉量原理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此时
应测量的是转子端面 B 点到静子机匣 A 点的间隙值
驻r'（O
i
1 为下沉前转子回转

中心），但由于发动机转子
的下沉，测量的实际间隙
值为下沉后的转子端面 C

图 3 叶尖间隙数据处理主界面

点到静子机匣 A 点的间隙
值 驻r（O
i
2 为下沉后转子回
转中心）。下沉量为 d，回

3 结论
图 2 修正下沉量原理

转中心到转子端面距离为 r，即图中的 O1B 和 O2C 对
应 A 点的采样角度为 琢。

即
因为

r+驻ri=dcos 琢+ 姨（r+驻r'i）2-dsin 琢

格起着关键性作用。通过与国外成熟软件 Linipot 计
（30）

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绝对误差均小于 0.001，相对误

（31）

差均小于 0.005％。可以断定所进行的理论研究结果

sin 琢≤1

r+驻ri=dcos 琢+r+驻r'i

所以
修正后的间隙值为

跳动量 FIR、IMP、偏心矩 ECC 以及下沉量修正值等相关
参数，这些参数对于判断发动机转、静子装配是否合

在三角形 O1O2A 中，
由图中几何关系可得
O2A =O1O2 cos 琢+ 姨O1A 2-O1D2

叶尖间隙数学模型的建立能够准确计算出最大

正确。
（32）

本文方法是国内首次掌握了叶尖间隙数据处理
的基本方法，
为以后更深入地开展该领域的研究工作

驻r'i=驻ri-d cos 琢

（33）

即在发动机水平测试时，
需将测得的数据带入上

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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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主燃烧室燃油总管
流动换热特性研究
高

栋 1，
李

锋 1，尚守堂 2，罗卫东 1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2.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优化发动机燃油管路设计并预防燃油结焦，
对发动机典型工况下燃油总管和分管内部流动进行了数值研究，
给出了速度
和压力分布情况。对由于热气流的加热作用引起的燃油温升效应进行了传热计算。对总管及分管进行了热防护设计，
并比较了不同热
防护措施的隔热效果。
结果表明：
在计算工况下，
油管出口质量流量满足设计要求；
内外混合隔热方式可有效降低燃油温升，
减小燃油过
热引起结焦的可能性。提出了改善管内流动与换热特性的措施，
例如增加空气隔热层，
为恶劣热负荷条件下燃油管路热防护设计提供
理论基础。
关键词：流动特性；热防护；混合隔热；燃油总管；主燃烧室；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1+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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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Flow and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of Fuel Manifold for Aeroengine Combustor
GAO Dong1袁 LI Feng1袁 SHANG Shou-tang2袁 LUO Wei-dong1
渊1.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袁 Beihang University袁 Beijing 100191袁 China; 2. 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袁 Shenyang 110015袁 China冤
Abstract: For optimizing the design of fuel manifold of aeroengine and preventing fuel coking袁 the numerical calculation of inner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fuel manifold and sub-pipeline under typical conditions for aeroengine were performed袁velocity distribution and pressure

distribution were showed. Calculation of fuel temperature rise due to heat transfer from hot air was performed. Design of heat shied for fuel
manifold and sub-pipeline were conducted袁 insulation of different designs were compared.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mass flow rate

of exits meet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under calculation conditions; inner and outer combined insulation can effectively reduce fuel
temperature ris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fuel coking. Measures to refine flow characteristics and heat transfer in fuel pipe were presented袁for
example, adding air thermal insulation layer. The resear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rmal protection for fuel pipe due to extreme
thermal load.

Key words: flow characteristics; thermal protection; combined insulation ; fuel manifold; combustor; aeroengine

0 引言
在航空发动机燃烧室的工作过程中，燃料的供

推 重 比 10 一 级 发 动 机 燃 烧 室 进 口 空 气 温 度 已 达
800 K 以上[3]。对燃油管路的加热作用导致燃油管壁

给和调节主要依靠燃油系统来实现，处于相当重要

温不断提高，燃油裂解、结焦的速率与油管金属壁

的地位。燃油供应方式对燃烧室性能和污染排放影

温有关 [4]。燃油热负荷随之增加，严重时，造成管内

响很大 [1]，燃油系统在发动机工作中负责将各工况所

燃油沉积、结焦，从而改变流量特性，进而影响发动

需的燃料稳定、及时地输送到喷嘴进行雾化燃烧，使

机稳定安全工作 [5-6]。另一方面，在飞机机动飞行中，

化学能顺利转变为热能[2]。随着现代高性能发动机的

由于重力因素导致的总管内流动与流量特性的改

发展，
压气机压比提高，扩压器后气流温度不断攀升，

变，也被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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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 1 个相似的总管模型为对象，通过数值计

室燃油总管进行全尺寸 3 维模拟，
对进油管结构进行

算初步探索了燃油总管内流动特性，
比较了不同热防

了一定简化，运用 Gambit 对计算模型进行网格划分，

护措施的隔热效果。

管径较小时，边界层对管内质量流量影响较大 [8-9]，边

1 燃油总管流动特性计算

界层网格共 3 层，高度比为 1.2。运用 FLUENT 进行

在开展数值模拟研究时，
首先根据文献[7]中的试
验结果对数值计算的可行性和和准确性进行了校验，
检验了 Fluent 软件在油管内部流动换热领域的数值
模拟精度和适用性，为下文工作展开奠定了基础。试
验件和计算域网格如图 1 所示，
流量系数试验和计算
结果如图 2 所示。
wall

R 琢

outlet

试验孔板

（a）试验件

（b）计算域网格

图 1 试验件和计算网格
0.8

0.6

0

2

4

计算结果分析
燃油总管的速度分布和压力分布分别如图 4、5

所示。由分析可知，
在靠近进油管位置，燃油总管内燃
油流动较快，进口管平均速度为 28.15 m/s，分管出口

流量分布不均匀度，满足设计要求。

inlet

symmetry

W /D
0
0.1

1.2

平均速度为 6 m/s，
计算结果符合理论计算值。从图 5

D

0.7

力因素的影响[10-11]。

中可见，总管内压力分布较均匀，可以保证燃油出口

安装座
压套 试验孔板 半圆管
压帽

A-A

计算，计算模型设置参照前文所述，计算过程考虑重

W /D
0.2
0.3

6
8
Re/×104

W /D
0.4
0.5

10

速度 （m/s）
/

压力 /MPa

5.00e+01

1.70e+05

4.50e+01

-5.60e+04

4.00e+01

-2.82e+05

3.50e+01

-5.08e+05

3.00e+01

-7.34e+05

2.50e+01

-9.60e+05

2.00e+01

-1.19e+06

1.50e+01

-1.41e+06

1.00e+01

-1.64e+06

6.00e+00

-1.86e+06

0.00e+00

12

-2.09e+06

图 4 燃油总管速度分布

（a） 试验结果

（b）计算结果

图 2 流量系数试验和计算结果

图 5 燃油总管压力分布

2 燃油管路换热数值计算
采用 FLUENT 对燃油总管及分管进行 3 维流固

按照试验条件进行边界条件设定，进口采用质量
进口，
出口采用压力出口，设定为 1 个大气压。流体选
取航空煤油，经过大量计算对比，采用 RNG 的 资-着

耦合传热数值计算，获得燃油管路及燃油的温度分布
情况，给热防护设计提供参考。
2.1

计算模型的建立与网格划分

双方程模型，近壁面采用标准壁面函数，微分方程的

考虑计算时间和精度的要求，采用 CAD 软件

离散采用 SIMPLE 方法，采用 2 阶迎风差分格式进行

NX8.0 建立了的管路传热实体模型，如图 6 所示。选

计算。

择单个头部进行换热计算，截取全环的 1/20 扇区，
并

对比仿真计算与试验结果发现，二者具有相似的

且重新细化了总管和分管设计。采用双油路设计[12]。计

规律性，
数值计算结果总体比试验结果略微偏大 3%～

算模型包含油管固体域、
扩压器后高温气流域、
燃油流

4%，计算精度在可接受范围内，表明使用本文所采取

体域等。总管传热计算域和网格分别如图 7、
8 所示。

的网格划分方式和计算方法模拟燃油总管和分管流动
换热特性具有可行性。
1.1

计算模型的建立

Y

燃油总管计算模型如
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
总
管上设有 20 个分管，分别

Z

对应 20 个燃烧室头部，进
油管与垂直面夹角为
22.5毅。本次计算对主燃烧

图 3 燃油总管计算模型

图 6 燃油管传热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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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

速度 （m/s）
/

图 7 总管传热计算域

2.2

图 8 总管传热计算域网格

边界条件
燃油在油管中流过，被高温气流加热后温度升

高。忽略燃油出口的雾化过程。流体区域采用雷诺时
均 N-S 方程，湍流模型采用 RNG 的资-着 双方程模型，
壁面采用标准壁面函数法处理。高温气流设为不可压
理想气体，采用 RP-3 燃油 [13]，油管材料为 GH625 合
金。高温气流进口设为速度入口，
高温气流出口设为
压力出口；主副油路进口设为质量进口，主副油路出
口设为压力出口；油管和流体域接触面设为耦合边

在发动机 3 个主要工况条件下，对油管进行了流
固耦合传热数值计算，工况参数及材料物性分别见表
1、2。其中，燃油进口温度统一为 300 K。在 Q1、
Q2、Q3
工况下高温气流沿油管外壁的流动情况、油管体内温
度分布、燃油流动情况以及燃油在管内的温度分布，
分别如图 9～11 所示。

Tair /K

副油路

Q1

70

15

4.149

1165

Q2

4

9

3.363

860

Q3

0

6.3

0.526

535

表 2 GH625 合金热导率
姿/(W/(m·K))

373

13.38

473

17.97

速度 （m/s）
/
1.04e+02
9.88e+01
9.35e+01
8.84e+01
8.32e+01
7.80e+01
7.20e+01
6.78e+01
6.24e+01
5.72e+01
5.20e+01
4.68e+01
4.16e+01
3.64e+01
3.12e+01
2.60e+01
2.08e+01
1.56e+01
1.04e+01
5.20e+00
7.53e+20

（a）纵截面气流速度分布

1.44e+02
1.37e+02
1.30e+02
1.22e+02
1.15e+02
1.08e+02
1.01e+02
9.37e+01
8.65e+01
7.92e+01
7.20e+01
6.48e+01
5.76e+01
5.04e+01
4.32e+01
3.60e+01
2.88e+01
2.16e+01
1.44e+01
7.21e+00
9.58e-03

7.50e+02
7.27e+02
7.05e+02
6.82e+02
6.60e+02
6.37e+02
6.15e+02
5.92e+02
5.70e+02
5.47e+02
5.24e+02
5.02e+02
4.79e+02
4.57e+02
4.34e+02
4.12e+02
3.89e+02
3.67e+02
3.44e+02
3.22e+02
2.99e+02

573

20.27

（b）纵截面油管温度分布
T/K

1.00e+01
9.50e+00
9.00e+00
8.50e+00
8.00e+00
7.50e+00
7.00e+00
6.50e+00
6.00e+00
5.50e+00
5.00e+00
4.51e+00
4.01e+00
3.51e+00
3.01e+00
2.51e+00
2.01e+00
1.51e+00
1.01e+00
5.09e-01
9.58e-03

8.00e+02
7.75e+02
7.50e+02
7.25e+02
7.00e+02
6.75e+02
6.50e+02
6.25e+02
6.00e+02
5.75e+02
5.49e+02
5.24e+02
4.99e+02
4.74e+02
4.49e+02
4.24e+02
3.99e+02
3.74e+02
3.49e+02
3.24e+02
2.99e+02

T/K

速度 （m/s）
/

Pair /MPa

主油路

T/K

T/K

速度 （m/s）
/

（c）纵截面燃油速度分布
（d）纵截面燃油温度分布
图 10 工况 Q2 传热计算结果

表 1 计算点工况参数
工况

（c）纵截面燃油速度分布
（d）纵截面燃油温度分布
图 9 工况 Q1 传热计算结果

速度 （m/s）
/

原型管路的换热计算结果及分析

燃油流量 /(g/s)

8.00e+02
7.75e+02
7.50e+02
7.25e+02
7.00e+02
6.75e+02
6.50e+02
6.25e+02
6.00e+02
5.75e+02
5.50e+02
5.25e+02
5.00e+02
4.75e+02
4.50e+02
4.25e+02
4.00e+02
3.75e+02
3.50e+02
3.25e+02
3.00e+02

（a）纵截面气流速度分布

界，
其他壁面设为无滑移绝热壁面。
2.3

1.00e+01
9.50e+00
9.00e+00
8.50e+00
8.00e+00
7.50e+00
7.00e+00
6.50e+00
6.00e+00
5.50e+00
5.00e+00
4.50e+00
4.00e+00
3.50e+00
3.00e+00
2.50e+00
2.00e+00
1.50e+00
1.00e+00
5.00e-01
7.53e-20

673

22.40

973

29.05

T/K
5.50e+02
5.37e+02
5.25e+02
5.12e+02
5.00e+02
4.87e+02
4.75e+02
4.62e+02
4.50e+02
4.37e+02
4.25e+02
4.12e+02
4.00e+02
3.87e+02
3.75e+02
3.62e+02
3.50e+02
3.37e+02
3.25e+02
3.12e+02
3.00e+02

（b）纵截面油管温度分布

1.58e+02
1.50e+02
1.42e+02
1.34e+02
1.27e+02
1.19e+02
1.11e+02
1.03e+02
9.49e+01
8.70e+01
7.91e+01
7.12e+01
6.33e+01
5.54e+01
4.75e+01
3.95e+01
3.16e+01
2.37e+01
1.58e+01
7.92e+00
8.41e-03

9.50e+02
9.17e+02
8.85e+02
8.52e+02
8.20e+02
7.87e+02
7.55e+02
7.22e+02
6.89e+02
6.57e+02
6.24e+02
5.92e+02
5.59e+02
5.26e+02
4.94e+02
4.61e+02
4.29e+02
3.96e+02
3.64e+02
3.31e+02
2.98e+02

（a）纵截面气流速度分布

（b）纵截面油管温度分布
T/K

速度 （m/s）
/
1.00e+01
9.50e+00
9.00e+00
8.50e+00
8.00e+00
7.50e+00
7.00e+00
6.50e+00
6.00e+00
5.50e+00
5.00e+00
4.50e+00
4.01e+00
3.51e+00
3.01e+00
2.51e+00
2.01e+00
1.51e+00
1.01e+00
5.08e-01
8.41e-03

8.00e+02
7.75e+02
7.50e+02
7.25e+02
7.00e+02
6.75e+02
6.50e+02
6.24e+02
5.99e+02
5.74e+02
5.49e+02
5.24e+02
4.99e+02
4.74e+02
4.49e+02
4.24e+02
3.99e+02
3.74e+02
3.49e+02
3.23e+02
2.98e+02

（c）纵截面燃油速度分布

（d）纵截面燃油温度分布

图 11 工况 Q3 传热计算结果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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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T/K

油管截面温度分布
从油管截面的温度分布可见，正对气流的管路外

壁温度相对较高，这是由于气流滞止效应使部分动能
转化为热能，且冲击使对流换热增强。燃油的冷却作
用使与管路内壁温度较低。分管主、
副油路为同心环
形通道结构，内侧副油路壁温接近燃油温度；主油路
壁温明显较高。
2.3.2

T/K

8.60e+02
8.32e+02
8.04e+02
7.76e+02
7.48e+02
7.20e+02
6.92e+02
6.64e+02
6.36e+02
6.08e+02
5.80e+02
5.52e+02
5.24e+02
4.96e+02
4.68e+02
4.40e+02
4.12e+02
3.84e+02
3.56e+02
3.28e+02
3.00e+02

8.60e+02
8.32e+02
8.04e+02
7.76e+02
7.48e+02
7.20e+02
6.92e+02
6.64e+02
6.36e+02
6.08e+02
5.80e+02
5.52e+02
5.24e+02
4.96e+02
4.68e+02
4.40e+02
4.12e+02
3.84e+02
3.56e+02
3.28e+02
3.00e+02

（a）管路内壁温度分布

燃油截面温度分布
燃油的温度分布与油管结构和燃油流动情况密切

相关。副油路位于主油路前侧，
湿壁温度相对较高；
从
流动情况分析，燃油流速越大，换热越强，对应湿壁温
度越低。数值计算结果表明，
在最大气动负荷状态 Q1，
主、副油路湿壁温度偏高，平均温度达 698.82 K，存在
结焦风险。燃油出口及油管壁面平均温度见表 3。
表 3 燃油出口及油管壁面平均温度
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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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

T/K

8.60e+02
8.32e+02
8.04e+02
7.76e+02
7.48e+02
7.20e+02
6.92e+02
6.64e+02
6.36e+02
6.08e+02
5.80e+02
5.52e+02
5.24e+02
4.96e+02
4.68e+02
4.40e+02
4.12e+02
3.84e+02
3.56e+02
3.28e+02
3.00e+02

8.60e+02
8.32e+02
8.04e+02
7.76e+02
7.48e+02
7.20e+02
6.92e+02
6.64e+02
6.36e+02
6.08e+02
5.80e+02
5.52e+02
5.24e+02
4.96e+02
4.68e+02
4.40e+02
4.12e+02
3.84e+02
3.56e+02
3.28e+02
3.00e+02

（c）管路外壁温度分布

T/K
主油路出口

副油路出口

油管外壁

油管内壁

Q1

324.16

338.29

897.30

698.82

Q2

316.42

331.48

704.57

569.24

Q3

—

316.42

485.09

458.81

（b）燃油进口温度分布

（d）内隔热气膜温度分布

图 13 工况 Q2 内隔热计算结果

3.2

外隔热设计与计算
与内隔热不同，外隔热方式不再分别针对主、副

油路，而是总体上在外围增加 1 层间隙为 1 mm 的气

3 热防护设计

膜层，如图 14 所示。设计点工况 Q2 外隔热计算结果

针对无热防护油管内的燃油温升过高问题，通过

如图 15 所示。

在燃油流道外设置气膜隔热层[14]，
降低高温气流与燃油
之间的传热系数，增加传热热阻，从而减小换热量 [15]，
降低燃油温升。喷嘴前段油管采用统一的间隙为 0.5
mm 的气膜。
3.1

内隔热设计与计算
在总管和分管内增加 １ 个气膜隔热层，间隙为

1 mm，主、副油路气膜分别对应主、副油路，各自起到
隔热作用。内隔热设计如图 12 所示。设计点工况 Q2
内隔热计算结果如图 13 所示。

（a）总管外隔热气膜

（b）分管外隔热气膜

图 14 外隔热设计
T/K

（a）总管内隔热气膜

（b）分管内隔热气膜

图 12 内隔热设计

8.60e+02
8.32e+02
8.04e+02
7.76e+02
7.48e+02
7.20e+02
6.92e+02
6.64e+02
6.36e+02
6.08e+02
5.80e+02
5.52e+02
5.24e+02
4.96e+02
4.68e+02
4.40e+02
4.12e+02
3.84e+02
3.56e+02
3.28e+02
3.00e+02

（a）管路内壁温度分布

T/K
8.60e+02
8.32e+02
8.04e+02
7.76e+02
7.48e+02
7.20e+02
6.92e+02
6.64e+02
6.36e+02
6.08e+02
5.80e+02
5.52e+02
5.24e+02
4.96e+02
4.68e+02
4.40e+02
4.12e+02
3.84e+02
3.56e+02
3.28e+02
3.00e+02

（b）燃油进口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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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

T/K

8.60e+02
8.32e+02
8.04e+02
7.76e+02
7.48e+02
7.20e+02
6.92e+02
6.64e+02
6.36e+02
6.08e+02
5.80e+02
5.52e+02
5.24e+02
4.96e+02
4.68e+02
4.40e+02
4.12e+02
3.84e+02
3.56e+02
3.28e+02
3.00e+02

8.60e+02
8.32e+02
8.04e+02
7.76e+02
7.48e+02
7.20e+02
6.92e+02
6.64e+02
6.36e+02
6.08e+02
5.80e+02
5.52e+02
5.24e+02
4.96e+02
4.68e+02
4.40e+02
4.12e+02
3.84e+02
3.56e+02
3.28e+02
3.00e+02

（c）管路外壁温度分布

（d）内隔热气膜温度分布

图 15 工况 Q2 外隔热计算结果

3.3

内外混合隔热设计与计算

3.4

3 种隔热方式对比
不同隔热方式下燃油出口及油管壁面平均温度

见表 4。通过比较表 3、
4 中的计算结果可知，混合隔
热效果最好。与无隔热设计的油管相比，主油路燃油
出口温度由 316.42 K 降低为 305.90 K，燃油温升减
小 64%；副油路燃油出口温度由 331.48 K 降低为
314.77 K，燃油温升减小 53%。
表 4 不同隔热方式下燃油出口及油管壁面平均温度
方式

T/K
主油路出口

副油路出口

油管外壁

油管内壁

综合前面的设计方法，
叠加内隔热和外隔热气膜

内隔热

306.51

315.49

793.89

392.26

层，燃油总管内隔热气膜依然采用 1 mm 间隙，外隔

外隔热

308.18

319.37

796.35

425.63

混合隔热

305.90

314.77

799.78

386.74

计算表明，隔热效果越好，燃油温升越小，则燃油
管外壁温越高，
同时内壁温越低。在混合隔热下，
油管
外壁温度高达 799.78 K，比原型结构壁温 704.57 K
高 95.21 K；
油管内壁温降为 386.74 K，比原型结构壁
温 569.24 K 低 182.9 K。
（a）总管内隔热气膜

（b）分管内隔热气膜

图 16 混合隔热设计

热气膜设置为 0.5 mm。燃
油分管内隔热气膜采用
0.5 mm 间隙，外隔热气膜
设置为 0.5 mm。混合隔热
设计如图 16 所示。设计点
工况 Q2 混合隔热计算结
果如图 17 所示。

T/K
8.60e+02
8.32e+02
8.04e+02
7.76e+02
7.48e+02
7.20e+02
6.92e+02
6.64e+02
6.36e+02
6.08e+02
5.80e+02
5.52e+02
5.24e+02
4.96e+02
4.68e+02
4.40e+02
4.12e+02
3.84e+02
3.56e+02
3.28e+02
3.00e+02

（a）管路内壁温度分布

T/K

T/K

8.60e+02
8.32e+02
8.04e+02
7.76e+02
7.48e+02
7.20e+02
6.92e+02
6.64e+02
6.36e+02
6.08e+02
5.80e+02
5.52e+02
5.24e+02
4.96e+02
4.68e+02
4.40e+02
4.12e+02
3.84e+02
3.56e+02
3.28e+02
3.00e+02

8.60e+02
8.32e+02
8.04e+02
7.76e+02
7.48e+02
7.20e+02
6.92e+02
6.64e+02
6.36e+02
6.08e+02
5.80e+02
5.52e+02
5.24e+02
4.96e+02
4.68e+02
4.40e+02
4.12e+02
3.84e+02
3.56e+02
3.28e+02
3.00e+02

（b）燃油进口温度分布
T/K

8.60e+02
8.32e+02
8.04e+02
7.76e+02
7.48e+02
7.20e+02
6.92e+02
6.64e+02
6.36e+02
6.08e+02
5.80e+02
5.52e+02
5.24e+02
4.96e+02
4.68e+02
4.40e+02
4.12e+02
3.84e+02
3.56e+02
3.28e+02
3.00e+02

（c）管路外壁温度分布
T/K

8.60e+02
8.32e+02
8.04e+02
7.76e+02
7.48e+02
7.20e+02
6.92e+02
6.64e+02
6.36e+02
6.08e+02
5.80e+02
5.52e+02
5.24e+02
4.96e+02
4.68e+02
4.40e+02
4.12e+02
3.84e+02
3.56e+02
3.28e+02
3.00e+02

（d）混合内气膜温度分布

（e）混合外气膜温度分布

图 17 工况 Q2 混合隔热计算结果

较低的燃油管路内壁温度对于减小传热量、降低
燃油热负荷效果显著，有利于避免燃油因过热而积
碳、
结焦[16]。

4 结论
（1）油管的温度分布与隔热结构及燃油流动状态
密切相关；
（2）通过对计算模型在发动机典型工况下的分析，
找出了燃油管路温度分布的特点与潜在过热点位置；
计算结果表明：气膜隔热可使燃油温升显著降低，达
50%以上；
（3）进一步研究热防护设计时，
希望通过引入外涵
道冷气进入燃油管隔热通道内，
再次降低燃油温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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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轴承腔换热特性研究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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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 航空发动机动力传输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沈阳 110015）

摘要：轴承腔是航空发动机机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换热特性对滑油系统热分析有决定性影响，为此，对航空发动机典型
轴承腔的换热特性进行研究。以 ANSYS 有限元分析软件结合 APDL 语言，对典型轴承腔进行有限元建模，并对边界条件进行计算加
载，得到了在不同供油量和滑油供油温度下的轴承腔换热特性曲线。采用本方法计算的轴承腔特性与发动机地面试车数据符合性
良好，所得到的典型轴承腔换热特性曲线可简化滑油系统热分析，取得很好的系统计算结果。并开辟了通过提高轴承腔换热特性曲
线精度而提高系统计算精度的研究途径。本文的计算方法及结果可为发动机整机试车及润滑系统设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轴承腔；换热特性；热分析；滑油系统；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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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for Aeroengine Bearing Cavity
SU Zhuang袁MAO Hong-tu袁YU Li袁GU Zhi-ying
渊Key Laboratory of Power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for Aeroengine袁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aeroengine mechanical system, its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of bearing cavity has a decisive influence

on the oil system thermal analysis. Based on ANSYS and APDL, the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 curves of the bearing cavity with different oil

supply and temperature were obtained using finite element modeling and loading boundary condition. The bearing cavity characteristics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ngine ground test data, which can simplify the oil system thermal analysis. This method improves the calculation

accuracy of system by increasing accuracy of bearing cavity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 curves, which provides the reference for engine test
and oil system design.

Key words: bearing cavity曰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曰thermal analysis曰oil system曰aeroengine

0 引言

滑油箱、散热器等外部附件，其发热量主要由各轴承

滑系统是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承担发动机的高低压转子支点轴承、传动齿轮等
部件的润滑和冷却工作。主要包括供回油系统、密封

腔和附件机匣产生，其中轴承腔的发热量最大。因此
轴承腔换热特性的准确性将直接影响滑油系统热分
析的精度。

增压系统、通风系统等，通常是封闭式循环系统。滑油

一般使用有限元法和热网络法对滑油系统进行

系统热分析是航空发动机滑油系统设计的重要组成

热分析[3]。本文应用有限元计算方法，以 ANSYS 有限

部分，
也是系统设计的基础[1]。通过滑油系统热分析，

元分析软件为工具，对某型发动机的轴承腔换热特性

可以确定滑油系统的工作温度水平、
主轴承的工作温

进行分析计算；应用 ANSYS 的 APDL 语言研究不同

度、轴承腔温度场及系统的循环量等参数，对系统冷

供油温度和供油量对发动机轴承腔换热特性的影响，

却方案及确定轴承腔的冷却隔热措施具有重要作用 。

并得到在不同供油量和供油温度下轴承腔换热特性

航空发动机滑油系统通常包括各轴承腔和附件机匣、

曲线，反映了不同供油温度下时轴承腔的发热量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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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通过与发动机实际试车数据进行对比，验证了轴
承腔换热特性的准确性；通过研究轴承腔换热特性，

承处的换热采用发动机主轴承内部换热准则[10]，如式
（4）所示。
Nu=0.11（Re 2·Pr）0.35

确定了在不同供油温度下轴承腔的发热量水平，为系

（1）

统设计提供了参考。提高了滑油系统热分析的精度，

Nu=0.664Re 0.5Pr1/3，
Re<5×105

在得到轴承腔的准确换热特性后，
可以大幅简化滑油

Nu=0.037Pr1/3（Re 0.8-23000），
Re>5×105

系统的热分析过程，直接将轴承腔换热特性曲线应用

虔
Nu=0.59（Gr·Pr）蚣
，
（Gr·Pr=104~109）

到系统热分析的热平衡计算中，
提高了热分析计算效

虔
Nu=0.10（Gr·Pr）蚧
，
（Gr·Pr=109~1013）

率，完善了滑油系统热分析方法，并为发动机整机试

（3）

式中：
Nu 为努塞尔数；
Pr 为普朗特数；
Gr 为葛拉晓夫数。

车的轴承腔温度监控提供了参考。

n 1- d0 cos 茁
琢=0.0986
Dm
v

1 轴承腔换热特性计算模型
轴承腔的主要结构沿发动机轴线轴对称，因此在

（2）

1
2

KPr

1
3

（4）

式中：琢 为对流换热系数；
n 为转速；淄 为运动黏度；d0

发动机高速旋转下轴承腔的温度分布也沿轴线轴对

滚子直径；
茁 为接触角；Dm 为轴承当量直径；K 为导热

称。轴承是 1 个高速回转体，
可认为轴承的温度场沿

系数。

周向均匀分布，即轴承温度轴对称分布，于是将 3 维

轴承发热边界条件是由轴承的摩擦力矩引起的

问题简化为 2 维问题[4]。根据 2 维轴对称问题的导热微

摩擦热，
以热流密度的形式加载。用 2 维轴对称模型

分方程[5]，
即可求解轴承腔的温度分布。应用 ANSYS 有

模拟轴承的滚动体有些过于简化，同时，滚动体与滚

限元分析软件对某型发动机典型轴承腔建立 2 维轴对

道间已经被润滑油分隔开，其温度分布对整个轴承腔

称 模 型 [6]，选 用 PLANE55

影响很小，
所以，
在计算模型中将滚动体忽略。

4 节点四边形单元进行网

在 ANSYS 热分析中，单独的对流换热边界可以

格划分，得到某型发动机

直接加载到模型上；既有对流换热又有摩擦热的边

前轴承腔的有限元模型，

界，则通过采用表面效应单元 SURF151 来施加 2 种

如图 1 所示，并将发动机

以上的边界条件[11]。即将对流换热边界条件直接加载

的真实材料特性[7-8]赋给模
型的不同部分。

图 1 前轴承腔的有限元模型

到有限元模型，以热流密度的形式将轴承摩擦热加载
在表面效应单元 SURF151。在轴承内外圈跑道上分

轴承腔的边界条件主要分为轴承腔外侧边界条

别建立表面效应单元，将轴承处的对流换热边界加载

件和轴承腔内侧边界条件，
是轴承腔温度分布的决定

到实体模型，
将摩擦热的热流密度加载到内外圈跑道

性因素，
因此必须合理选择。

上的面效应单元 SURF151。根据 Burton 和 Steph[12]建

轴承腔外侧边界条件受发动机空气系统封严冷

议，滚动轴承的接触摩擦生热一半进入球，另一半进

却空气和轴承腔外部流道空气的影响，直接由空气系

入套圈。轴承在高速旋转时，滚动体离心力造成内外

统确定。某型发动机经过地面试车试验，空气系统参

圈接触角不同，可以把摩擦力矩等额分成内 / 外圈分

数经过试验修正，给出了接近发动机实际状态的空气

量[13]。因此，进行摩擦热分配时，
将一半轴承摩擦热加

系统边界条件。为保证计算分析的准确性，本文的轴

载到轴承的内 / 外圈跑道上，即在轴承内 / 外圈滚道

承腔外侧空气系统边界条件取空气系统提供的轴承

上分别施加 0.25 倍的轴承总摩擦热。
用 FORTRAN 程序计算在不同供油量和滑油供

腔外侧空气边界条件。
轴承腔内侧边界条件根据轴承腔内部结构特点，

油温度下的轴承腔内部发热量及边界条件。计算轴承

区分为轴承腔壁面和轴承处的边界条件。其中轴承腔

发热量、
密封摩擦发热量、
密封空气泄漏热量，边界条

壁面边界条件根据壁面处的流动状态，分别采用流体

件计算为各处对流换热系数，最终得到发热量后，建

流过平板的换热、空气与竖壁之间的自然对流换热

立 轴 承腔 的 有 限 元 模 型 。 用 FORTRAN 程 序调 用

[9]

来处理，
根据式（1）、
（2）、
（3）求得。轴承处的边界条件

ANSYS 程序

需要同时加载换热边界条件和轴承发热边界条件。轴

FORTRAN 程序计算轴承腔内部边界条件，将其加载

，在 ANSYS 中的 APDL 语言再调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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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限元模型上并进行计算，同时运用 APDL 语言进

从图中可见，随着滑油供油温度的升高，轴承腔

行轴承腔与外部换热量的计算，
以及对轴承腔外部边

的回油温度也升高，而轴承腔对滑油的总加热量反而

界进行热流量的积分 ，得到轴承腔边界处的总换热

减少，这是因为随着滑油温度的升高，滑油温度与轴

量，这部分热量是空气系统传入轴承腔的热量与轴承

承腔内部壁面的温差减小，滑油与壁面的换热量减

腔向外传出热量之和。最后，
将轴承腔与外部换热量

少，
滑油带走的热量也减少。因此，在系统设计时应尽

结果反馈至 FORTRAN 程序，计算出在不同供油量和

可能降低滑油供油温度，以期用滑油带走更多热量，

滑油供油温度下的轴承腔总加热量和回油温度，得到

有效降低轴承腔的工作温度。

轴承腔换热特性曲线。轴承腔的总热平衡方程为

2.2

[15]

Qoil=撞QZC+撞QMF+撞Qseal+QWJ

供油量对轴承腔换热特性的影响
在滑油供油温度确定时，
不同供油流量下典型轴

（5）

撞QZC 为轴承的总发
式中：
Qoil 为滑油回油带走的热量；

承腔回油温度和总加热量的变化趋势对轴承腔换热

漏热；
QWJ 为轴承腔外部边界的总换热量。

油流量为 q，对设计供油流量进行增减并进行计算。

热量；
撞Q MF 为密封总摩擦热；撞Q seal 为密封总空气泄

特性的影响分别如图 5、6 所示。其中，前腔的设计供

轴承腔换热特性计算原理如图 2 所示。

图 5 前腔供油流量变化时

图 6 前腔供油流量变化时

回油温度变化

总发热量变化

从图中可见，当滑油供油温度确定时，轴承腔的
回油温度随着供油量的增加逐渐降低，而轴承腔的总
加热量则逐渐增加，但总加热量变化最大约 1％，可
以认为变化不大，
而回油温度变化最大约 9％。因此，
在滑油供油温度不变的条件下，轴承腔内部的边界条
件基本不变，
轴承腔的总发热量变化不大，
此时通过增
图 2 轴承腔换热特性计算原理

2 轴承腔换热特性分析

2.3

轴承腔换热特性与试验数据的对比
将设计点状态的模型发动机前轴承腔换热特性

应用上述计算方法对某型发动机设计点状态典
型轴承腔的换热特性进行计算，
得到在不同供油量和
供油温度下的典型轴承腔换热特性。
2.1

加轴承腔的供油量，
可以大幅降低轴承腔的回油温度。

供油温度对轴承腔换热特性的影响
在设计点供油量状态、不同滑油供油温度条件

下，前轴承腔滑油供油温度变化时典型轴承腔回油温
度和总加热量的变化趋势分别如图 3、4 所示。

的计算结果与发动机地面台架试车数据对比，设计点
状态的前轴承腔回油温度和计算的回油温度的误差
如图 7 所示。从图可见，
计 算 结果 与 试 车 数 据 的
误 差 较小 ， 误 差 范 围 在

图 7 前轴承腔回油温度

8％以内，计算精度可以

计算误差

满足工程设计需要。
根据地面台架点发
动 机 达到 稳 态 热 平 衡 后
的供油温度，计算得到的
前轴承腔温度分布如图 8

图 3 前腔回油温度变化

图 4 前腔总加热量变化

所示。

T/K

图 8 前轴承腔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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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采用本文的计算方法，得到某型发动机中、后轴

（1）当滑油流量一定时，轴承腔的回油温度随着

承腔在设计点状态下的轴承腔换热特性曲线，如图

滑油供油温度的升高而升高，但轴承腔对滑油的总加

9、10 所示。

热量逐渐减少。滑油供油温度越低，
轴承腔换热量越
大，
越有利于系统散热，
因此，
系统设计时应尽可能降
低滑油供油温度，使轴承腔更好地散热。
（2）供油量变化对整个轴承腔的换热有较大影响，
增加供油量会使回油温度大幅降低，但过多的增加轴
承供油会大幅增加轴承的搅拌热，
导致轴承局部温度

图 9 中腔回油温度变化

图 10 后腔回油温度变化

升高，
对轴承腔局部散热不利。从轴承腔总体来看，当

将这些特性曲线及前述的前腔特性曲线应用到

供油温度一定时，轴承腔的回油温度随着供油量的增

滑油系统热分析程序中，各轴承腔直接采用计算得到

加逐渐降低，而轴承腔的总加热量则逐渐增加，但总

的换热特性曲线与其他滑油系统附件连接，形成系统

加热量相对变化较小。在滑油系统设计时，应考虑搅

循环计算网络，通过系统迭代循环，实现系统热平衡，

拌热的影响，在不明显增加搅拌热的条件下，可以通

系统计算原理如图 11 所示。

过适当增加轴承腔供油量的方式，
降低轴承腔的回油
温度。
（3） 换热特性曲线可以表示出轴承腔的换热特
性，
轴承腔的换热特性曲线可以代表发动机在稳定状
态下轴承腔的热特性，并可直接应用于滑油系统热分
析中。
（4） 将轴承腔的换热特性简化为换热特性曲线
后，
在系统分析中可将轴承腔当成 1 个换热单元来处
理，通过试验和分析手段得到这条特性曲线后，将大
大简化系统热分析过程。即得到所有滑油附件和轴承
腔的换热特性曲线后，系统热计算为各元件的换热特
性曲线相连接，随后进行迭代计算，达到热平衡即可。
（5）可通过试验和分析手段单独研究轴承腔的换
热特性，不断提高轴承腔换热特性曲线精度，有利于
进一步提高系统分析精度。

图 11 滑油系统计算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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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滑模控制方法的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改进设计
徐清诗，郭迎清
（西北工业大学 动力与能源学院，西安 710129）

摘要：为改善传统基于线性控制方法（PID 控制）设计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在极限保护方面的不足，提出利用非线性控制理
论——
—滑模控制取代原有控制系统中的线性控制器，设计了发动机稳态控制器与基于 max-min 控制逻辑的极限保护器的综合系
统。与传统 PID 控制方法的控制效果相比较，滑模控制方法可在保证发动机不超限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发动机潜能。讨论了边界层厚
度等因素对滑模控制抖动的影响。采用滑模方法设计的控制器在硬件在回路平台（HIL）上通过了仿真验证，满足实时性要求。
关键词：滑模控制；PID 控制；max-min 选择逻辑；
硬件在回路仿真；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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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 Design for Aeroengine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Sliding Mode Control Method
XU Qing-shi袁 GUO Ying-qing
渊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袁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袁Xi'an 710072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inherent vice in limit protection which were designed by traditional method of aeroengine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linear regulators 渊PID冤, a nonlinear control method on Sliding Mode Control 渊SMC冤replaced the usual PID regulators was

proposed. The steady-state controller was combined with limit regulator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max-min selector system. Compared with

controller by PID, the controller by SMC can ensure that engine have a better performance with the prescribed limits. Effects of parameters
such as the boundary layer thickness on sliding mode were discussed. SMC system was applied on a hardware -in -the -loop real -time
simulation platform.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hod can meet the real-time requirements.

Key words: sliding mode control(SMC)曰PID曰min-max logic arrangement曰hardware-in-the-loop real-time simulation曰aeroengine

0 引言
滑模控制作为 1 种强鲁棒性非线性控制方法在
飞行器制导与控制[1]、机器人控制[2]等领域已有广泛应

在飞行条件发生剧烈变化等情况下也极易发生，因
此，有必要研究在稳态控制作用下发动机不超限问
题。Max-min 选择逻辑作为 1 种典型的管理机制[9]，
通

用。但由于滑模控制方法控制具有不连续性，在实际

常在发动机控制变量只有 1 个，
而被控制量有多个时

系统应用中因系统惯性等因素不可避免地出现高频

（用于控制发动机转速和限定系统在不同设计点均能

抖振现象[3]。早期的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受机载计算

保持在规定的限制范围内），
能显著发挥作用。本文正

机计算能力低下以及滑模控制在抑制抖振方面研究

是在 max-min 选择逻辑的基础上设计了基于滑模控

不成熟的影响，滑模控制方法未能应用于航空发动机

制方法的极限保护控制器与稳态控制器的综合系统。

控制系统中。近几年，美国 NASA[4]和克利夫兰州大学

1 稳态控制器设计

的 Hanz 教授等提出利用滑模控制方法改进现有极限
保护控制中的 max-min 逻辑[5-7]，
取得一定成果。

稳态控制的目的是在相对较长的周期内调节发

在对航空发动机加、
减速计划线进行设计时已充

动机的性能，使其接近期望工作状态[10]。稳态控制又

分考虑超温、超转、
喘振裕度等因素[8]。而发动机超限

称设定点控制，稳态工作点有时被称为设定点，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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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由发动机产生的 1 个固定的功率状态，该状态由发

（s）=sign（s（0）
），利用该式将上式的积分化简求解可

动机转速或增压比控制。
1.1

对于理想的滑模控制，s 的符号一般是恒定的。sign

理论分析

得
tr= |s（0）|
浊

为简要分析滑模控制方法，
首先采用小偏离线性
化得到发动机某个稳态点模型，
对控制器应用滑模控
制。以发动机燃油流量 W F 为控制输入，控制风扇转
子转速 Nf。由于发动机稳态点模型的传递函数中分
子是高于 2 阶的，利用传统的求取等效控制方法设计
滑模控制器时，输入的高阶微分项在控制计算时有诸

实践中，若想达到期望的调节时间，可通过调节
来实现。
通过
当系统到达滑模模态 s=0，
必有 y*=y。由此，
u=y-Gx 与被控对象状态相关联，
可得
x觶 =（A -BG）x+By

多不便，本文采用积分式滑模控制方法[11]对发动机进

（8）

式（8）是反映了滑模动态与原发动机模型相关联

行控制。
假定发动机的稳态点模型用状态空间的形式为

的降阶关系式。如果 A -BG 是稳定的，那么就能实现
稳定状态。其中稳定状态为x觶 =0，x觶 =x，由此计算

x觶 =A x+Bu
y=Cx

式中：x=[驻Nf

（7）

x=-（A -BG）-1By

（1）

驻Nc] ，分别表示风扇转子转速偏移量

和核心转子转速偏移量；被控对象的输入 u 为发动机

*

要求的与 yexp 对应的期望值可计算得

燃油流量偏移量 驻W F；输出 y 为风扇转子转速偏移量

y=

驻Nf。

的辅助输出为
y*=Gx+u

（2）

式中：
G 用于表征被设计滑动系数的 1 个向量。
y 是 yexp 所对应的 1 个恒
令滑动函数为 s=y*-y，
值，
用于实现稳态时达到期望转速。
引入 s 的微分，根据滑模控制理论设计实现条件
为
s觶 =-浊·sign（s）

（3）

<0。由此可得
（4）

T
定义 xa 为扩展状态 xa = [x|u]，ur 为控制速率 ur=u觶 。那

么，
控制速率可描述为

s=Gx+u-y=Gx+u-Gx-u=G（x-x）+（u-u）
1.2

（11）

仿真实例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
将简化的设计应用到控制风

扇转速问题中。仿真中为减弱抖振，将式（3）中的符号
函数用饱和函数替代，这个设计包含 3 个要素：
（1）选择 G 决定滑模动态的特征值；
（2）选择切换增益 浊 的值以满足调节时间要求，
选择边界层厚度 准 以削弱抖振影响；
风扇速度增量。
首先可直接得到极点位置，因 A -BG 为 2 阶，极
点可以反映理想时间常数和阻尼值。令阻尼比 灼=0.7，
自然频率 棕n=11.43 rad/s，可计算极点位置为 -8±
8.1616i，
其中相关的调节时间为 0.5 s。通过在 Matlab
中编写程序得到 G 值，根据 Matlab 计算结果取 G=
[0.1405-0.0318]。

ur=-G[A |B]xa=-浊·sign（s）

（5）

此时，由实现条件s觶 =-浊·sign（s），从零时刻到 s 到
达零值的时间内积分。令滑模实现时间为 tr，
由此可得
tr
0

sign（s）dt

设 驻Nf 的期望值为 340，根据式（10）计 算可得

y=34.4252。根据式（7）可得

对上式进行积分即为滑模控制的控制律。

s（tr）=0=s（0）-浊

（10）

（3）通过期望转速计算相应的 y，以匹配想要的

很明显，上式是满足滑模存在和到达条件的 s s觶
s觶 =G（A x+Bu）+u觶 =-浊·sign（s）

yexp
C（A -BG）-1B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
可推得滑动方程为

设发动机的期望转速偏移量为 yexp。由于 A 为

n×n 非单一的矩阵，并且（A ，B）可控。定义 1 个系统

（9）

相应的稳态输出 Cx=yexp，由等价代换 y =Gx+u 所

T

（6）

軃
浊= |s（0）| = y =23
tr
tr
根据式（5），
可在 Matlab/Simulink 下搭建模型。

稳态控制 驻Nf 的输出响应如图 1 所示。为使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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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更为明显，图 1 中的输出未考虑设计点的值，即

图 1 为风扇转子转速偏移量 驻Nf 的响应输出，其期望
目标值为340；
滑模变量 s 如图 2 所示，
其目标值为0。

限保护方面表现出很强的优越性。基于极限保护控制
中普遍采用 max-min 控制逻辑，滑模控制方法能够
克服线性控制器的许多缺陷。max-min/SMC 方法的中
心思想是针对不同的限制输出和主控制输出，定义不
同的滑动变量。限制输出变量所对应的滑动变量与稳
态控制器设计类似，定义为限制输出变量与极限值的
差值。当某个滑模控制器起作用时，
相应的限制输出
不会超过其设定的极限值，其他变量也不会超过其限
制量。其控制逻辑如图 5 所示。

图 1 稳态控制 驻Nf 的
输出响应

1.3

图 2 稳态控制 s 的
输出响应

结果分析

仿真结果如图 1～3 所示。从图 1 可见，驻Nf 的

响应结果略有超调，这是

因为滑动变量 s 直接控制
的量是等效输出 y*，而不
是输出 y。从图 3 可见，y*
在到达稳态值后就一直
稳定在该区域，满足了滑
动模态的特性。

图 5 max-min/SMC 控制逻辑

图 3 稳态控制 y* 的
输出响应

由式（11）可见超调量与调节时间 浊 有关，这是因
为定义滑动变量 s 不仅与状态 x 有关，也与输入 u 有

与基于线性调节器的最大最小选择逻辑相比，基
于滑模控制的最大最小选择逻辑的所有输出原则上
都不会超过其限定值，其优势明显。

关。当 浊 增大，
调节时间减小时，为满足这一调节，输

对于 1 种新的控制律，最重要的是保证其稳定

入 u 在短时间内有 1 个激增然后迅速减小，稳定在某

性 [12]。max-min/SMC 方法已被证明是渐进稳定的，能

个值上，对应地使滑动变量 s 趋于零，根据式（11）的

保证稳态误差收敛到零。

计算结果，状态量 x（输出

从图 5 可得
ur=max {min {urj},urk}

y 即 为 第 1 个 状 态

k∈H

x1=驻Nf） 有 1 个短时间的

制器输出；
H={l+1，
l+2，…，h}；
urk 为与最大选择器相

matlab 中改变 浊 对比仿真

关联的控制器输出。

结果，
如图 4 所示。实际选
不超限，应使调节时间尽

（12）

式中：L={1，
2，…，
l}；urj 为与最小选择器相关联的控

超调。为验证推理，可在

择参数 浊，保证各被控量

j∈L

图 4 改变 浊 时，驻Nf 的
响应结果对比

可能短。
上述过程中的变化以矩阵 G 值不变为前提。G
值的设定用来改变输出的动态响应特性，反映了极点
的位置。

图 5 中各限制保护的滑模控制器设计与稳态滑
模控制器设计类似，设发动机模型为
x=A x+Bu，yi=G ix+专iu

（13）

式中：yi 为不同极限保护控制量，对应到发动机为涡
轮前温度、喘振裕度等。由 s i=yi-yi，令s觶 i=-浊·
（s i），
i sign
设 ur=u觶 ，可得

2 极限保护控制设计及与稳态控制的综合

s i=yi-yi，
令 uri= 1 （G（A
x+Bu）+浊·
（s i）） （14）
i
i sign
专i

2.1

由此可证，最大、最小选择器的类型与输出变量

理论分析
滑模控制方法在同时实现发动机的鲁棒性和极

要求的上限或下限以及 Θ 有关，结论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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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max-min/SMC 选择逻辑类型的规则

其调节器应
表 1 选择规则确定：控制 T48 不超过上限，

极限

专 的符号

选择逻辑的类型

选择 Min 逻辑；控制 PER 不超过上限，同样选择 Min

上限

+

Min

逻辑；要求 Ps30 不超过下限，选择 Max 逻辑；要求 Ps30

上限

-

Max

下限

+

Max

下限

-

Min

最终输出

n.a

Min

2.2

不超过下限，选择 Max 逻辑。最终结果如图 8 所示
（图中虚线表示极限限制值）。

参数设定对极限保护效果的影响

在矩阵 G 确定的前提下，即 s（0）已知，这时主要
影响滑模到达时间的是 浊。从 浊 的定义式可见，s觶 =-浊·
sign（s），是 s 的微分前的系数，即 s 的变化速率，可表
浊 越大，调节时间越
示为：
s=e -浊·e sign（ s）。从图 4 中可见，

Time/s

（a）高压涡轮进口温度 T48

（b）增压比 EPR

（c）燃烧室进口总压 Ps30

（d）喘振裕度的 SmHPC

短，所带来的超调也越大；
浊 越小，调节时间越长，超
调量相应减小。
当控制系统中有多个滑模控制器并利用最大最
小选择逻辑来进行协调配合时，若均为最小选择逻
辑，当某些 SMC 的 浊 选择
较小时，SMC 的值也偏小，

图 8 极限保护结果

其作用体现不明显；若均

为与前述稳态控制器实例结合，仍采用 W f 为控

为最大选择逻辑时，结果

制量，主被控制量为风扇转子转速偏移量 驻Nf，期望

相反。通过以下例子

值为340，其他限制保护的被控量为 T48、PRE、Ps30，仿真

（Ps30/W f 最小选择逻辑）求
解，如图 6 所示（设定限制

（a）浊 较大时

值为 0）。 从 图 6（a）中 可

节时间略有延长，篇幅有限，这里不列图示意）。

从图中可见，只要最后的控制权限落在控制 驻Nf

见，浊 较 大 ， 控 制 作 用 较

的调节器中，那么 驻Nf 的稳态误差必然为零，因为滑

强，
Ps30/W f 即使有短时间超

模控制可使滑动变量 s 趋于零，对应地，即达到风扇

限也会被抑制；从图 6（b）
中可见，浊 较小，短时间超
限被忽略，长期如此会严
重影响发动机寿命

。与

[13]

此同时，研究发现，极限保
护 在 争 夺 控 制 权 限 时 ，浊
对抖振也有重要影响，如
图 7 所示。因此，合理选择

转速的期望值。相比于传统线性控制，
max-min/SMC
（b）浊 较小时

能保证各限制变量不超过限定值，
更能发挥发动机潜

换中 Ps30 输出响应

能。控制的意义在于使发动机工作状态尽可能地靠近
其极限，加入极限保护必然会增加调节时间，即不超

（a）浊 较小时

程度地减少抖动。
2.3

限是以牺牲一部分性能为代价的，
如果某种控制方法
能使发动机更加靠近其极
限边界，则这种性能损失

（b）浊 适中

能使各控制器均在极限保
护中发挥作用，同时最大

控制逻辑在主控制器与极限保护控制器综合作用时，

图 6 在多 SMC 控制器切

主稳态控制器以及各极限
保护 控 制 器 中 的 参 数 浊，

结果如图 8 所示（驻Nf 试验结果与图 1 的类似，但调

越小。线性控制虽然也能
保证不长时间超限[14]，如图

Time/s

（c）浊 较大时
图 7 不同 浊 值下 FW f 比较结果

仿真实例
仿真中所用发动机线性模型的各系数矩阵根据

9 所示。但也绝不可能使极
限保护的量达到界定边界
（限于篇幅，不列图示意）， 图 9 PID 控制方法的极限
保护效果
在实际应用时，相对于安

徐清诗等：基于滑模控制方法的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改进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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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边界留有一定裕度；同时，由于 PID 调节作用较温
和，使得最后稳定所需的调节时间较长。滑模控制在
这方面表现出明显优势，提升了发动机机动性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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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在回路实时仿真试验验证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
仿真技术逐步被引

入航空发动机控制领域，以其短周期、低成本、低风险
的巨大优势成为研制先进水平发动机数字控制系统

滑模控制具有强鲁棒性，
如果不改变控制器的参
数，仅将不同的稳态点模型替换进行仿真，滑动函数
最后能稳定在 s≠0 的某个值上，仿真发现抖动非常
大，其鲁棒性越强，模型不准确时最后达到的稳态值
越接近期望值。实践中只能对抖动与鲁棒性进行最佳
折中。
为改善滑模控制的抖动问题，利用饱和函数替代
荠

实现条件中的符号函数，使得处于零值附近的s（x）

的重要途径。基于发动机控制系统研制实时性的要求
和航空发动机数控系统实时仿真平台[15]，从模型建立
开始，
经过控制规律分析和仿真、自动代码生成、代码
编译链接、下载至实时控制器硬件直至在由被控对
象、执行机构、传感器等真实硬件设备所构成的闭环
回路中运行控制系统等一系列完整过程，将利用滑模
控制方法设计的控制器在硬件在回路平台上进行了
仿真验证。
下面以加入极限保护（仅加入 T48）的滑模控制器

的设计过程中发现 浊 对抖动也有很大影响。通过分

与主控制器（控制风扇转子转速 驻Nf）的综合系统的

别改变 准 和 浊 的值来讨论其对抖动的影响，结果如

空间，
如图 11 所示。

的不为第 2 类间断点。同时，在 SMC 极限保护控制器

图 10 所示。

（a）浊 减小 10 倍

试验为例，将整个过程的试验数据导入 Matlab 工作

（b） 准 放大 10 倍

图 11 硬件在回路平台与 Matlab 仿真结果对比
（c） 浊 基准值

（d）准 为基准值

试验结果与数字平台
仿真结果对比如图 12 所
示。由于试验中连续系统
离散化，
考虑到数据转换、
A/D 和 D/A 处理等造成的

（e）浊 增大 10 倍

（f） 准 缩小 10 倍

图 10 滑模控制抖动放大效果

误差，
在试验允许范围内， 图 12 发动机与控制器端
数据对比
二者的趋势大致相同。在
后期研究中可以采用更高精度的数模转换单元或更
改数据传输方式来解决。本文基于 Vxworks 的仿真系

从图 10 中可见，浊 （计算时主要考虑其对滑模到

统为硬实时系统，即一旦计算负载超过硬件可承受

达时间，即调节时间的影响）对抖动的影响要比边界

值，
仿真将中断，
而多次仿真验证中也无迟滞现象，说

层厚度 准 大。在实际应用中，
浊 主要用于计算调节时

明这种基于滑模控制规律的极限保护与稳态控制器

间。准 的设计目的是尽可能地减弱抖动。当然，
在后续

相结合，
可以在现有硬件平台下实时运行。因此，在如

研究中可尝试其他较新的消抖方法。

该试验平台的的软、硬件配置下，由滑模控制方法设

计的控制器能实时仿真，具有工程价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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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基于滑模控制方法的控制器，在极限保护控

制中保证了极限保护变量不超限，
使得发动机在设置

LU Jun，
GUO Yingqing，
WANG Lei. A new method for designing optimal control law of aeroengine in transient states [J].Journal of
Aerospace，
2012，
27（8）：
239-245.（in Chinese）
[9] Csank J，
Ryan D M，
Jonathan S L，
et al. Control design for a generic
commercial aircraft engine[R]. AIAA-2010-6629.
[10] 赵连春，杰克·马丁利. 飞机发动机控制——
—设计、系统分析和健

输出变量的限定值时，不必像传统方法那样保守，能

康监视[M]. 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09：78-95.

更好地发挥发动机的潜能。

Jaw Link C，Jack M D. Aircraft engine control: design, system analy-

（2）滑动系数 浊 和边界层厚度 准 均会对滑模控
制的抖动产生影响，且前者的影响比后者的大。
（3）硬件在回路平台上的仿真结果表明：在该平
台的软、硬件配置下，滑模控制器的实时性能够得到
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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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驱动涡扇发动机星型齿轮减速器
安装角度计算与分析
冯

金，
章焕章，
娄 鹏，
罗 健

（中航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201108）

摘要：为支撑宽体客机发动机总体方案论证，以齿轮驱动涡扇发动机 5 路分流星型齿轮减速器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星型齿轮
减速器所受重力载荷及人字齿轮啮合时产生的扭矩对传扭支架受力的影响。在考虑重力载荷的基础上，根据啮合扭矩对星型齿轮
减速器安装角度进行了计算并使用有限元软件对结果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当齿轮啮合扭矩为顺航向顺时针时，应使任意支架连
杆处于 3 点钟位置；当齿轮啮合扭矩为顺航向逆时针时，应使任意支架连杆处于 9 点钟位置。
关键词：星型齿轮减速器；齿轮驱动；涡扇发动机；安装角度；人字齿轮
中图分类号：V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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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of Star Gearbox Mounting Angle for Geared Turbofan
FENG Jin袁ZHANG Huan-zhang袁LOU Peng袁LUO Jian
渊AVIC Commercial Aircraft Engine Co.袁 Ltd袁 Shanghai 201108袁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scheme demonstration of a wide-body jetliner engine, the influences of gravity load and herringbone

gears meshing torque to the carrier have been studied with regard to a star gearbox of five planets in a geared turbofan. Considering the

gravity load of the star gearbox and the meshing torque of gears, the mounting angle of the star gearbox has been calculated and verified by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one limb should be at the 3 o'clock while meshing torque is clockwise along the aircraft body
axis, and one limb should be at the 9 o'clock position while meshing torque is anticlockwise along the aircraft body axis.
Key words: star gearbox; gear-driven; turbofan engine; mounting angle; herringbone gear

0 引言

研究，
如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对齿轮驱动涡扇发动

高涵道比双转子涡扇发动机自 20 世纪 70 年代
初投入使用以来，与风扇相连的低压压气机和低压涡
轮受风扇叶尖切线速度限制，只能在较低转速下运

机的设计特点进行了分析 [9]，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对
基于流量法的齿轮传动涡扇发动机动态性能建模技
术展开了研究[10]。

行，
导致压气机级数增加、质量大且效率低。为此，可

齿轮传动涡扇发动机与传统 2 轴涡扇发动机最主

在由低压压气机和低压涡轮组成的低压转子与风扇

要区别在于风扇和低压转子之间的齿轮减速器，相比

转子间安装 1 套齿轮减速器，
使风扇转子在低转速下

在航空领域[13-14]中，
特别是
船舶[11-12]及风电等其它领域，

工作，而低压转子在高转速下工作，构成齿轮驱动涡

在涡扇发动机中使用的齿轮减速器载荷大、
转速高、
寿

扇发动机（Geared Turbofan） 。目前采用此构型的涡

命长，
设计难度较大，
在国内处于理论研究阶段[15-16]。

[1-2]

扇 发 动 机 主 要 为 美 国 PW 公 司 的 清 洁 动 力

本文以齿轮驱动涡扇发动机 5 路分流星型齿轮

（PurePowerTM）PW1000G 系列发动机[3-5]。中国对上述

减速器为研究对象，对在齿轮减速器重力载荷及人字

发动机的研究尚处于预研阶段

，只进行了相关理论

[6-8]

齿轮啮合扭矩作用下传扭支架的受力情况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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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理论计算确定了星型齿轮减速器的安装角度并

为便于计算，假设图 2 中支架连杆截面为长方
形，长度为 H，宽度为 B，
x' 轴穿过其形心且平行于 x

使用有限元方法对计算结果进行验证。

轴，y' 轴穿过其形心且平行于 y 轴，截面内任意点相

1 星型齿轮减速器结构
星型齿轮减速器主要由太阳轮、行星轮、外齿圈、
轴承、
行星架及传扭支架等零组件构成，如图 1 所示。

对 x' 轴的距离为 y，连杆截面相对 x' 轴的惯性矩为
Ix'，抗弯截面系数为 W x'。
W x'= Ix'
ymax

减速器外廓尺寸约为 椎880 mm×680 mm，传动比约

ymax= Hsin琢i + Bcos琢i
2
2

为 3颐1，
传递功率大于 40000 kW。外齿圈作为输出端，
通过螺栓与风扇轴连接；太阳轮作为输入端，与输入
轴通过花键连接；整个齿轮箱的重力及齿轮啮合时产
生的扭矩通过行星架由支架连杆传递给传扭支架。
行星轮

行星架

（3）

设 琢i=0 时，连杆截面相对 x' 轴的惯性矩为 Ix，相对 y'
轴的惯性矩为 Iy，则 Ix' 为
Ix'= Ix+Iy + Ix-Iy cos 2琢i
2
2

传扭支架

支架连杆

（2）

（4）

其中
Ix= HB
12
Iy= BH
12

令 H=10 cm，B=2 cm，
则抗弯截面系数 W x' 随 琢i

外齿圈

的变化如图 3 所示。

图 1 星型齿轮减速器结构

2 重力载荷对安装角度的影响

30

15

传导到支架连杆根部的应力远大于齿轮箱重力作用

系数最大。由于抗弯强度

在支架连杆根部的应力，且减速器的姿态只有在飞行

随抗弯截面系数增大而提

10
5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转角 琢i（毅）
/

图 3 抗弯截面系数 Wx'
随 琢i 变化

高，为使支架连杆均匀承受行星架的重力，要求 琢i 尽
量接近 90毅。为方便计算，
将 琢i 锐角化为 琢'i。
当 -90毅≤琢i<90毅时
琢'i=|琢i|

方向竖直向下，支架连杆 i

（7）

当 90毅≤琢i<180毅时

与圆心连线逆时针旋转至

琢i

重力方向的转角为 琢i。当

琢'i=180毅-琢i

G

琢'i=琢i-180毅

Y

任意支架连杆位于顺航向

（8）

当 180毅≤琢i<270毅时

X

传扭支架也同时固定。设

（9）

当 270毅≤琢i<360毅时
琢'i=360毅-琢i

9 点钟位置时为齿轮箱初
始安装位置，如图 2 所示。

35

琢i≈5毅时，支架连杆的抗弯

器安装角度影响。根据前期计算可知，
由齿轮啮合力

齿轮箱安装角度固定时，

（6）

20

时，支架连杆的抗弯截面

设支架连杆 i 与圆心连线，方向指向圆心，重力

3

由从图 3 中可见，当

5 个支架连杆均匀分布，传扭支架的受力受减速

时其重力对传扭支架受力的影响。

（5）

25

截面系数最小；当 琢i=90毅

过程中才会发生变化，因此仅考虑减速器在水平放置

3

图 2 支架连杆周向角度

（1）

式中：子 为传扭支架在任意安装角度时其相对初始位
置逆时针旋转的角度，0毅≤子<72毅。

此时，对 琢i 的要求转变为对 琢 的要求，即要求
琢'i 尽量接近 90毅，当 子 逐渐增大时，琢'i 的变化如图 4

根据图中几何关系可知
（i-1）-子
琢i=18毅+72毅·

（10）
'
i

所示。
为方便显示，令 茁=min（琢'i），则当 茁 逐渐增大时，
的变化如图 5 所示。

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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琢'1
琢'2
琢'3
琢'4
琢'5

80
70
60

压力 /MPa
2.19+001

2.19+001

14

2.04+001

2.04+001

1.90+001

1.90+001

1.75+001

10

40

1.39-002

30

6

20

4

10

2
10 20

30 40 50
转角 子/（毅）

60

70

80

1.75+001

1.60+001

1.60+001

1.43-002

1.46+001

8

0

压力 /MPa

16
1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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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001

1.31+001

1.31+001

1.17+001

1.17+001

1.02+001

1.02+001

8.76+000

8.76+000

7.30+000

0

10 20

30 40 50 60
转角 子/（毅）

70

图 4 支架连杆夹角 琢'i

图 5 支架连杆最小夹角 茁

随 子 的变化

随 子 的变化

80

从图 5 中可见，当 子=0毅、36毅时，即当任意 1 个支
架连杆位于 3 点钟或 9 点钟方向时，
茁 取值最大；当

7.30+000

5.85+000

5.54+000

4.39+000

Z

X

2.93+000

X

1.48+000

Y

1.99-002

Z

4.39+000
2.93+000

Y

1.47+000
1.34-002

（e）兹=48毅

（f）兹=60毅

图 7 不同重力载荷下支架连杆根部应力分布

子=18毅、54毅时，即当任意 1 个支架连杆位于 6 点钟或

为便于计算，统计

12 点钟方向时， 取值最小。使用有限元软件对上述

不同重力载荷下支架连

结论进行分析，对行星架施加不同方向重力并将行星

杆根部所受最大应 力，

齿轮以质量点的形式平均

连杆根部应力变化如图

施加于轴承座上，模拟不

8 所示。

22.4
22.2
22.0
21.8
21.6
21.4
21.2
0

12

24

36
48
夹角 兹/（毅）

60

72

图 8 连杆根部应力变化

由上述计算结果可知，仅考虑重力载荷，齿轮箱

同安装角 度 下 传 扭 支 架
的受力状况，如图 6 所

的安装角度对传扭支架所受最大应力的影响较小。此

6
54
32 1

示：支架连杆 I 位于 6 点

外，
在 兹=0毅、36毅时，支架连杆根部出现最大应力，即当

钟方向，依次加载不同方

任意 1 个支架连杆位于 6 点钟或 12 点钟方向时，支

向的重力载荷 1 至重力

架连杆根部出现最大应力；在 兹=18毅、54毅时，支架连杆
图 6 传扭支架所受重力方向

根部出现最小应力，即当任意 1 个支架连杆位于 3 点

设重力载荷方向与垂直方向的夹角为 兹，取值分

钟或 9 点钟方向时，支架连杆根部出现最小应力。上

别为 0毅、18毅、24毅、36毅、48毅、
60毅。不同重力载荷下支架

述结论与之前的计算结果一致，即在仅考虑重力载荷

连杆根部的应力分布如图 7 所示。

的作用下，为减小传扭支架所受最大应力，需避免使

载荷 6。

压力 /MPa

压力 /MPa

2.13+001
2.23+001
1.99+001

2.08+001

1.84+001

1.94+001

1.70+001

1.79+001

1.56+001

1.64+001

1.42+001

1.49+001

1.28+001

1.34+001

1.14+001

1.19+001

9.94+000

1.04+001

+001

8.94+000

5.69+000

5.97+000
4.48+000

Z

X

2.99+000

X

2.34-002

（b）兹=18毅

压力 /MPa
2.23+001

2.04+001

2.08+001

1.90+001

1.94+001

1.75+001

1.79+001

1.60+001

1.64+001

1.46+001

1.49+001

1.31+001

1.34+001

1.17+001

+001 1.19+001

1.02+001

1.04+001

8.79+000

8.94+000

7.31+000

7.45+000

5.58+000

5.97+000

4.39+000

4.48+000

2.34-002

Z

2 个相邻支架连杆夹角的 1/4 处时，支架连杆根部所
受最大应力最小。因此，安装星型齿轮箱时，将任意支
架连杆置于 3 点钟或 9 点钟方向，
可使传扭支架受重
力载荷影响最小。

3 啮合扭矩对安装角度的影响

1.44+000

2.19+001

1.48+000

（c）兹=24毅

2.86+000

Y

压力 /MPa

2.94+000

Y

4.27+000

X

1.51-002

（a）兹=0毅

Z

Z

1.50+000

Y

8.53+000
7.11+000

7.45+000

重力载荷垂直通过任一支架连杆。此外，当重力通过

X

2.99+000
1.50+000

Y

1.74-002

（d）兹=36毅

行星轮齿轮轴轴承受
L

到的齿轮啮合力会对行星
架产生与太阳轮转动方向
H

相同的啮合扭矩并传递至
传扭支架。设齿轮啮合力由
行星架传递给传扭支架的

B

D

XC
ZC

啮合扭矩为 T；支架连杆到
太阳轮轴心的距离为 D，长
度为 L ，宽度为 H，厚度为
B，如图 9 所示。

图 9 支架连杆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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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考虑结构误差的情况下，啮合扭矩在支架连
杆根部产生的等效拉应力为 Fl，等效压应力为 Fy。
Fl=-Fy

（11）

T ·L·H
5D
2 = 6TL
Fl=
Iy
5DBH 2

部的作用力方向有 2 处相同，
3 处相反。为使支架连
杆根部受力均匀，应选择受力方向为 3 处相反的，即
当啮合扭矩为顺时针时，支架连杆处于 3 点钟位置，
当啮合扭矩为逆时针时，支架连杆处于 9 点钟位置。

（12）

由式（11）、
（12）可知，啮合扭矩在支架连杆根部
产生的等效拉应力和压应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故
在理想状态下啮合扭矩本身对安装角度无影响。

4 综合影响分析

对支架连杆处于 3 点钟位置时所受啮合扭矩的
情况进行有限元分析，设齿轮啮合时单个行星轮所受
到的径向力为 290 kN，其产生的扭矩连同整个齿轮
箱的重力作用在支架连杆根部时的受力情况如图 11
所示。

压力 /MPa

压力 /MPa

1.28+003
1.28+003

1.20+003

综合考虑重力载荷和啮合扭矩对安装角度的影

1.20+003

1.11+003

1.11+003

1.03+003

响，
可将由重力载荷作用在支架连杆根部的应力与由

1.03+003

9.42+002

9.42+002

8.57+002

8.57+002

7.71+002

啮合扭矩作用在支架连杆根部的应力进行叠加。啮合

7.71+002

6.86+002

6.86+002
6.00+002

扭矩本身对安装角度无影响，
可从 2 种应力方向的异

6.00+002

5.14+002

+0035.14+002

4.29+002

4.29+002

3.43+002

同判断安装角度。
支架连杆处于 3 点钟位置且啮合扭矩为顺时针

Z

3.43+002

2.58+002

X

1.72+002

Y

8.66+001
1.08+000

Z

2.58+002

X

1.72+002

Y

8.67+001
1.15+000

的情况与支架连杆处于 9 点钟位置且啮合扭矩为逆
时针的情况相近，支架连杆处于 3 点钟位置且啮合扭

（a）扭矩为逆时针

图 11 扭矩及重力对支架连杆根部作用力

矩为逆时针的情况与支架连杆处于 9 点钟位置且啮
合扭矩为顺时针的情况相近，
故仅针对支架连杆处于
3 点钟位置时所受啮合扭矩的情况进行分析。
扭矩及重力对支架连杆根部作用力的方向如图

（b）扭矩为顺时针

将 3 点钟位置支架连杆上端根部最大应力编号
为 1，其余根部最大应力按逆时针依次编号，则图 11
中各连杆根部最大应力见表 1。

10 所示。蓝色箭头朝上表示重力载荷在支架连杆根

MPa

表 1 连杆根部最大应力

部产生的拉应力，蓝色箭头朝下表示重力载荷在支架
连杆根部产生的压应力，红色箭头朝上表示啮合扭矩

编号

顺时针扭矩

逆时针扭矩

在支架连杆根部产生的拉应力，
红色箭头朝下表示重

1

1242.12

1284.68

力载荷在支架连杆根部产生的压应力，啮合扭矩方向

2

1250.37

1276.36

3

1263.24

1263.55

4

1276.64

1250.15

5

1284.62

1242.25

6

1284.58

1242.21

7

1276.70

1250.21

8

1263.27

1263.57

9

1250.42

1276.42

10

1242.12

1284.71

基于发动机顺航向定义。支架连杆在 3 点钟位置受到
逆时针啮合扭矩作用时，行星架重力载荷及啮合扭矩
作用在支架连杆根部的作用力方向有 3 处相同，
2处
相反；
支架连杆在 3 点钟位置受到顺时针啮合扭矩作
用时，
行星架重力载荷及啮合扭矩作用在支架连杆根

XC Y C

XC Y C

ZC

ZC

从表 1 中可见，当任意支架连杆位于 3 点钟位
置且扭矩为逆时针时，在连杆根部产生最大应力。
因此当啮合扭矩为顺时针时，应使支架连杆处于 3
点钟位置；当啮合扭矩为逆时针时，应使支架连杆

（a）扭矩为顺时针

（b）扭矩为逆时针针

图 10 扭矩及重力对支架连杆根部作用力的方向

处于 9 点钟位置。该有限元分析结果与角度分析结
果结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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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根据理论计算及仿真结果得到以下结论：
（1）仅考虑齿轮减速器重力载荷的情况下，齿轮
减速器安装角度对传扭支架根部所受最大应力的
影响较小。当任意支架连杆处于 12 点钟或 6 点钟

[8] 黄春峰，姚艳玲，蒋明夫. GTF 发动机技术性能和应用前景分析[J].
航空制造技术，2012（13）：44-48.
HUANG Chunfeng，TAO Yanling，JIANG Mingfu. Analysis on technical
performance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GTF engine [J]. Aeronaut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2012（13）：44-48 (in Chinese)
[9] 张德志，张锦绣，王凤. 齿轮驱动涡扇发动机结构设计特点分析[J].
航空发动机，2011，
37（4）：1-4.

位置时，支架连杆根部出现最大应力；当任意支架

ZHANG Dezhi，
ZHANG Jinxiu，WANG Feng. Analysis of structural

连杆处于 3 点钟或 9 点钟位置时，支架连杆根部出

design characteristics for geared turbofan engine [J]. Aeroengine，

现最小应力。
（2）为使支架连杆根部应力最小，当齿轮啮合扭

2011，37（4）：1-4 (in Chinese)
[10] 童万军，唐世建. 基于流量法的齿轮传动涡扇发动机动态建模[J].
航空动力学报，2011，
26（6）：1377-1383.

矩为顺航向顺时针时，应使任意支架连杆处于 3 点钟

TONG Wanjun，
TANG Shijian. Geared turbofan engine transient

位置；当齿轮啮合扭矩为顺航向逆时针时，应使支架

modeling research based on CMF method [J]. Journal of Aerospace

连杆处于 9 点钟位置。

Power，2011，26（6）：1377-1383. (in Chinese)
[11] 尹素格. 船用星型齿轮减速器的均载与动态特性研究[D]. 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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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扇叶片凸肩工作面裂纹起始原因分析
张海洋，
曹

航，
李

洋，
王继业，
邵

帅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某型风扇叶片工作后在凸肩工作面发现裂纹，断口分析后判断为疲劳裂纹，起始于盆侧凸肩工作面下侧靠近尖部边缘。
建立凸肩工作面接触模型，分析了凸肩工作面挤压应力分布和位移变形，并对其压痕和磨痕进行了检查。结果表明：裂纹起始位置
存在局部挤压应力集中。由于叶片工作载荷和凸肩初始紧度导致的凸肩变形错位而形成不均匀接触；同时凸肩工作面的初始装配
错位和边缘倒角较小进一步加剧了裂纹起始位置的挤压应力集中程度，较大地局部挤压应力导致凸肩工作面耐磨涂层在工作过程
中出现微裂纹，进而形成初始裂纹，在振动应力作用下，最终扩展到基体。
关键词：凸肩工作面；裂纹；挤压应力集中；装配错位；倒角；风扇叶片
中图分类号：V231.9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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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Initial Crack Reason of Shrouded Fan Blade Contact Surface
ZHANG Hai-yang袁 CAO Hang袁 LI Yang袁 WANG Ji-ye袁 SHAO Shuai
(AVIC Shenyang Engine and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
Abstract: A crack appears on a shrouded fan blade contact surface after operation袁which is fatigue cracks originated from shroud

contact surface underside edge near the fan balde tip. On the use of shroud contact surface models, the distribution of extrusion stress and

dislocation deformation were analyzed袁and the indentation and scar were checked on the shroud contact surfa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local
extrusion stress concentrates on the initial crack location, which results from shroud deformation dislocation induced asymmetry contact due

to fan working loadings and shroud initiation tightness. The extrusion stress concentration of the shroud deformation dislocation is further
intensified by the initiation assembly dislocation and little edge chamfer on the shroud contact surface. The micro-cracks appeared on wear-

resistant coating of the shroud contact surface during the operation, and then formed the initiation crack, which extended to the shroud
matrix finally by vibration stress.

Key words: shroud contact surface曰crack曰extrusion stress concentration曰assembly dislocation曰chamfer曰fan blade

0 引言

了凸肩工作面挤压应力分布和变形错位规律，并分析

在航空发动机风扇叶片凸肩结构设计中，主要从
减小气动影响

和保证干摩擦减振效果

[1-2]

两方面进

[3-13]

行设计，而对其本身的强度设计研究较少。但在实际
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凸肩工作面表面耐磨层掉渣等
现象，
甚至在工作面上发现了裂纹。对某型风扇叶片

了工作面初始装配错位和工作面边缘倒角等装配与
加工因素对挤压应力分布的影响，
最后找到了初始裂
纹产生原因。

1 裂纹形貌和断口分析检查

工作后分解检查发现，风扇叶片盆侧凸肩工作面存在

凸肩工作面裂纹形貌如图 1 所示。裂纹位于叶片

长约 3 mm 的裂纹，位于凸肩工作面尖部位置，并向

叶盆侧凸肩耐磨层部位，靠近凸肩尖部，向上、下端面

上、下端面延伸一定距离。

延伸一定距离。根据断口分析，该裂纹为疲劳裂纹，起

本文对凸肩工作面上出现的裂纹进行了裂纹断
口分析。通过工作状态下凸肩工作面接触分析，确定

源于靠近凸肩下表面转接区的凸肩工作面，如图 2 中
箭头所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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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出现裂纹的凸肩工作面进行表面磨痕检查，盆
侧凸肩（存在裂纹）及与其配合的背侧凸肩工作面表面
磨痕分别如图 5、
6 所示。从图中可见，
凸肩工作面尖部
均为磨损较轻区域，
叶盆、
叶背侧凸肩工作面分别靠近
上、
下表面转接区域大部分都为磨损较轻区域。
图 1 凸肩工作面裂纹形貌

图 5 出现裂纹盆侧凸肩工作面磨痕

图 2 裂纹断口宏观形貌

图 6 配合的背侧凸肩工作面磨痕

在裂纹起始位置附近对凸肩工作面进行电镜检
查，
耐磨涂层检查结果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
在裂
纹起始位置，凸肩工作面表面耐磨层呈现多条微裂
纹，
表明在工作过程中受到较大的挤压磨蹭应力。而
在远离裂纹起始位置的耐磨涂层检查结果显示表面
无微裂纹，
如图 4 所示。

同时，出现裂纹的盆侧凸肩工作面磨痕表明存在
初始装配错位；并且出现裂纹的凸肩工作面边缘倒角
非常小 (如图 2 中工作面与上表面交接部位倒角)，小
于设计要求。
综上所述，根据裂纹形貌以及断口分 析检查
得出：
（1）裂纹为疲劳裂纹，起源于靠近凸肩下表面转
接区的凸肩工作面，且此处无明显的结构和材质缺
陷；
（2）在裂纹起源位置附近发现耐磨层表面存在较
大的挤压磨蹭应力导致的微裂纹；
（3）凸肩工作面存在工作中变形错位现象；
（4）存在初始装配错位；
（5）边缘倒角较小。

图 3 裂纹起源附近凸肩工作面电镜检查

根据检查结果，推测裂纹产生原因为叶片工作
后，凸肩工作面发生变形错位，在裂纹起始位置出现
较大的挤压应力集中 [14-15]；同时工作面的初始装配错
位和边缘倒角较小等加工装配因素加剧了挤压应力
集中程度，使裂纹起源部位耐磨层出现微裂纹，扩展
形成裂纹。

2 凸肩工作面接触模型的建立
推测裂纹产生与凸肩工作面挤压应力集中有关，
因此需要建立风扇凸肩工作面接触计算模型，分析工
图 4 远离裂纹起源附近凸肩工作面电镜检查

作状态凸肩工作面挤压应力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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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节省计算时间，
基于 ANSYS 平台进行凸肩工
作面接触计算，建立简化的凸肩工作面接触模型

。

[16-18]

从图中可见，挤压应力主要分布在凸肩工作面下
侧，上边缘挤压应力几乎为 0，表明工作中此处不接

首先，假设整圈风扇叶片变形一致，建立 2 个相邻风

触，
可能出现了变形错位；
在长轴方向，靠近尖部存在

扇叶片模型，将配合其凸肩工作面定义为接触；建立

一片大的挤压应力分布，而在根部工作面挤压应力较

1 个经过发动机轴线的平面将未定义接触的一侧风

均匀且很小，
因此，
在长轴方向也存在变形错位；从整

扇叶片凸肩切开，并要求不能切到工作面和根部倒

个工作面挤压应力分布分析，整个工作面存在长、短

角；然后，将切割平面绕发动机轴线旋转 360毅/N（N 为

轴上的变形错位，导致整个工作面接触不均匀，主要

叶片数）移动到相邻叶片的相同位置，切开凸肩，删掉

在凸肩尖部和下侧接触，在尖部下侧区域形成大的挤

两侧模型，
如图 7 所示；
最后，
由于假设整圈风扇叶片

压应力区域，
在靠近裂纹起始位置的下侧尖部位置形

变形一致，同时两侧的切开面为相邻叶片的同一位

成挤压应力集中。根据工作面挤压应力分析，得出凸

置，
变形应该一致，
可以定义 3 向位移约束，如图 8 所

肩工作面呈现接触不均匀现象，主要在盆侧凸肩下侧

示。利用该方法定义的简化凸肩工作面接触模型，可

靠近尖部接触，与凸肩工作面磨痕分析结果吻合；裂

以考虑叶身可加载气动和离心载荷，
模拟叶片实际工

纹起始部位存在挤压应力集中。

作情况；凸肩工作面可设置接触参数，如不同初始紧

3.2

工作状态凸肩工作面变形分析
根据凸肩工作面接触计算，得到工作状态凸肩

度、初始接触状态和摩擦系数等；可考虑不同凸肩工

工作面相互位移变形，如图 10 所示；采用凸肩局部

作面模型。

图 10 工作状态凸肩相互变形错位
(蓝色为背侧凸肩工作面，彩色为盆侧裂纹凸肩工作面)
图 7 凸肩工作面接触

图 8 被切开面间的 3 向

计算模型

位移约束

得到凸肩工作面盆侧凸
肩位移见表 2。

3 凸肩工作面挤压应力分布
3.1

坐标系，如图 11 所示；

根据计算结果，在工

凸肩工作面挤压应力分析
针对航空发动机工作状态，
考虑风扇叶片工作载

荷，采用凸肩工作面接触计算模型，计算得到设计初
始紧度时凸肩工作面挤压应力分布，如图 9 所示，平
均和最大挤压应力见表 1。

作状态下，由于叶片受到
的工作载荷和凸肩的初
始紧度作用下，凸肩会在

图 11 凸肩局部坐标系

长、
短轴方向都发生错位变形，具体表现为：
表 2 凸肩工作面盆侧凸肩位移

图 9 大状态常用初始紧度时凸肩工作面挤压应力分布

mm

盆侧尖部

背侧根部

盆侧相对背侧变形

UXX

-0.04

-0.25

0.20

UYY

0.19

0.03

0.16

UR

0.248

0.172

0.08

注：
UR 为发动机离心方向位移。

（1）凸肩长轴方向发生盆侧凸肩尖部变形错位突
表 1 凸肩工作面平均挤压应力和最大挤压应力
平均挤压应力 /MPa 最大挤压应力 /MPa
51

139

部位
盆侧凸肩下侧靠近尖部
(靠近裂纹源)

出，会导致盆侧凸肩尖部不发生接触，
磨痕较轻，与工
作面磨痕检查结果一致；
（2）凸肩短轴方向发生盆侧凸肩上侧变形错位突
出，会导致其工作面上侧不发生接触，
磨痕较轻，与工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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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凸肩工作面挤压应力分

作面磨痕检查结果一致；
（3）由于凸肩长、短轴方向的位移，导致凸肩主要

布如图 15 所示，与有倒角

在盆侧凸肩下侧靠近尖部接触，
靠近裂纹起始位置出

情况下凸肩工作面挤压应

现挤压应力集中。

力对比见表 4。从应力分布

4 凸肩初始装配错位影响

和挤压应力 对比可见，当 图 14 错位并无倒角模型的
凸肩工作面边缘无倒角
凸肩有限元计算模型

断口分析检查表明裂

时，最大挤压应力从 267 MPa 增至 336 MPa，增幅为

纹的凸肩工作面存在初始

26%，挤压应力集中程度进一步加剧。

装配错位。根据磨痕得到
错位方式和尺寸，建立凸
肩工作面接触模型，如图
12 所示。计算得到初始装 图 12 错位模型的凸肩有限
配错位情况下的凸肩工作

元计算模型

面挤压应力分布，如图 13 所示。错位和未错位时出现

图 15 错位并无倒角模型的凸肩工作挤压应力分布

裂纹凸肩工作面挤压应力对比见表 3。根据计算结果
分析，由于初始装配的错位，使工作面的整个轴向错

表 4 有无工作面倒角时凸肩工作面挤压应力对比

位变形更加严重，导致工作面挤压应力发生变化，工

最大挤压应力 /MPa

部位

作面上部分都不接触；同时由于轴向错位加剧，挤压

错位有倒角

267

盆侧凸肩下侧靠近尖部（裂纹源附近）

应力集中程度增加。

错位无倒角

336

盆侧凸肩下侧靠近尖部（裂纹源附近）

根据计算对比结果，
存在裂纹的凸肩工作面边缘
倒角较小会导致裂纹起源位置的挤压应力集中进一
步加剧，
最高增幅达 26%。
图 13 错位模型的凸肩工作挤压应力分布
表 3 初始装配错位和未错位时凸肩工作面挤压应力对比
最大挤压应力 /MPa

部位

未错位

139

盆侧凸肩下侧靠近尖部（裂纹源附近）

错位

267

盆侧凸肩下侧靠近尖部（裂纹源附近）

6 结论
根据检查和分析结果，
得出凸肩工作面出现裂纹
的原因如下：
（1）凸肩工作面上的裂纹为疲劳裂纹，疲劳起源
于靠近凸肩下表面转接区的凸肩工作面表面；
（2）在风扇叶片工作载荷和凸肩初始紧度共同作

根据计算对比结果，
凸肩工作面的初始装配错位
进一步加剧了裂纹源位置的挤压应力集中，使挤压应
力从 139 MPa 增至 267 MPa，
增幅达到 92%。

5 凸肩工作面边缘倒角影响
由裂纹断口分析发现，凸肩工作面与上、下表面
的倒角非常小，小于设计要求；同时工作面挤压应力
分析表明在工作面下侧边缘存在挤压应力集中，因
此，
工作面边缘倒角可能影响挤压应力的集中程度。

用下，在凸肩工作面长、
短轴方向发生变形错位，导致
凸肩工作面接触不均匀，在裂纹源附近位置产生一定
的挤压应力集中；
（3）凸肩工作面的初始装配错位导致裂纹源附近
挤压应力集中程度增加；
（4）凸肩工作面与下表面的倒角较小，进一步加
剧了裂纹源附近挤压应力集中程度；
（5）较大的挤压应力集中导致裂纹源部位凸肩表
面耐磨层出现微裂纹，扩展形成初始裂纹。

针对此情况，并考虑检查发现的初始装配错位情

综上所述，初始裂纹产生的主要原因为凸肩工作

况，
建立存在初始错位并且无工作面边缘倒角情况下

面的局部挤压应力过大，而工作面挤压应力集中主要

的凸肩接触计算模型，如图 14 所示。根据模型计算得

由于风扇工作载荷和凸肩接触面的初始紧度共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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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下产生的凸肩变形错位导致的，为了避免类似情况

SHAN Yingchun，ZHU Zigen，LIU Xiandong. Investigation of the

再次发生，
可以进行预变形设计，增大接触面积，减小

vibration control by frictional constraints between blade shrouds theo-

挤压应力集中程度并使应力集中位置位于工作面中
部；
同时保证凸肩装配精度和凸肩工作面边缘的倒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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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向间距对涡轮时序效应影响的数值研究
李红丽 1，乔渭阳 2
（1.中航工业飞机强度研究所，西安 710065；2.西北工业大学 动力与能源学院，西安 710072）
摘要：时序效应可以改进多级叶轮机械的效率，为了探讨轴向间距对时序效应的影响，并应用到叶轮机械气动设计中，对 1.5
级静 / 动 / 静布局的涡轮叶片进行了 3 维非定常数值模拟。结果表明：保持轴向间距不改变，转子居中时涡轮效率整体最高，时均效
率最大值为 0.866，转子前移时次之，时均效率最大值为 0.861，转子后移时效率最低，时均效率最大值仅为 0.859,且转子相对位置
发生改变并不影响效率 - 时序位置曲线；总轴向间距变大，时序效应变弱，效率提升幅度仅为 0.7 个百分点,效率 - 时序位置曲线
随之改变。
关键词：轴向间距；时序效应；涡轮；气动性能；非定常流动；动静干涉
中图分类号：V23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5.06.010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n Effect of Axial Gap on Turbine Clocking
LI Hong-li1袁QIAO Wei-yang2
渊1. AVIC Aircraft Strength Research Institute袁 Xi'an 710065袁 China曰2. 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袁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袁 Xi'an 710072袁 China冤
Abstract: Clocking effect has great potential in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turbomachinery.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axial gap on clocking effect, and apply the conclusion to the turbomachinery aerodynamic design. A 1.5 stage turbine cascades with stator-

rotor-stator configuration was studied based on three dimensional unsteady numerical simul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if the axial gap is not
changed袁the turbine efficiency gets its maximum value when the rotor is placed in the middle position袁the maximum efficiency is 0.866, and

it decreases when the rotor is moved forward袁the maximum efficiency is 0.861, the worst turbine efficiency appears when the rotor is moved
back forward, in this case, the maximum efficiency is only 0.859. Moreover袁 the efficiency-clocking position curve does not affect with the
relative position change between the rotors. In addition袁 the clocking effect is not obvious when the axial gap is increased袁the efficiency
increase is only 0.7%, and the efficiency-clocking position curve changes correspondingly.

Key words: axial gap; clocking effect; turbin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unsteady flow; vane-rotor interaction

0 引言

的研究热点。

近 20 年来，发动机的发展逐渐趋向于级间的紧

轴向间隙缩小之后，叶列间的干扰（特别是势流

凑排列，
因此轴向间隙的减小逐渐成为设计者需要考

N.Arndt [17] 等通过试验
干扰）将会增强 [11-15]；Sharma [16]、

虑的重要因素。早期的试验研究已经证实轴向间隙的

研究了改变轴向间隙对 1 台低速透平的气动和传热

改变会显著影响透平机械的运行性能 ，并发现时序

影响，结果显示，减小轴向间隙会对非定常压力场产

效应在不同轴向间隙下会对压气机性能产生不同影

生强烈影响，但对传热分布的影响较小；Tiedemann[1]

响

，但效率变化与轴向间隙的变化之间无规律可

利用试验和计算的手段研究了轴向间隙对高速透平

循。国内的一些研究表明，轴向间隙和时序位置存在

级的气动特性的影响，结果显示，增加叶列间轴向间

最优匹配以使机组达到最佳性能

隙 将 非 常 显 著 地 减少 叶 片 中压 力 场的 非 定 常 性 ；

[1]

[2-5]

。因此，寻找轴向

[6-10]

间隙与效率变化之间的潜在联系成为 1 个有待解决

Lufu、
Lu huawei 等[8-9]研究了不同动、静叶间轴向间隙

收稿日期：
2014-11-26
作者简介：
李红丽（1984），
女，
硕士，
工程师，
主要从事气动声学计算工作；
E-mail：lihongli0@163.com。
引用格式：

第 41 卷

航 空 发 动 机

50

下，
静叶时序效应对某低速轴流压气机气动性能的影

1.2

时序位置定义及算例

响，结果表明，时序效应对效率的影响随流量增加而

本文所进行的 3 维时序效应研究将对第 2 级静

增强，但对压比基本没有影响，设计工况效率最大可

叶（简称 2 静）1 个节距（对应周向角度 6毅）内的 7 个

提高 1.0%，在最大流量工况下可提高 2.3%，但是随

时序位置进行考察，Ci (周向偏移量等于 C 乘以节距)

着轴向间隙的减小，压气机喘振裕度有所降低。

分 别 等 于 0 (C1)，0.25 (C2)，0.33 (C3)，
0.50 (C4)，
0.60 (C5)，

由于在实际应用中流场是空间全 3 维的，而现有

0.75(C6)，1.00(C7)，其中的基准位置（C1=0.0）定义为在

文献的研究主要限于 2 维空间，
这种影响在 3 维空间

一半叶高处，
2 静前缘相对第 1 级静叶（简称 1 静）前

中如何表现以及是否具有其特殊性，
都是在工程实际

缘偏移 0.86毅时的位置，
时序位置如图 2 所示。然后将

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此外，
研究人员虽然在轴流涡轮

2 静沿周向顺时针旋转，可依次得到其余时序位置。
在考虑时序效应的前提下，4 个不同轴向间距的

时序效应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但是对真实航空发动机

算例将被考察，时序位置如图 3 所示。各算例下涡轮

工作环境的研究却很少。
本文以真实 1.5 级高压轴流涡轮为研究对象，开

各排叶片轴向间距值见表 2。
S1

展了轴流涡轮 3 维非定常流动的初步数值模拟研究，

R1

S2

通过改变轴向间距，以及保持轴向间距不变时，改变
转子位置，研究其对涡轮气动性能及时序效应的影
响，并探讨时序效应影响涡轮性能的机理。

1 数值方法
1.1

S1

研究对象

R1

S2

0
0.25
0.33
0.50
0.60
0.75
1.00

图 2 时序位置

所采用的涡轮为轴流跨声速涡轮，如图 1 所示。

计算时忽略了动叶间隙，并对动叶进行了约化处理，
从 原 来 的 100 片 增 加 为

20mms1
r1for
r1mid
r1back

L2

图 3 各算例轴向间距

表 2 5 个算例下的轴向间距

静子叶片为 60 片，转子叶片为 100 片，2 级静子叶片
为 57 片（涡轮几何参数见表 1）。为了简化计算，实际

L1

总轴向间距 /mm

叶排间距 /mm

算例

L1

L2

L 1+L 2

A1

6.5

6.5

13

A2

8

5

13

120 片，从而使组成涡轮

A3

5

8

13

的静、动、静叶排的叶片数

A4

15

5

20

比简化为 1颐2颐1，约化过程
中增加了动叶数量并按
（100/120）缩小叶型坐标，
以保证其稠度不变。

1.3
图 1 涡轮叶片

计算网格及边界条件
涡轮叶片通道如图 4

所示。由于叶片通道不是
直通道，在改变轴向间距

表 1 涡轮几何参数
工作条件

时，需要考虑转子移动对

第 1 级静子叶片 / 片

60

通道的影响，因此在转子

第 2 级转子叶片 / 片

100

第 2 级静子叶片 / 片

57

叶片移动的同时，需要同

涡轮几何参数

时改变通道形状，以保证

第 1 级静叶平均半径处轴向弦长 /mm

18.161

第 1 级静叶平均半径处进气角 （
/ 毅）

4.460

静子 / 转子 / 静子交界面

转子平均半径处轴向弦长 /mm

17.625

转子平均半径处进气角 （
/ 毅）

面积不变。

26.530

第 2 级静叶平均半径处轴向弦长 /mm

32.560

第 2 级静叶平均半径处进气角 （
/ 毅）

-21.900

进口平均总压 /kPa

1.940

进口平均总温 /K

1425

S1

R1

S2

图 4 涡轮叶片通道

针对不同算例分别划分网格，采用 H/J/L 混合网
格，
叶片表面及轮毂壁面网格局部加密以捕捉边界层
（如图 5 所示），在划分网格时保证近壁面第 1 层网格
y+≈1，垂直壁面方向网格的伸展比约为 1.1，不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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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期

个周期。将计算域进口和出口处的平均总压、总温在
最后 1 个周期按质量流量平均
軍=
Q
（a）叶片通道网格

（b）第 1 级静叶网格

50
i=1

50

（mQ）i/

i=1

mi

（1）

式中：
Q 为计算域进、出口的总压、总温；
m 为质量流
量；
下标 i 为第 i 个物理时刻；
Q 为最后 1 个周期的时
*

*

*

*

均结果（分别代表 Pi 、
Pe 、
Ti 、
Te ）。
*

*

*

*

Ti 、
Te 求出此 1.5
然后，利用已经求出的 Pi 、Pe 、
（c）动叶网格

（d）第 2 级静叶网格

图 5 计算所用网格（叶片前缘及尾缘局部放大）

例下网格数目见表 3。

*

1-

表 3 不同算例下网格总数目

气体分子黏性系数及

算例

网格总数

导 热 系 数 由 Sutherlands

A1（转子居中）

931005

公式求得。进口给定总压、

A2（转子后移）

763501

总温，
出口给定平均静压，

A3（转子前移）

881657

A4（20 mm）

889706

固壁边界给定无滑移、绝
热壁条件。
为了验证计算所用
网格合理性，针对 A2 算
例，分别考察了网格数目
从 10 万依次增加到 100
万时，在定常计算下涡轮

等熵效率变化情况（如图 图 6 涡轮效率随网格数目变化
6 所示），发现当网格数目达到 70 万时，涡轮效率随
网格数目变化微小，控制在 0.07 个百分点以内，从而
证明计算所用网格达到了无依赖要求。
1.4

级涡轮的效率

控制方程与湍流模型
采用商业软件 Ansys CFX11.0 求解 3 维黏性的

雷诺平均 N-S 方程组，并以 SST 湍流模型封闭方程
组，对控制方程的求解采用基于单元中心有限体积
法，耦合隐式格式的时间推进算法，在非定常计算中
引入了双重时间步法，即在控制方程中引入了虚拟时
间项，利用物理时间步求解真实解，而每一物理时间
步通过虚拟时间迭代达到收敛。采用 1 阶迎风与 2 阶
迎风混合的格式。

2 涡轮效率定义
在进行数值计算时，将每个周期分成 50 个物理

浊t-t=

Te

*

Ti

*

1-

Pe

（2）

k-1
k

*

Pi

式中：
k 为燃气比热比，k=1.33。

3 计算结果及分析
轴向间距对时序效应的影响分成 2 类研究：第 1
类是保持 ２ 静叶排不动 （即总轴向间距 L 1+L 2 保持
不变），仅改变动叶轴向位置的方式，比较了动叶前
移、
后移的不均匀布局和动叶处于 2 静叶排正中的均
匀布局；另 1 类则是第 1 级静叶前移，改变 2 静叶排
之间总距离（L 1+L 2）的方式，比较了不同的总距离对
时序效应的影响。
3.1

只改变动叶位置
通过 3 维数值仿真计算，比较算例 A1、A2、A3，

当 2 静的位置(总间距)保
持不变，只是动叶的位置
有所变化时，涡轮效率随
时序位置变化如图 7 所
示。图中横坐标表示 2 静
在 1 个 栅 距内 沿 周 向 变
动后所处的时序位置，纵
坐标表示涡轮效率。

图 7 涡轮效率随时序
位置变化

从图中可见，动叶居中（A1）的总体效率最高，动
叶前移（A3）的次之，动叶后移（A2）的最低，且时序效
应影响下的最小和最大效率的位置不会随之改变，但
效率变化幅值有所不同，3 个算例最小效率均发生在

时间步，经过 9 个周期，即 450 步的迭代方可呈现良

时序位置 0.25 处，
最大效率发生在时序位置 0.60 处。

好的周期性，所以选定总的迭代步数为 750 步，即 15

对应算例 A1，效率最大值为 0.866463，最小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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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5773，二者之差为 1.1%；对应算例 A2，效率最大

的时序位置效率达到最高 -0.859217，C1=0.0 的时序

值 为 0.859854， 最 小 值 为 0.848288， 二 者 之 差 为

位置效率达到最低 -0.852308，二者之差为 0.7%，效

1.2%；对应算例 A3，效率最大值为 0.861434，最小值

率提高幅度比另外 2 个算例的小。在时序位置 C5=0.

为 0.851149，二者之差为 1.0%。

60 时，A4 算例的时均效率比 A2 算例的低，在其余 6

由此可知，对于此涡轮设计状态 （对应 A2 算

个时序位置，
A4 算例效率均比 A2 算例的高；与算例

例），保持总轴向间距不变时，相比于其他 2 个算例，

C3=0.33 时，A4 算例的
A1 相比，在时序位置 C2=0.25，

时均效率最低，说明在涡轮叶片设计时，并未考虑到

效率较高，
在其余 5 个时序位置，A4 算例的时均效率

动叶位置改变对效率的影响，也证实了叶片合理布局

均比 A1 算例的低。

的必要性。

A4 算例最大效率时序位置（C3=0.33）和最小效率

3 个算例下时均效率最小时序位置处（C2=0.25）转

时序位置 (C1=0)２ 静进口时均总压分布如图 10 所

子进口时均总压分布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
转子居

示。从图中可见，在 C1=0 时，
2 静叶片通道内损失较

中算例下气流到达转子前缘时相对损失最小；转子前

大，
这是由于上游静子尾迹与势流的掺混引起的。

移时会产生较大的轮毂和轮缘损失，在轮毂区产生明
显的 2 个涡结构，
轮缘区出现 3 个涡结构，
可能是由于
转子距 1 静的间距过小，
沿
整个叶片总压分布与转子

1.084e+006

1.093e+006

1.062e+006

1.070e+006

1.040e+006

1.046e+006

1.017e+006

1.023e+006

9.954e+005

9.995e+005

9.734e+005
9.513e+005
9.293e+005

9.529e+005

9.072e+005

9.295e+005

8.852e+005

9.063e+005

转子后移则使得沿整个转

Total pressure in Stn frame,Trnavg/Pa
（Contour 1）
1.106e+006

1.115e+006

9.763e+005

居中算例几乎没有区别；
而

（a）C1=0

子叶片损失较大，
但轮毂损

（b）C3=0.33

图 10 A4 算例 2 静进口时均总压分布

失较其他 2 个算例要小。
（a）A1 转子居中

4 结论
（1）保持总轴向间距不变，转子相对位置的前后

Total pressure in Stn frame,Trnavg/Pa
（Contour 1）

2.000e+006
1.943e+006
1.886e+006
1.829e+006
1.771e+006
1.714e+006
1.657e+006
1.600e+006
1.543e+006
1.486e+006
1.429e+006
1.371e+006
1.314e+006
1.257e+006
1.200e+006

移动并没有改变效率 - 时序位置曲线（最大时均效率
均 发 生 在 C5=0.60 位 置 ， 最 小 时 均 效 率 均 出 现 在
不同时序位置，时均效率变化曲线保持
C2=0.25 位置，
一致），但在不同算例下，涡轮效率有所不同，对应不
同时序位置，
转子后移算例下时均效率都比另 2 个算

（b）A3 转子前移

（c）A2 转子后移

图 8 C2=0.25 转子进口总压分布

3.2

Total pressure in Stn frame,Trnavg/Pa
（Contour 1）
1.140e+006

改变 2 静叶排间的总间距 L1+L2

例的低，其中转子居中时，时均效率最大值为 0.866，
转子前移时，时均效率最大值为 0.861，转子后移时，
时均效率最大值仅为 0.859。

比较算例 A1、A2、A4 可见，算例 A1 和 A2 的总

（2）当轴向间距变大时，时序效应变弱，效率提升

轴向间距不变，不同的是算例 A1 中动叶处于 ２ 静

幅度仅为 0.7 个百分点，且最优时序位置发生变化

的正中，算例 A2 中动叶后移，而算例 A4 则是总轴向

（轴向间距不变时，最优时序位置为 C5=0.60，此时时
均效率最大，而 C2=0.25 时，时均效率最低，二者最大

间距变大，动叶后移。

相差 1.2 个百分点），在 C4=0.33 时，时均效率最高，最

数值 计 算得 到 的效 率

高为 0.859，C1=0 时，时均效率最低，最低为 0.852。

曲线如图 9 所示。
从图中可见，由于轴向

（3）此涡轮叶片在设计状态（对应 A2 转子后移

间距的拉大，最优时序位置

算例）时，效率并未取得最大值（时均效率仅为 0.859，

随之变化，效率提高幅度也

而转子前移时均效率为 0.861，转子居中时均效率为

发生变化，当 L 1+L 2=20 mm
（对应 A4 算例） 时，
C3=0.33

图 9 不同算例下涡轮

0.866），由此可知，在涡轮叶片设计初期，可以通过数

时均效率

值仿真计算，合理布置静叶、动叶、静叶轴向间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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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静叶周向位置，提升涡轮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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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膜孔对涡轮叶片振动特性的影响
吴

磊 1，白广忱 2

（1. 中航工业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成都 610500；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由于涡轮前温度的不断升高，叶片冷却结构的复杂化、复合化，为改善涡轮冷却叶片在愈发恶劣的工作环境下的抗振特
性，建立了多个复合冷却方式涡轮叶片的 3 维有限元模型。通过对模型进行热 - 固耦合和振动特性分析，研究了气膜孔的大小、数
目、位置、排列、角度对叶片固有频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气膜孔数的增多会导致叶片固有频率的降低，最多降低 8.0%；气膜孔的增大
对其影响则是不稳定的；其角度和位置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关键词：气膜孔；涡轮叶片；冷却；热固耦合；振动特性
中图分类号：V21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5.06.011

Effect of Film-Hole on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urbine Blade
WU Lei1袁 BAI Guang-chen2
(1. AVIC China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 Chengdou 610500, China曰 2.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 Beihang
University袁 Beijing 100191袁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increase of the turbine inlet temperature and the complex structure of the turbine cooling blade袁a few three-

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models of the multiple-cooling turbine blades were established to improve its resistance of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
under the poor condition. The effect of the film-holes including its size, number, location, arrangement and angle on the inherent frequency

were studied by the analysis of thermal-solid coupling and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herent frequency of the

blade is deceased by the increase of the film -holes, and the maximum of decrease value is 8.0% . The inherent frequency of blade is
unstable and invisible by the influence of the size and location for the film-holes.

Key words: film hole曰turbine blade曰cooling曰 thermal-solid coupling曰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0 引言
不断提高涡轮前温度促进了涡轮冷却技术的发
展。新型耐热材料的发展速度远远不能满足涡轮叶片
正常工作的需要，因此涡轮叶片冷却技术发挥了巨大
作用。从早期的简单径向对流冷却到现代高性能涡轮
的组合冷却，该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涡轮叶片几何
形状和结构形式复杂，工作时被高温燃气包围，不仅
要承受离心力、气动力和激振引起的振动应力，还受
到热冲击、热应力及燃气热腐蚀的影响等，工作条件
恶劣，
是机组工作寿命较短的零部件。为保证航空发

动安全性校核，以保证叶轮及叶片等零部件有足够大
的刚度与强度。杨雯、廖日东和欧阳德等[1-4]通过动力
学分析研究了一些特定涡轮叶片的模态特性；姚玉和
谢婕等[5-7]通过数值分析研究了气膜孔的形状和角度
对叶片冷却效果的影响；肖俊峰和田文正等 [8-10]研究
了带有温度场的涡轮叶片振动特性的计算方法。
本文针对先进航空发动机的复合冷却叶片，进行
温度场下的振动特性分析，研究了气膜孔的大小、数
目、
位置、排列、角度对叶片振动特性的影响。

1 叶片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动机压气机和涡轮在实际工况下安全运行，必须准确

建立涡轮冷却叶片的实体模型，如图 1 所示。该

计算关键零部件的应力及振动参数，
并进行强度和振

模型采用冲击和气膜冷却方式。在此基础上根据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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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的大小、数目、
位置、
排列、角度不同，建立了多个气

2.2

膜孔结构不同的模型。

采用热 - 固耦合方法进行应力计算
通过热 - 固耦合方法计算得到叶片在热应力与

离心应力共同作用下的应力，如图 4 所示。结果将作
为预应力施加到叶片上进行振动特性分析。

应力/Pa

图 1 叶片原始模型
图 4 叶片 Von Mises 应力

采用 4 面体单元对具有尖锐几何形状的叶片进
行网格划分，划分后的有限元模型如图 2 所示。

3 不同气膜孔结构叶片的振动特性分析
通过热 - 固耦合分析，将热载荷和离心载荷作为
预应力施加在叶片上，对其进行模态分析，计算得到
各模型的前 10 阶固有频率。
选取单一变量变化的模型进行对比和研究，分析
不同气膜孔结构变化方式对涡轮叶片振动特性的影
响规律。
3.1

图 2 叶片整体及气膜孔局部网格

不同气膜孔结构叶片模型的设计方案
通过改变气膜孔的数量、
排列、大小和角度，得到

2 涡轮叶片温度场及应力分析

13 种模型方案，
见表 1。气膜孔的角度是指气膜孔与

对涡轮冷却叶片进行工况下的振动特性分析的

叶身之间的夹角。

前提条件是获取工况下叶身的温度场和应力场。
2.1

采用 1 次近似差值方法建立叶片温度场

表 1 涡轮冷却叶片结构的设计方案
模型编号

1

2

3

4

5

6

7

在实际发动机中燃气温度与叶片工作温度沿叶

排列 / 个

无

5×8

5×8

5×8

5×15

10×8

10×15

高的分布规律为涡轮转子叶片两端温度较低，最大值

大小 /mm

无

0.3

0.3

0.5

0.3

0.3

0.3

在叶片中部。由文献[8]得到涡轮叶片叶身区域的插值

角度 （
/ 毅）

无

90

60

60

60

60

60

关键点。利用 1 维温度场插值方法对叶片沿径向进行

模型编号

8

9

10

11

12

13

分段插值拟合，经 ANSYS 热分析后得到的温度场如

排列 / 个

5×15

5×8

5×8

5×8

5×8

5×8

图 3 所示。

大小 /mm

0.3

0.3

0.3

0.2

0.4

0.6

角度 （
/ 毅）

60

60

120

60

60

60

在原始模型的基础上，改变叶片气膜孔的行、列
数，得到的模型方案如图 5 所示。
在原始模型的基础上，改变叶片气膜孔的角度、
位置，方案如图 6 所示。
3.2
3.2.1
T/K

图 3 热分析得到的叶片稳态 1 维温度场

规律总结
气膜孔的影响
在原始模型的基础上，
对方案 1、3 分别进行工况

与非工况下的比较，如图 7 所示。
从图中可见，增加气膜孔后模型的固有频率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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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孔的大小来研究其对固有频率的影响，即对方案
3、4、11、
12、
13 进行比较，如图 8 所示。

图 8 气膜孔从 0.2 mm 增至 0.6 mm 过程中叶片固有频率的
变化曲线

图 5 气膜孔行列数的变化

从图中可见，由于质量与刚度的下降程度不同，
叶片固有频率表现出先降低再升高再降低的趋势，其
中气膜孔大小为 0.5 mm 时，叶片的固有频率是 1 个
区间极大值点，比气膜孔为 0.4 mm 和 0.6 mm 时分别
增大了 9.6%和 9.3%，且与无气膜孔叶片的固有频率
值仅有 0.2%的偏差。
3.2.3

气膜孔位置的影响
在保证气膜孔大小和角度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改

变气膜孔的位置来研究其对固有频率的影响，即对方
案 5、
8 进行比较，如图 9 所示。

（a）气膜孔角度的变化 （b）气膜孔位置的变化
图 6 气膜孔角度以及位置的变化

图 9 位置变化时叶片固有频率的比较

从图中可见，将气膜孔均匀置于叶身和叶片前缘
相比，
得出叶片的固有频率变化曲线几乎重合。
3.2.4
图 7 有无气膜孔时叶片固有频率的比较

气膜孔排列的影响
在保证气膜孔大小和角度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改

降低了 3.6%，这是由于在叶片上增加气膜孔结构后，

变气膜孔的排列来研究其对固有频率的影响，即对方

叶片的刚度和质量均有所下降，
但是对刚度下降造成

案 3、
5、6、7 进行比较，如图 10 所示。

的影响更大，导致叶片固有频率降低。
3.2.2

气膜孔大小的影响
在保证气膜孔排列和角度不变的前提下，改变气

从图中可见，叶片的固有频率呈逐渐降低的趋
势，得出在列不变的前提下，
增加气膜孔的行数，会导
致叶片固有频率降低；在行不变的前提下，增加气膜

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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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气膜孔排列变化时叶片固有频率的变化曲线

孔的列数，同样会造成叶片固有频率的降低，最多降
低 8%。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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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膜孔角度的影响
在保证气膜孔排列和大小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改

变气膜孔的角度来研究其对固有频率的影响，即对方
案 2、9、10 进行比较，如图 11 所示。

图 12 叶片坎贝尔图分析

研究表明当 K=32、46，对应的激振力阶次很高，
在工作转速附近发生高频共振，振幅和振动应力很
小，危险性不大；对于 K=18，根据之前的模态分析可
知，
叶片的第 2 阶振型最大振动应力出现在叶身中部
的尾缘孔处，
属于叶片的危险截面，如图 13 所示。

应力/Pa

图 11 气膜孔角度变化时叶片固有频率的比较

从图中可见，气膜孔角度的改变对叶片固有频率
的影响不大，各方案差异在 0.5%以内。

4 避共振实例

图 13 原始叶片在工况下第 2 阶模态的应力

当气膜孔结构变化导致叶片的固有频率升高时，
将会进一步压缩激振线 K=18 与第 2 阶共振频率之
间的裕度，
使叶片更易发生共振。由第 3 节的分析可
知，气膜孔大小在 0.5 mm 左右时叶片的固有频率比

航空发动机一般在高温、高压、高转速等复杂恶

较高。故在叶片设计时选择除 0.5 mm 外的气膜孔大

劣环境下工作，许多激振因素可能引发共振，因此需

小为宜。在冷却叶片气膜孔的设计中应考虑抗振特

要对叶片模型进行坎贝尔图分析。

性，在优先顾及冷却效果的前提下，调控气膜孔的大

坎贝尔图中的倍频线与燃烧室喷嘴数、涡轮进口
导向叶片数以及低压涡轮叶片数有关，还包括进气场
气流分布不均等因素引起的低倍频。该级涡轮叶片共

小进行叶片的避共振是非常必要的。

5 结论

78 个，前包括 20 个燃烧室喷嘴和 46 个进口导向叶

本文基于 UG-NX 和 ANSYS，对气膜孔结构不同

片，
后包括 64 个低压涡轮导向叶片，
因此该级涡轮叶

的叶片模型进行有限元建模、热 - 固耦合、振动特性

片较强的激振因素包括 20E、46E、
64E、78E，以及他

以及叶片避共振分析实例，结论如下：

们之间的差值 14E、18E、
32E。坎贝尔图如图 12 所
示。从图中可见在工作转速下的前 6 阶固有频率、激
振线和主要工作转速。

（1）气膜孔数的增加会导致叶片的固有频率的降
低，趋势为两端急剧，
中间缓和，最多降低 8.0%；
（2）气膜孔大小从 0.2 mm 增至 0.6 mm 变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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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固有频率表现出先降低再上升再降低的趋势。当
气膜孔大小为 0.5mm 时，叶片的固有频率是 1 个区
间极大值点，比气膜孔为 0.4 mm 和 0.6 mm 时分别增
大了 9.6%和 9.3%，并且与初始叶片的固有频率值非
常接近；
（3）气膜孔角度的改变对叶片的固有频率影响不
大，差异在 0.5%以内；气膜孔的位置改变对叶片固有
频率的影响也不大，但是对叶片的应力及寿命有很大
影响，
将在后续工作中进行深入探讨。
综上所述，与叶片的真实固有频率对比表明，本
文所建立的模型是合理的、准确的，结论为叶片避共
振的设计提供了参考依据，
也为涡轮冷却叶片振动可
靠性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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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叶尖定时的叶片耦合振动参数辨识与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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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实时掌握叶片振动情况、
预防故障发生，
目前最常用的非接触振动测量方法是基于单自由度模型的叶尖定时法，
但当叶
片耦合振动时 2 个振动峰相隔很近，
该方法无法同时识别出其振动参数。采用基于 2 自由度模型的曲线拟合方法，
得到叶片耦合振动 2
个峰的初始相位等参数，
用相位遍历法辨识出叶片的振动阶次和频率。
结果表明：
采用基于 2 自由度模型的曲线拟合方法提高了叶片耦
合振动参数辨识的精度，
辨识了相邻 2 个峰的振动参数。辨识振动与仿真参数设置基本一致。
关键词：耦合振动；叶尖定时；2 自由度模型；参数辨识；非接触振动测量；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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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s Identification and Simulation of Inter-Blade-Coupling Vibration Based on Blade Tip Timing
LI Hai-hong1袁 YUE Lin1袁 WANG Deyou2袁 HU Wei2袁 WANG Lei2
渊1.School of Electricity and Mechanical袁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 Nanjing 210016袁 China;
2. 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袁 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grasp the blade vibration in real time and prevent blade failure袁the blade tip timing method based on single

degree of freedom (single-dof) model was widely used as non-contact vibration measurement technology at present袁but two peaks were very

close to apart during inter-blade-coupling vibration袁the method was unable to identify its vibration parameters at the same time. Curve

fitting method based on two degrees of freedom model (2-dof) was used to get inter-blade-coupling vibration parameters such as initial
phase of the two peaks at the same time袁 phase traversal method was used to identify vibration time and frequency of the blad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urve fitting method based on two degrees of freedom model (2-dof) improves the accuracy of the inter-blade -coupling

vibration parameter identification袁identifies vibration parameter of the two peaks at the same time. Recognizable of vibration and simulation

parameter settings are basically identical.

Key words: inter -blade -coupling vibration; blade tip timing; 2 -dof model; parameters identification; non -contact vibration

measurement; aeroengine

0 引言

际采集的现场数据含有大量噪声且叶片间可能存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一直在研究可

失谐[6]和耦合[7]。其中耦合包括气动[8]和机械耦合[10]，由

靠的叶片振动测量技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该技

护罩阻尼、气动阻尼、叶盘阻尼以及叶片和叶盘之间

术主要包括接触式和非接触式测量方法，前者为电阻

的相互作用产生。

应变片法，但该方法所测叶片数目有限，难以做到实

由于失谐和耦合的影响[11]，激励了所有组件的模

时监测同级的所有叶片的振动情况；
基于叶尖定时方

态，会使每个共振区出现多个不同值的振动峰，所以

法的非接触旋转叶片测振技术克服了传统应变片法

实际叶片振动是非常复杂的多自由度系统。当耦合振

安装复杂、可靠性低、寿命短等缺点，广泛地应用于叶

动数据的 2 个振动峰相隔较近时，
用基于单自由度模

片模态分析、故障诊断及预测等领域，但是常用的叶

型的分析方法辨识耦合数据只能选取 1 个峰进行曲

尖定时方法 基于叶片单自由度(single-dof)模型，实

线拟合，
可能由于选取的共振区域不完整而影响曲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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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结果的精确度。如果选取 2 个峰进行单自由度曲

式（6）中的 A 0、Q、渍、赘n、C 等参数为因变量，转速

线拟合，只能拟合其中的 1 个峰，无法同时辨识 2 个

频率 fv 为自变量。根据非线性最小二乘拟合法中具有

峰的振动参数。而曲线拟合结果误差大小，直接影响

可靠性的 Levenberg-Marquardt 法（LM）求出式（6）中

后面叶尖定时算法的参数辨识的精确度。因此，上述

的 5 个未知参数。通过简单的计算得出最大共振幅值

方法不适用。为了同时精确识别相邻 2 个峰的振动参

A max、孜、赘n、初始相位 渍、
C。

数需要建立至少 2 自由度（2-dof）叶片振动模型 ，进
[14]

基于 2 自由度模型的曲线拟合法可以选取相邻
2 个振动峰进行曲线拟合，也就是把 2 个单自由度曲

行曲线拟合。
本文采用基于 2 自由度模型的曲线拟合方法，得

线拟合目标方程的表达式叠加

到叶片耦合振动 2 个峰的初始相位等参数，用相位遍

y=

历法辨识出叶片的振动阶次和频率。
欧阳涛 [15]对基于单自由度的叶尖定时振动辨识
算法原理进行了详细推导。单叶片单自由度的单频振
动位移方程为
（1）

式中：
A 0 为外界力幅产生的位移；
棕 为叶片的振动频
率；
渍 为初始相位；C 为直流分量；H（棕）为幅频响应；
渍（棕）为相频响应。

A 0iQi ·浊'·cos 渍i+sin 渍i +C
fv /Qni
（1+浊i'2）

（7）

装角度依次为 兹0、
兹1、兹2…兹n-1，其中（兹0=0），令叶片经过
0 号传感器时的时刻 t0=0，经过其他传感器的时间
ti=兹i/fv；同步振动中 棕=Ne fv，其中 Ne 为共振阶次，所以
传感器测得的相对于 0 号传感器的振动相位差为
式中：
驻渍0=0。

驻渍i=渍si-渍s0=棕ti-棕t0=Ne兹i

（8）

计算各传感器相对于 0 号传感器的振动相位差

驻渍（i=1，
2…，n-1），由于角度存在 360毅的周期性，需
i

H（棕）和 渍（棕）分别为
H（棕）=

i=1

假设 n（n≥4）型传感器相对于 0 号传感器的安

1 叶尖定时耦合振动辨识算法原理

y（t）=A 0|H（棕）|cos（棕t-渍（棕）+渍）+C

2

1
姨[1-（棕/fn）2]2+（2孜棕/fn）2

渍（棕）=arctan 2孜棕/fn
1-（棕/fn）

（2）
（3）

式中：
fn 为叶片的固有频率；孜 为阻尼系数。
对于同步振动来说，棕=Ne fv。其中 Ne 为共振阶
次，fv 为转子转速频率。根据叶尖定时传感器的测量
原理，转子每旋转 1 周，传感器只能采集到某一叶片
的 1 个振动信号。假设传感器的安装角度为 兹，则单
叶片到达传感器的时间 ti 为
ti=2仔i/fv+兹/fv

驻渍1 驻渍2 …驻渍n-1]T。假设叶片实际的振动阶次为 Ne，
对
于其整阶次振动，
Ne 为正整数，并在一定的范围内取

值，依次将此范围内的 Ne 代入式（8），得到 驻渍ik，且规
整到[0，
360]，得到对应的相位差向量 驻椎k=[驻渍0k 驻渍1k

驻渍2k …驻渍 (n-1)k]T，并把得到的相位差 驻椎k 与传感器物

理安装角度的相位差 驻椎 进行比较，求得均方根误差

Sk，表示跟踪估计值偏离实际测量值的大小。基于 2
自由度模型的叶尖定时参数辨识算法，选取 2 个峰进
行曲线拟合得到 2 组相

（4）

式中：
i 为转子旋转的圈数，i=1，…，
N。

位，进行阶次跟踪取 Sk
最小时的 Nek 为实际的振
动倍频 Ne，分别取 2 个峰

将式（2）～（4）代入式（1），
并简化可得
渍
y= A 0Q ·浊'cos 渍+sin
（N e f v /f n）
（1+浊'2）

要将相位差 驻渍i 值规整到[0，360]，向量表示 驻椎=[驻渍0

（5）

式中 ：浊'=Q （fn /棕-棕/fn）；A max=A 0Q， 为 共 振 幅 值 ；
Q=

对应的中心共振频率
赘n1、赘n2，计算其对应的振
动 频 率 fn1=Ne赘n1 和

1 ，为品质因子；
渍=Ne兹+渍0，为初始相位；
Ne 与 fn 表
2孜

fn2=Ne赘n2。算法流程如图 1

达形式为 Ne /fn，二者等同于 1 个参数，令 赘n=fn/Ne，则

所示。
为了表示上述叶尖

式（5）可转化为
渍
y= A 0Q ·浊'·cos 渍+sin
（fv /赘n）
（1+浊'2）
式中：
赘n 为中心共振频率（共振时的转速频率）。

（6）

定时参数辨识方法的可

信度，引入明显度 驻S%

对辨识结果可信度进行

图 1 算法流程

61

李海洪等：基于叶尖定时的叶片耦合振动参数辨识与仿真

第6期

评价[15]

传感器等间隔角为 10毅时，叶片 2 的第 1~8 阶有耦合
驻S% Skmin1-Skmin ×100%
Skmax

（9）

Skmin1 Skmin 分别为均方根误差 Sk 的最大值、
次
式中：
Skmax、

振动数据基于 2 自由度模型的曲线拟合结果如图 4
所示。

小值和最小值，
驻S%越大表示阶次辨识可信度越大。

2 仿真模型建立和算法验证
2.1

耦合仿真数据
Mercadal[16]描述了不同的叶片耦合模型，
最常用的

模型是 n 叶片模型，
每个叶片代表 1 个自由度，
通过弹
簧和阻尼元件耦合，
如图 2 所示。G. Dimitridis[17]在叶片
振动数学模型的基础上，基于 Matlab 中的仿真平台

（a）第 1 阶

（b）第 3 阶

图 3 叶片 2 的有耦合振动信号和转速变化

Simulink 建立了 1 个 4 叶片测振仿真模型。

k 1a c 1a

c1

c 12k 12

k1 c2

c 23k 23

k2 c3

k3

cn

（a）第 1 阶

（b）第 2 阶

（c）第 3 阶

（d）第 4 阶

（e）第 5 阶

（f）第 6 阶

（g）第 7 阶

（h）第 8 阶

kn

图 2 叶片振动模型

耦合参数 k i(i+1)、
c i(i+1)都不为 0 的情况下，产生叶尖
耦合振动数据。为了产生单倍频降速同步有耦合仿真
数据，采用变速扫频激励，见式（10）。仿真数据参数
fn1=fn3=175 Hz，
fn2=fn4=180 Hz，
孜1=孜3=0.41%，仿真时间
为 100 s，
加 30%白噪声，分别产生传感器等间隔角为
10毅、15毅、20毅、25毅的叶片 2 的 1~8 倍频的单倍频有耦
合降速同步仿真数据。
F（t）
=
i

N
n=1

fv2-fv1 ·t2+f ·t）+准 ） （10）
Fn,isin（2仔N（
e
v1
n,j
2T

式中：Fn,i 为激振力幅；Ne 为振动阶次；
T 为仿真时长；
准n,j 为初始相位。
按照上述参数，当传感器等间隔角度为 10毅时，
叶片 2 的第 1、
3 阶有耦合仿真信号和转速变化如图
3 所示。
2.2

算法的数值仿真
在不同传感器安装角度下测得的第 1~8 阶的单

图 4 叶片 2 的第 1~8 阶振动信号基于 2 自由度模型的
曲线拟合结果

倍频有耦合降速同步仿真数据中选取相同数据段，分

从图 4 中可见，基于 2 自由度模型的曲线拟合可

别进行基于单自由度和 2 自由度模型的参数辨识。当

以同时拟合相邻 2 个峰。由于测量误差和噪声的影

表 3 传感器安装角 20毅时振动频率辨识结果

响，拟合均方根误差（RMSE）在 0.010~0.015 范围内，
表明基于 2 自由度模型的曲线拟合结果准确。基于 2

阶次

自由度模型的叶尖定时算法辨识的 2 个峰的频率结
果见表 1～4。

1

表 1 传感器安装角 10毅时振动频率辨识结果
阶次

1

2

3

4

5

6

7

8

相对误差 /

频率 /Hz
仿真值

辨识值

%

181.47

181.15

0.18

175.47

175.77

0.17

181.59

181.36

0.13

175.58

175.85

0.15

181.70

181.43

0.15

175.75

175.85

0.11

181.97

181.59

0.21

175.64

175.95

0.18

182.02

181.50

0.29

175.43

175.88

0.26

181.91

180.73

0.65

175.50

175.58

0.05

181.87

181.45

0.23

175.81

175.84

0.02

182.08

181.20

0.48

175.71

175.81

0.06

表 2 传感器安装角 15毅时振动频率辨识结果
阶次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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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 /Hz

2

3

4

5

6

7

8

阶次

1

相对误差 /
辨识值

%

181.35

181.52

0.09

175.38

175.77

0.22

181.74

181.48

0.14

175.78

175.79

0.01

182.23

181.5

0.4

175.71

175.79

0.05

仿真值

辨识值

%

181.58

181.52

0.03

175.53

175.8

0.15

181.84

181.43

0.23

175.50

175.66

0.09

181.94

181.59

0.19

175.52

175.86

0.19

182.13

181.62

0.28

175.72

175.94

0.13

181.87

181.62

0.14

175.70

175.87

0.10

182.11

181.26

0.47

175.71

175.64

0.04

181.76

181.26

0.14

175.70

175.80

0.06

182.18

181.53

0.36

175.78

175.86

0.05

表 4 传感器安装角 25毅时振动频率辨识结果

2

仿真值

相对误差 /

频率 /Hz

3

4

5

6

频率 /Hz

相对误差 /

仿真值

辨识值

%

181.57

181.50

0.04

175.62

175.82

0.11

181.82

181.46

0.2

175.45

175.69

0.14

181.92

181.57

0.19

175.66

175.89

0.13

181.67

181.66

0.01

175.76

175.93

0.10

181.95

181.61

0.19

175.94

175.90

0.02

181.99

180.38

0.34

175.46

175.55

0.05

182.62

181.46

0.64

175.17

175.76

0.34

181.58

181.54

0.02

175.49

175.83

0.19

181.97

181.63

0.19

175.65

175.94

0.17

182.03

181.6

0.24

175.43

175.92

0.28

182.19

180.73

0.8

175.38

175.39

0.01

181.81

181.58

0.13

175.84

175.83

0.01

182.18

181.43

0.41

从表 1~4 中可见，
基于 2 自由度模型的叶尖定时

175.64

175.83

0.11

算法辨识传感器，在不同安装角度下测得的叶片 2 的

7

8

辨识结果的相对误差 驻E 为

驻E= | 辨识值 - 仿真值 | ×100%
仿真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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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倍频降速同步有耦合仿

391-397.
[5] 王磊，胡伟，王德友. 旋转叶片整阶次振动双参数分析与仿真[J]. 航

真数据的 2 个峰振动频率

空发动机，
2009，35（2）：50-53.

的 相 对 误 差 驻E 都 小 于

WANG Lei，HU Wei，WANG Deyou. Two-parameter analysis and

1%，在误差允许范围内，

simulation of integer order vibration for rotor blade [J]. Aeroengine，

说明该算法可以准确辨识

2009，35（2）：50-53. (in Chinese)
[6] Whitehead D S. The maximum factor by which forced vibration of

叶片 2 个共振峰的振动频
率。基于单自由度、2 自由 图 5 基于 2 种自由度模型的
度模型的振动参数辨识明

振动参数辨识明显度比较

显度比较结果如图 5 所示。
从图 5 中可见，传感器安装间隔角度越大，即分
布范围越广，辨识的明显度越高，结果可信度越高；在
相同传感器安装角度下，基于单自由度模型的叶尖定
时参数辨识方法的明显度小于基于 2 自由度模型的。
所以，
基于 2 自由度模型的叶尖定时参数辨识方法辨
识结果更可信。

3 结论
（1）采用基于 2 自由度模型的叶尖定时算法可以

blades can increase due to mistuning[R]. ASME 96-GT-125.
[7] Schaber U，
Mayer J F，
Stetter H. Coupled blade bending and torsional
shaft vibration in turbomachinery [C]//ASME 1993 International Gas
Turbine and Aeroengine Congress and Exposition，Cincinnati, Ohio,
USA：International Gas Turbine Institute，
1993：
24-27.
[8] Wagner J T. Coupling of turbomachine blade vibrations through the rotor[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for Power，1967，
89（4）：
502-512 .
[9] Miguel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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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辨识出叶片耦合振动相邻 2 个峰的振动阶次和

[12] Ottarsson G，Pierre C. On the effects of inter blade coupling on the

频率等参数。运用仿真数据对该算法进行验证，得出

statistics of maximum forced response amplitudes in mistuned bladed

辨识振动阶次和频率的相对误差都小于 1%，表明了

disks [C]// Proceedings of the 36th Structural Dynamics and Materials

该算法可行，且具有一定的工程应用价值。
（2）叶片耦合使叶片的振动频率、幅值、阻尼等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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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气机静子有限元建模简化方法及验证
屈美娇 1，
王克明 1，孙

阳 2，
辛桂雨 1

（1.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航天工程学部，
沈阳 110136；2. 中航工业航空动力机械研究所，湖南株洲 412002）

摘要：为有效减小航空发动机静子系统动力特性计算的有限元模型规模，针对压气机静子叶片结构，提出了 1 种基于截面等
效原理的建模简化方法。首先通过 1 个静子叶片的 8、6、4 和 2 截面 4 种有限元模型的简化和计算说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然后进
一步以某型航空发动机压气机的第 1 级整流器为例，对上述方法进行了计算验证。结果表明：4 种简化模型的前 5 阶固有频率计算
结果最大误差分别为 2.72%、4.23%、4.73%和 7.32%，模态振型吻合良好；简化后的模型规模缩减为原模型的 2%~3%，计算时间缩短为
原模型的 1%~2%。
关键词：静子叶片；压气机；有限元；建模；截面等效；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5.06.013

Simplified Finite Element Modeling Method for Compressor Stator Vanes and its Verification
QU Mei-jiao1袁 WANG Ke-ming1袁 SUN Yang2袁 XIN Gui-yu1
渊1. Faculty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袁 Shenyang Aerospace University袁 Shenyang 110136袁 China; 2. AVIC Institute of Aviation Power
Machinery袁 Zhuzhou Hunan 412002袁 China冤
Abstract: To reduce the scale of Finite Element (FE) model for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 calculation of aeroengine stator system袁 a

simplified modeling method for compressor stator vanes was proposed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cross section equivalence. Four different
simplified FE models of a stator vane袁 including eight sections袁 six sections袁 four sections袁 and two sections were respectively studied at
first to show the validity of the method. Then袁 taking first stage of compressor straightener of an aeroengine as an example袁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ethod was demonstr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argest calculation errors of the first 5 natural frequencies of four
simplified models are 2.72%袁4.23%袁4.73% and 7.32% respectively袁 and the mode shapes agree well with those from the original model.

With the method袁 the model scale reduces to 2%~3%袁 the computing time reduces to only 1%~2%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model.
Key words: stator vane; compressor; FE; modeling;cross section equivalence; aeroengine

0 引言
静子系统动力特性计算是研究航空发动机整机
振动的必要途径。国内外学者普遍采用有限元数值计

元模型规模的标准之一[2]。对于几何外形非常复杂的
研究对象，
采用有限元计算时，对单元的形式、数量要
求较高，
增加了有限元模型的自由度数。因此，如何通

算方法来获取静子支承动刚度[1]。静子叶片数量多、
结

过对具有复杂几何外形的零部件结构进行适当简化，

构复杂、形状不规则，导致有限元计算规模大、效率

减少有限元模型的总自由度数，进而实现快速有效地

低，
甚至无法计算。为了快速准确地确定静子系统的

确定航空发动机的动力特性成为研究人员关注的重

动力特性，
开展压气机静子叶片的有限元简化建模方

要课题。Moore J 等[3]采用实体单元计算了涡轮压缩机

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的整机动力特性；Hong J 等[4]用 3 维实体单元建立了

有限元法是将复杂方程系统通过离散方法近似

航空发动机整机有限元模型；
Sch觟nrock A 等[5]用有限

成具有有限自由度问题的数值计算方法，因此，离散

元法计算并验证了 BR710 的整机动力特性。但是上

后总自由度数（Degree of Freedom，
DOF）是衡量有限

述研究均未提及叶片建模。航空发动机动力特性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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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有限元计算分析用集中质量单元或直板简化来
代替真实叶片模型

1.2

压气机典型静子叶片受力分析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计算精度。

典型的压气机静子叶片包括承力静子、带内环的

高金海等 提出复杂幅板类零件简化前后横截面积、

整流器和悬臂静子叶片。其中，
后二者对转子支承动

弯曲刚度和剪切模量均不变的简化原则进行算例验

刚度以及临界转速计算影响较大。

[6-8]

[9]

证，计算结果表明简化前后误差可控制在 5%以内，

承力静子叶片承受由转子重力、转子不平衡力、

但是并未给出明确算法。张力等 进行了大涵道比涡

机动载荷（含陀螺力矩）和轴向力等所产生的转子支

扇发动机低压转子叶片的简化研究，采用等效圆环

承力所作用。在计算分析时，通常分别在叶片的内、外

法，将大尺寸叶片等效为刚性圆环，在一定范围内解

端加支承力和位移边界条件，
在内端的受力情况如图

决了叶片建模的问题，但该方法不适用于静子叶片。

2 所示。从图中可见，
叶片 1、5 发生拉压变形；
叶片 3、

本文针对压气机静子叶片，
分别提出 8、
6、4 和 2 个截

7 发生弯曲变形；叶片 2、4、6、
8 发生拉弯组合变形。

面等效简化方法，将简化前后叶片结构的振动特性进

叶片内端固定，叶身整体以弯曲和拉压变形为主。带

行对比分析。以实际航空发动机某级整流器为例，来

内环的整流器结构与承力

验证方法的有效性。

静子结构相似，其叶片两

1 叶片模型和截面等效简化法

端约束形式与承力叶片的

[10]

1.1

一样，内环或外环发生形

叶片模型结构
压气机静子叶片大多为实心薄叶片，外端常带缘

板，
内端多带内环。叶片包括具有叶型形状的“叶身”
和叶身以外的“基体”部分。叶身外形由若干规定剖面
上的 1 组离散点确定，叶型的叶背与叶盆型线在前、
后缘以圆弧、椭圆或特定曲线连接。实心叶片叶身的
建模简化如图 1 所示。叶身较为平直，各截面重心连
线可取为 1 条直线（即 x 轴），沿 x 向略有扭转，叶片
厚度是变化的。叶身自上而下由 8 个规定的叶型截面
沿 x 轴扫略而成。叶型截面最大厚度 Cmax、弦长 L 自
上而下逐渐减小，中弧线

截面 1

最大高度 h 先 减 小 后 增

截面 2

大，在截面 5 处最小。叶

X

7
F

3

变时，叶片受力特点与承

6

力叶片的类似，以拉压和

4
5

弯曲变形为主。
1.3

截面等效法

图 2 静子承力叶片受力情况

从叶片受力分析可知，
压气机静子叶片以横向弯
曲和纵向（拉压）形变为主。因此，
为得到准确的发动
机动力特性，
建模时压气机静子叶片应该保留本身的
横向弯曲和纵向振动特性。本文依据 2 种振动特征对
叶片进行等效简化及效果评价。
将实际叶片考虑为变截面梁，
如图 3 所示。取各
处 的 横 截 面 积 为 A (x)，
u(x，
t)表示坐标为 x 的截

截面 3

面在时刻 t 的纵向位移，

器外环和内环连接，可视

截面 4

材料性质各向均匀，弹性

为两端固支。叶身材料参
数见表 1。

截面 5
孜

截面 7

浊

Z

截面 8

Cmax
L

O

（a）叶身几何

Y

（b）叶型截面参数

图 1 实心叶片叶身的建模简化

图 3 变截面梁纵向振动和

面梁的纵向自由振动微

弯曲振动参数

2
坠u（x,t）
=0
籽住（x）坠 u（x,t）- 坠 EA（x）
坠x
坠t
坠x

（1）

变截面梁的弯曲振动频率通常低于其纵向振动
频率，
更容易被激发。记坐标 x 的截面惯性矩为 J(x)，
w (x，
t) 表示坐标 x 的截面中性轴在时刻的 t 横向位

表 1 叶身材料参数

移，
则变截面梁的弯曲自由振动微分方程为

密度 /(kg/m )

弹性模量 /(N/m2)

泊松比

7.85×10

2.1×10

0.3

11

模量为 E，密度为 籽，变截
分方程为

截面 6

h

3

8
2

截面重心连线为 x 轴，设叶高为 c，记叶片在坐标 x

片用点焊的方 式 与 整 流

3

1

2
2
坠2w（x,t）
籽住（x）坠 w（x,t）
- 坠 2 EJ（x） 2
=0
2
坠x
坠t
坠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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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式（1）、
（2）可见，变截面梁的纵向自由振动位

好单元的有限元模型导入 Ansys 软件进行模型的固有

移只与 A (x)有关，弯曲自由振动位移与 A (x)和 J(x)有

特性计算。在有限元计算中，
模型规模会对计算结果产

关。因此，
建立压气机静子叶片有限元简化模型要求

生很大影响，为排除网格

简化前后各截面面积 A (x)和惯性矩 J(x)不变。

对结构本身固有特性计算

基于上述原则，对叶片叶身实体模型进行几何简

的影响，对模型进行了单

化。根据有限元网格划分，叶片叶身截面采用长方形。

元敏感性分析。固有频率

简化叶片模型时，需要确定的模型参数为 E、籽、c，以

随着单元数量的变化曲线

及长方形等效截面的截面积 A 忆(x)、惯性矩 J忆(x)、长 a

如图 4 所示。

(x)、宽 b(x)。其中，已知简化前、后模型的 E、
籽、
c 与简
化前模型相同；A 忆(x)、
J忆(x)、
a(x)、
b(x)需要通过式（3）～

（6）联立解出，
通过软件从 3 维模型直接提取

变化趋势

从图 4 中可见，在单元数大于 105 时，叶片前 3
阶弯曲振动固有频率趋于稳定，
表明该规模的网格能
较准确地反映该叶片结构的固有特性。本文其他模型

A 忆(x)=A (x)

（3）

计算都经过网格敏感性验证。

a(x)·b(x)=A 忆(x)

（4）

2.2

（5）

在 x轴各截面位置上画出计算得到的等效长方

（6）

形，沿叶高方向扫掠生成变截面梁，截面连接线为多

J忆(x)=J(x)

a(x)b (x) =J忆(x)
12
3

建立叶片 3 维几何模型选取叶型截面 1 ，运用
CAD 得出 A (0)=158.00 mm2，J(0)=524.26 mm2。
代入式（3）~（6）为
a（0）b（0）=158

扇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墒设

图 4 固有频率随单元数

3
a（0）b（0）
=524.26
12

截面等效简化模型

点拟合的曲线。分别选取 8、6、4 和 2 个截面建立等效
简化几何模型，如图 5 所示。相应为模型 2～5。简化
后的模型几何形状规整，在 Hypermesh 软件中可用六
面体进行单元划分，有限元模型如图 6 所示。
X
等效截面 1
等效截面 2

等效截面 3

解方程组可得
a（0）=25 mm
b（0）=6.3 mm

模型 1

等效截面 4

模型 2

模型 3

上述为叶型截面 1 等效长方形的尺寸。
运用 3 维软件查看任意截面的参数，因此，叶身

等效截面 5

任意位置的叶型截面均可以等效。本文所取各截面均
为叶身离散点所在的规定剖面，
但该方法并不受此限
制。经过计算得到原叶型各截面的等效截面，从截面
实现整个叶片叶身的等效简化。

2 有限元建模分析
2.1

未简化的复杂叶片模型

Z

等效截面 6
等效截面 7
等效截面 5

U

Y

图 5 等效叶片几何模型

模型 4

模型 5

图 6 有限元模型

3 模态计算结果与讨论

基于原叶片图纸，
将 8 个规定剖面上的离散点输

本文分别选取前 2、
3 阶拉伸模态和弯曲模态的计

入 UG3 维几何建模软件，运用逆向点造型方法，沿叶

算数据，
对比简化前后模型的模态振型与固有频率，
见

高方向扫掠完成几何建模。

表 2。从表中可见，
模型 1（原模型）进气边厚度大于排

建立的叶片几何模型导入 Hypermesh 有限元前处

气边的，
弯曲小于排气边的。若沿 x方向划分成多个细

理软件进行网格划分。由于模型 1 结构复杂、
形状不规

长微元，
各微元的弯曲形状和方向都相同，
可以准确识

则，
选取四面体进行网格划分，
为保证网格划分的质量

别弯曲振型。简化后模型的各阶弯曲模态振型与模型

和计算精度，
对曲率较大的曲面进行网格细化。将划分

1 吻合较好；
同时其纵向振动振型也对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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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叶片叶身模型模态计算结果
（a）模态振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单元数

100523

2145

1908

1650

840

节点数

29765

3136

2808

2448

1296

DOF

87987

9072

8112

7056

3564

12.1

2.0

1.8

1.7

1.5

时间 /s

模型 5

1 阶弯曲

2 阶弯曲

3 阶弯曲

1 阶拉伸

2 阶拉伸

（b）简化前后固有频率的误差
模型 1/Hz

模型 2/Hz

误差 /%

模型 3/Hz

误差 /%

模型 4/Hz

误差 /%

模型 5/Hz

误差 /%

2096.7

2135

1.83

2143

2.20

2141

2.12

2146

2.35

5567.5

5677

1.97

5685

2.11

5721

2.76

5903

6.02

10630

10846

2.03

10873

2.29

10960

3.10

11445

7.66

23790

23707

-0.4

23625

-0.7

23534

-1.1

23514

-1.2

46467

46815

0.75

46715

0.53

46771

0.65

46967

1.07

简化后的模型总自由度数明显减小。模型 2～5

（或带封严装置）。本文选取某型航空发动机某级整流

的总自由度数分别从 87987 降至 9072、8112、
7056、

器对截面等效建模简化法的正确性进行验证。该级整

3564，为模型 1 的 10.30%、9.22%、8.02%和 4.05%；在

流器包含垂直于发动机中轴线的静子机匣的 1 个截

相同计算条件下 CPU 占用时间分别从 12.1 s 缩短为

段、1 圈静子叶片和内环。叶片以一定安装角置于机

2.0、
1.8、1.7 和 1.5 s。

匣，对结构采用四面体单元划分，为模型Ⅰ，如图 7

模型 2～4 前 3 阶弯曲振动固有频率相对于模型

（a）所示。

1 的最大误差仅为 3.1%；模型 5 的前 3 阶弯曲固有
频率误差分别 2.35%、6.02%、
7.66%。简化后模型的前
2 阶拉压固有频率相比原模型误差均在 3%以内，计
算精度满足要求。

4 某型航空发动机压气机典型整流器算例
典型整流器的结构为机匣 + 整流叶片 + 内环

（a）模型Ⅰ

（b）模型 Ⅱ

图 7 整流器有限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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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模态分析参数、约束、机匣和内环结构不

叶片的安装角。采用六面体单元划分网格，模型Ⅱ

变，采用截面等效法建立静子叶片的 8、6、4、2 截面

如图 7（b）所示，模型 III～Ⅴ的网格划分与模型Ⅱ

等效简化模型，分别为模型Ⅱ～Ⅴ简化前、后的叶

的类似。

片相同的方式安装至结构，叶片 8 个截面的安装角

选取前 5 阶模态，对比简化前、后模型的模态振

度均不同，但差别不大，选取其平均值作为简化后

型与固有频率，见表 3。

表 3 整流器模型模态计算结果
（a）固有频率和简化后模型相对于原模型的固有频率误差
模型 1/Hz

模型 2/Hz

误差 /%

模型 3/Hz

误差 /%

模型 4/Hz

误差 /%

模型 5/Hz

误差 /%

213.6

213.8

0.09

214.3

0.33

219.3

2.67

223.8

4.78

431.9

433.2

0.30

421.9

-2.32

418.7

-3.06

415.5

-3.80

456.5

468.8

2.72

475.8

4.23

478.1

4.73

489.9

7.32

559.3

548.8

-1.88

540.1

-3.43

537.9

-3.83

531.2

-5.02

640.2

638.2

-0.31

644.9

0.73

632.4

-1.21

653.1

2.01

（b）模态振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单元数

2464652

8964

8496

8280

8244

节点数

821633

20957

20241

19301

18943

DOF

2464899

62871

60723

57903

56829

530

10

9.1

8.7

7.5

计算时间 /s

内外环径向 2 阶
弯曲

内外环径向 3 阶
弯曲

内环轴向平动

内环绕环心摆动

内外环径向 4 阶
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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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型Ⅱ～Ⅴ的前 5 阶模态振型特征与模型Ⅰ
（未简化整流器结构）的相同、形状相似，
吻合良好。
（2）简化后的模型规模（DOF）明显减小。模型Ⅱ
～ Ⅴ 的 总 自 由 度 数 分 别 从 2464899 降 为 62871、
60723、57903 和 56829， 下 降 为 原 模 型 的 2.55% 、
2.46%、
2.35%和 2.31%；在相同计算条件下，
CPU 占用
时间分别从 530 s 缩至 10.0、
9.1、8.7 和 7.5 s，计算时
间分别为原模型的 1.89%、1.72%、1.65%和 1.42%。
（3）模型Ⅱ～Ⅴ的前 5 阶固有频率计算结果与原
模型最大误差分别为 2.72%、4.23%、
4.73%和 7.32%。

5 结论
本文针对航空发动机压气机静子叶片结构复杂，
整机有限元计算时模型规模过大、
计算耗时过长甚至
无法计算的问题，对压气机静子叶片有限元建模简化
方法进行了研究。
（1）8、6、4 截面等效简化前、后，叶片模型的前 2、
3 阶拉伸、弯曲固有频率相比，计算误差均在 3.1%以
内 ， 模 型 总 自 由 度 数 分 别 减 至 10.30% 、9.22% 和
8.02%，计算时间缩至 16.5%、
14.9%和 14.1%；
2 截面
等效简化叶片固有频率误差最大为 7.66%，
DOF、计
算时间分别为原模型的 4.05%、12.4%。
（2）以某型航空发动机某级带内环的整流为例，
建立了 8、6、4 和 2 简化模型，
前 5 阶模态振型与原模
型 吻 合 较 好 ， 固 有 频 率 最 大 误 差 分 别 为 2.72% 、
4.23%、
4.73%和 7.32%；模型总自由度数分别减至原
模型的 2.55%、
2.46%、2.35%和 2.31%；在相同条件
下，
计算时间缩至 1.89%、
1.72%、1.65%和 1.42%。
（3）仿真计算结果表明，截面等效叶片建模简化
方法不仅大大简化了有限元模型规模，
而且达到了一
定的计算精度，具有一定的工程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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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叶顶结构的间隙流场及对涡轮性能的影响
贾小权，
黄东煜，
赵雄飞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驻哈尔滨 703 所军事代表室，哈尔滨 150001）
摘要：为了给涡轮叶顶结构的选择提供参考，采用数值方法和标准 k-棕 方程湍流模型，分别研究了带冠和不带冠涡轮叶顶间
隙泄漏流动状况及其对涡轮气动性能的影响，同时考虑不同间隙高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带冠涡轮的叶顶间隙流动是由近叶顶横
向压差驱动，且在不同间隙下泄漏涡和通道涡的发展规律并不一样；而带冠涡轮的间隙流动是由上下游压差驱动，且泄漏流与主流
掺混损失是泄漏损失主要组成部分。带冠涡轮叶顶间隙泄漏损失要小于不带冠涡轮的。
关键词：涡轮；间隙泄漏；掺混损失；叶冠；航空发动机；流场
中图分类号：V23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5.06.014

Influence of Tip Clearance Flow of Different Blade Tip Structures on Turbine Performance
JIA Xiao-quan袁 HUANG Dong-yu袁 ZHAO Xiong-fei
渊703 Institute of PLA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Harbin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hoice of turbine blade tip structure in specific application袁 numerical study was

performed by solving steady compressible Reynolds-averaged N-S equation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standard k-w two-equation turbulence

model.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was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ip leakage flow conditions and their effects on turbin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in unshrouded and shrouded turbine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gap heigh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leakage flow
is driven by the lateral pressure near the tip for unshrouded turbine tip. For different gap heights, the development law between the leakage

vortex and the passage vortex are not the same. For shrouded turbines, the clearance flow is driven by the streamwise pressure difference,
and the mixing losses between the leakage flow and the mainstream flow are a major component of the leakage losses. The blade tip leakage
loss of the shrouded turbine is smaller than that of the unshrouded turbine.

Key words: turbine; tip leakage flow; mixing losses; blade shroud; aeroengine; flow field

0 引言
叶顶泄漏流动是涡轮动叶实际运行过程中不可
避免的，带来了一系列影响。对于涡轮级来说，
叶顶泄

学者在 80 年代对涡轮间隙泄漏进行进一步研究[5-6]，
在涡轮平面叶栅上进行试验；90 年代后，计算流体软
件技术的发展使得泄漏研究进入了新时期[7-9]，更多通

漏会阻塞主流道，恶化叶顶换热情况，减小叶尖附近

过试验和数值模拟的对比研究进一步深入了解了泄

叶片载荷，带来间隙泄漏损失，而且叶尖泄漏流在与

漏机理[10-11]。但是对流动的详细阐述还是很缺乏。

主流掺混也会使下游静叶产生攻角损失[1-2]。涡轮的流

为了减小涡轮叶顶间隙泄漏损失，一般设计为动

动损失中约有 1/3 是由叶顶间隙泄漏流动引起的 [3]。

叶带冠，
并在冠上安装多道密封齿，
以阻止气流跨叶顶

因此，
对叶顶泄漏机理进行研究进而进行优化设计是

的横向二次流动。然而，
密封腔内的流动非常复杂，
并

十分必要的。

且涡轮带冠引入了冠进出口槽结构，这些结构均对主

对于涡轮泄漏流的研究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

流产生重要影响。Denton[12]首先建立了带冠涡轮叶尖间

Rains[4]于 1954 年对静叶根部和动叶顶部的间隙泄漏

隙泄漏流动的损失模型和经验公式，认为主要损失发

流动进行了试验研究，
建立了间隙泄漏损失模型；
很多

生在泄漏流重新进入主流时与主流的掺混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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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 GE-E3 高压级动叶为对象，研究不带冠
涡轮及带冠涡轮叶顶泄漏流动流场状况及损失分布，
通过分析流线、静压以及出口熵值，考虑不同间隙的
影响，
从而对泄漏流动及其本质进行机理性研究。

1 计算模型
计算模型采用 GE-E3 高压涡轮第 1 级动叶型
线，
其轴向弦长为 28.7 mm，
展弦比为 1.39。详细的几
何与气动参数见文献[13]。
数值模拟网格采用 Numeca-Autogrid5 六面体结
构 化 网 格 ， 采 用 计 算 流 体 力 学 软 件 ANSYS CFX
13.0 求解 定 常可 压 缩 雷 诺 时 均 Navier-Stokes 方程
组，借助有限体积法离散控制方程以及标准 k-w 方
程湍流模型封闭方程组，总体求解精度为 2 阶。离散
格式为计算流体力学软件 CFX 的“高精度”格式，忽
略壁面传热影响。计算收敛标准设置为残差小于 10-5
数量级。Mahle I 等[14]分别通过数值模拟和试验进行
了带冠涡轮的泄漏流动研究，数值模拟采用 k-着 湍流
模型，
二者结果相似。因此本文采用 k-着 湍流模型是
合理的。
数值模拟只考虑 1 个动叶通道，进、出口段均为
1 倍轴向弦长。动叶流道采用结构化六面体网格，
为改善网格质量，动叶表面及叶顶间隙区域均采用 O

表 1 边界条件

2 计算结果及分析

绝对总压比

所采用的不带冠叶片
边界条件和几何模型与
Ameri 等

[15]

2.25
轮毂 69毅，

绝对进口气流角 中间叶展 74.5毅，

的计算相同，

机匣 78.5毅

Ameri 等利用 CFX 软件预

转速

8450 r/min

测了叶顶开凹槽时动叶顶

进口湍流强度

5%

部的泄漏流动和换热情
况，
并与试验结果作了对比，二者有较好的一致性，表
明该数值方法能够准确地预测动叶顶部的泄漏流动
情况。
2.1

不带冠涡轮泄漏流场分析
在不同间隙下不带冠涡轮叶顶流动情况如图 3

所示。从图 3（a）中可见，在小间隙尺度范围内，由于
间隙泄漏涡比较弱，以至于在前缘附近的近机匣二次
流从吸力侧进入间隙内，从而堵塞了泄漏流动，随后
从吸力面流出最后汇入通道涡，增强了通道涡的大小
和强度。当间隙增大后，
间隙涡形成很早，阻碍了下面
通道涡的形成。近机匣二次流和泄漏流的相互作用削
弱了通达涡的强度，同时
泄漏涡本身强度也略微减
弱，在尺寸上由于卷吸了
大量低动量流体而变大。
（a）0.28%间隙

型网格，进、出口及主流区采用 H 型网格。轴向、周
向、纵向的节点数分别是 113、37、
85。间隙区域网格

如图 1 所示。在间隙高度方向上布置 21 个节点，
边界
层网格均使用加密网格，Y + 值在 +5 左右，整个计算
域的网格总数是 110 万左右，
计算域的 3 维计算网格
如图 2 所示。计算边界条件均在绝对坐标系下给定：
进口给定总温、
总压和进口气流角，出口给定静压，叶
栅转速为 8450 r/min，壁面均给定无滑移边界条件，
进口湍流强度为 5%，具体边界条件见表 1。

（b）1.16%间隙

（c）4.65%间隙

图 3 不同间隙下叶顶流线分布

在转子叶片尾缘附近，通
道内流体已经得到了充分发
展。在不同间隙下 90%轴向
弦长位置熵分布如图 4 所示。
从图中可见，在小间隙尺度

图 1 不带冠涡轮 3 维

图 2 带冠涡轮 3 维

计算网格

计算网格

（a）0.28%间隙

（b）1.16%间隙
（c）4.65%间隙
图 4 不同间隙下出口截面熵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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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靠近机匣部分的高损失区域是由于间隙泄漏涡与

2.3

不带冠和带冠涡轮

通道涡的相互作用所造成的。间隙通道涡卷吸来自强

总体性能比较

度比较弱的泄漏涡附近低动量流体，使得通道涡增

不带冠和带冠涡轮

大，
造成更多的掺混损失。随着间隙高度的增加，间隙

出口截面 沿 叶 高 方 向 总

通道涡和通道泄漏造成的尺寸快速增大。在大间隙尺

压 系 数 分 布 如 图 11 所

图 9 冠内沿流向静压

度下，泄漏涡与通道涡相互作用，不断卷吸低能流体

示。从图中可见，带冠和

系数分布

使得通道涡的强度被削弱。可见在间隙达到一定大小

不带冠涡 轮 沿 叶 高方 向

后，间隙泄漏的尺寸不断增大，其所造成的高损失区

总压分布 发 生 了 很 大 改

域也在不断增大，同时涡核也在不断地向着远离吸力

变，在 40%叶高以下二者

面的趋势发展，
此时通道涡已经消失。

相差不大，而在 40%叶高

叶片顶部静压系数分

以上到 100%叶高，可见

布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

总体上带 冠 涡 轮 出口 截

见，在叶片前缘位置存在

面总压分布数值较大，只

高压区，在靠近叶片尾缘

是在近机匣位置有部分总

处存在低压区，
静压降低的

压变小，因为在此发生了

区域正是速度增大的区域，
在 40%到 80%轴向弦长位

图 5 叶顶静压系数分布

成了很大的掺混损失，与
图 10 中的结论一致。而不

地方，
而这种横向的压差导致泄漏流通过叶顶。

带冠涡轮在 85%叶高处得

2.2

到最低总压值，说明此处

不同位置的带冠涡轮

熵增分布

泄漏流和主流的掺混，造

置，
压力面的静压急速降低，
说明这是泄漏主要发生的
带冠涡轮泄漏流场分析

图 10 带冠涡轮出口截面

是不带冠涡轮泄漏涡涡核

近叶顶流场分别如图 6~8

位置，不同的最低总压值 图 11 出口截面沿叶高方向

所示，从图中可见，泄漏流

位置分别 代 表 着 下通 道

从冠槽入口进入叶冠，在

涡、
上通道涡和泄漏涡涡核位置。总压分布的不一致反

叶冠内发生了很剧烈的漩

映在总体性能上。

涡运动，极大地阻止了泄

不带冠和带冠涡轮出口截面沿叶高方向相对气

漏流进一步进入叶冠，起
到了很好的封严效果。

总压系数分布

流角和相对速度分布分别如图 12、
13 所示。从图中可
图 6 带冠涡轮近叶顶流场

见，
对于出口气流角来说，
与总压系数分布结论相似，
在 40%叶高以上不带冠和带冠涡轮才有明显区别，
叶片加冠改善了动叶出口机匣处的气流偏转不足现
象，由于叶冠中篦齿的存在，气流在叶冠中的周向速
度大幅降低使得气流角绝对值减小，
而气流角偏转变

图 7 冠槽出口流场

图 8 冠槽进口流场

冠内流体沿流向静压系数分布如图 9 所示。从图
中可见，在冠槽进、
出口存在很大压差，驱动着泄漏流
沿流向流动。带冠涡轮出口截面熵值分布如图 10 所
示。从图中可见，在 90%到 100%叶高处存在很大的
熵增，说明这里发生了很大损失，是泄漏流重新汇入
主流跟主流流体产生的掺混损失。

图 12 出口截面沿叶高方向

图 13 出口截面沿叶高方向

出口相对气流角分布

出口相对速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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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都极大地改善了涡轮的气动性能。同时，比较 2 种
模型出口相对气流速度，不带冠涡轮的相对速度最低
位置在 90%叶高处，此处正是间隙泄漏涡涡核位置，
在 60%叶高处也出现了 1 个极点，此处为间隙通道
涡涡核位置；而带冠涡轮在 90%处气流出口相对速
度才大幅下降，这是冠内气流与主流气流掺混所致，
此时产生了很大的气动损失。可以得到结论，不带冠
和带冠涡轮在泄漏损失作用区域和方式都不一致。
不带冠和带冠涡轮总体性能见表 2。带冠涡轮的
泄 漏 量 比 不 带 冠 涡 轮 的 少 2.01% ， 且 效 率 提 高
1.56%。说明带冠涡轮比不带冠涡轮有更高的气动性
能，
且泄流量跟效率存在反比关系。同时可知，
泄漏流
动对涡轮的效率有重大影响。

[2] 张清，郝勇，张大义，等. 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低压涡轮间隙分析与
设计[J]. 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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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带冠和带冠涡轮总体性能
涡轮类型

间隙泄漏量 /%

主流量 （
/ kg/s）

效率 /%

不带冠

4.98%

11.22

92.36

带冠

2.97%

11.24

9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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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1）不带冠涡轮在不同间隙下，叶顶泄漏流动是
不一样的，在小间隙下泄漏涡还未形成，而当间隙逐
渐增大，泄漏涡越来越大，挤压着通道涡。
（2）不带冠涡轮的泄漏流动由横向压差驱动，而
带冠涡轮的泄漏流动由上下游压差驱动。带冠涡轮的
泄漏流与主流掺混损失是泄漏损失的主要部分。
（3） 带冠涡轮比不带冠涡轮有着更好的气动性
能，且泄漏量与效率呈反比关系，说明泄漏流动对涡
轮的总体性能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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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整机静子建模与刚度验证
贾瑞琦，
曹茂国，
梁海涛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基于建立航空发动机整机状态的结构动力学分析有限元模型要求，对应用于静子机匣的不同有限元网格模型进行了对
比分析，并将其组装成整机模型，进行了各支点的静柔度计算和对比试验。结果表明：对静子建模可分为主承力和其他机匣部件分
别进行。承力机匣采用实体单元模型，有效模拟其刚度特性；传力机匣采用壳单元模型，在保证计算精度的前提下减小计算规模。通
过对整机静子模型状态下轴承座静柔度计算与试验结果的对比，验证了整机静子模型刚度分布的有效性，经过质量修正后可以为
整机状态结构动力学分析提供模型。
关键词：静子有限元模型；静子刚度；柔度试验；模型验证；结构动力学；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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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 and Validation of Stiffness Character for Whole Aeroengine Stator
JIA Rui-qi袁CAO Mao-guo袁LIANG Hai-tao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Different types of Finite Element Model (FEM) mesh model for the typical aeroengine stators were studied under the

requirement of state FEM for structural dynamic of whole engine. A whole engine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assembling the major engine

stator, and the static flexibility of fulcrums were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The analysis result shows that the cas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types. For the bearing support structures, the solid element should be used for appropriate idealization of the stiffness characteristics. For
other engine cases, the shell element should be used to reduce computing scale on the premise of guarantee calculation precision. The

stiffness characteristics was validated by comparing numerical result to the static flexibility test which was carried out during engine design
process, and the model can be used in the whole engine structural dynamic analysis after the quality correction.

Key words: stator FEM; stator stiffness characteristics; flexibility test; model validation; structural dynamic; aeroengine

0 引言
在航空发动机研制、生产和使用过程中，振动问
题十分突出[1]。如果要详细地研究发动机整机的振动特

各部件，根据其结构特点，采用了不同的分网方法 [2]；
Armin Schonrock 等 [3] 利用发动机机匣壳体的静刚度
测量数据对其有限元模型参数进行了改进；
张大义等[4]

性，
需将转子、
机匣和支架结构等整个系统作为整体进

从计算航空发动机转子系统动力特性的需求方面，讨

行振动分析。目前国际上的大型航空发动机公司，如

论了典型支承结构的径向刚度计算中的几个问题；高

GE、
PW、
RR 以及 CIAM 等均采用专门研发的整机转

金海等[5]从计算航空发动机机匣系统动力特性需要以

子动力学计算程序，
从理论上指导了新机研制、
现有机

及有限元模型建立的角度，分析了某型涡扇发动机整

型的改进和故障分析，
缩短了新机型的研发周期，
提高

机动力特性。

了其寿命和可靠性，
改善了整机工作性能。

在整机有限元模型中，
发动机机匣结构因其结构

EJ200 等先进涡扇发动机建立了用于振动监测

形式复杂，材料多样以及功能差异，建模精度和方式

和诊断的 3 维整机有限元模型。对于组成整机模型的

也各有不同。需要采用不同的建模方法针对机匣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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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特征以及在整机静子刚度中的贡献程度对机
匣部分进行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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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应当保证整机的刚度和质量具有一致性。

。

[6-10]

根据航空发动机在整机状态下的承力和传力特

本文以建立整机动力学分析模型为目标，以实际

点，
静子部件分为主承力机匣和其它机匣。前者是指

静子结构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了不同简化建模方法

在机匣部件中装有轴承，直接参与向外传递转子力的

对不同结构的影响特征。根据分析结论，建立了发动

部件；后者是指在机匣部件中，不直接参与向外传递

机整机静子机匣有限元模型，
并与试验测量结果进行

转子力的部件。

比较分析和验证，为后续进行整机动力学分析提供静

针对主承力部件结构和受力的复杂情况，建立有

子部分的有限元模型。

限元模型时，
需要保留其参与承力的所有主要结构元

1 静子结构

素，
而仅对较小的倒角等结构细节进行简化处理。整

某型航空发动机的主承力构件包括采用整体焊
接结构的进气机匣、涡轮后机匣和整体铸造结构的中
介机匣，
如图 1 所示。其中主、
辅安装节分别置于中介
机匣外环水平中心线两侧和加力筒体承力环水平线
的一侧。1 号轴承座固定于进气机匣内环，承受风扇
转子径向和低压转子轴向载荷；
2、
3 号轴承座分别固

机机匣部件建模的难点在于对非承力、局部承力结构
以及孔类零部件的建模处理。在对零部件进行建模分
析时，
在保证结构力学关系不变的前提下有必要对所
分析的零部件模型进行局部简化，
减少整机系统的单
元数，
完成对整机模型的计算。

3 静子部件有限元建模方法对比

定于中介机匣内环的前后

静子机匣主要为薄壁结构件，
有限元建模单元主

安装边，分别承受低压径

要包括壳单元和实体单元，对拉杆等杆状部件也可以

向、高压转子轴向和部分

采用梁单元进行建模。不同部件的建模单元形式和简

径向的载荷；
5 号轴承座固

化方法不同，
需要对主承力和其它机匣部件在不同单
图 1 某型发动机结构

定于涡轮后机匣内环[11]。

元类型下的模型有效性和计算规模进行分析。本文以
第 1 级风扇机匣和中介机匣模型为例，分别采用壳单

2 结构建模时的简化原则

元和实体单元对其建立计算模型，
对比 2 种建模方式

由于航空技术的发展，转子的转速日益提高，而

在不同承力或传力功能机匣上的有限元计算特点。

机匣的壁变薄，
且结构大部分为回转壳。转子和机匣

3.1

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二者之间相互耦合及影响日益

3.1.1

风扇机匣
壳单元几何模型

加强，形成了复杂的动力特性 。静子部分作为转子

在壳单元建模过程中，要提取部件模型的中性面

的支承和传力结构，其刚度和质量分布特征对整机转

作为有限元模型网格划分、
材料选取、
厚度属性确定的

子动力学特性具有显著影响。

几何壳体。静子叶片形状十分复杂，
将叶片沿径向分成

[12]

无阻尼多自由度系统自由振动的运动方程 为
[13]

[M]{q咬 }+[K]{q}={0}

（1）

系统频率方程为
2

[K]-棕n [M] =0

（2）

由频率方程可知，无阻尼系统的固有频率主要取

若干段，在每段的截面中提取截面的弦线，然后使用
UG 软件中
“通过线生成面（surface—through curves）”
命
令，将弦线和叶片的叶根和叶尖围成的区域生成叶片
曲面。对于轴向旋转对称
件的机匣壳体，在提取中
性面时，
可以利用 UG 软件

决于其刚度和质量，
所以在简化结构时，
只要能保证前

中的
“中性面（midsurface）”

后的结构刚度和质量比值不变，
且分布相似，
便可以保

命令直接生成。第 1 级风

证结构的动力特性不变。因此基本原则为（1）保证部件

扇静子机匣的几何壳体模

内部的结构力学关系不变；
（2）将部件装配成整机模型

型如图 2 所示。

时，
保证部件之间的传力关系不变；
（3）发动机整机模

图 2 第 1 级风扇机匣

型状态下的质量分布特征不变；
（4）最终建立的整机模

壳单元几何模型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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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单元几何模型

比 2 种机匣模型的自由模态，
其位移边界条件均为自

在实体单元建模时，
可直接利用已经生成的机匣
实体几何模型进行网格划分和计算。由于工程需要，

由边界条件。
3.1.4

计算结果对比分析

在机匣的实际几何模型中存在各种孔洞、倒角、凸台

在整机传力路线中，
不是主承力部件的风扇机匣

等，在进行实体网格划分时需要在上述部分增加网格

主要起传递转子受力的作用，
其振动特性是确定传递

密度，极大地增加了划分

特性的基础。实体单元和

难度和网格数量。但是根

壳单元自由振动频率对比

据圣维南原理，对整个模

如图 5 所示。2 种模型的

型或整机进行动力学分析

自由振动频率结果尤其是

可知，上述情况对整体计

低阶结果较为接近。
图 5 实体单元与壳单元

算结果的影响较小。因此

壳单元网格模型的规

对计算所用的几何实体模

模要比六面体单元模型的

型进行简化处理

。第 1 图 3 第 1 级风扇机匣 3 维
级风扇机匣 3 维实体几何
实体几何模型

小 1 个数量级以上，所占用的计算机资源更少，在多

模型如图 3 所示。

结果满足工程精度要求时，采用壳单元可以对风扇机

3.1.3

匣类部件进行振动模态等动力学分析。在进行整机规

[14]

模型网格划分和属性定义
建立上述 2 个几何模型后，
导入计算软件。根据

自由振动频率对比

个部件模型组装后进行整机动力学分析。因此，计算

模的动力学计算时，在保证工程应用精度的前提下，

计算需要定义壳体厚度、材料属性以及部件之间的装

对传力机匣类部件采用壳单元进行分析，可以大规模

配联接关系和边界条件等物理属性。在定义壳体模型

缩减整个模型的数据量，
减少对计算机资源的需求[15]。

机匣壳体厚度时，直接利用壳体对应的实体模型厚度

3.2

数据。由于风扇静子叶片形状复杂，
其厚度沿径向不

3.2.1

中介机匣
建模方法

断变化，并且叶片本身不在整机机匣传力路线上，其

中介机匣壳单元和六面体单元建模的方法、步骤

主要影响机匣的质量分布状态，定义叶片厚度时，需

与第 1 级风扇机匣的相似。壳模型的片体厚度根据其

保证叶片质量和质心分布不发生变化，
根据质量等效

对应的 3 维模型厚度给出。对厚度变化较大的安装

原则确定叶片自身的厚度。然后采用四边形和三角形

边、轴承腔等采用等效的方式定义其厚度，即根据体

网格结合划分。第 1 级风扇机匣的壳单元网格节点

积相同的原则得出。实体单元为 8 节点六面体网格，

数、单元数和自由度分别为 2438、2300、14628。采用

模型节点数、
单元数和自由度分别为 44606、26802 和

六面体网格对实体模型进行网格划分，
第 1 级风扇机

363845；
采用壳单元为 4 节点四边形和 3 节点三角形

匣的 3 维实体网格节点数、单元数和自由度分别为

网格相结合，模型节点数、单元数和自由度分别为

34040、16606、
251574.第 1 级风扇机匣 2 种单元网格

2906、
2861 和 18806。相应的网格模型如图 6 所示。

模型如图 4 所示。

（a）壳单元
（a）壳单元

（b）实体单元

图 4 第 1 级风扇机匣网格模型

上述模型均采用钛合金的材料数据定义属性。对

（b）实体单元

图 6 中介机匣网格模型

采用相同的位移边界条件对 2 种机匣进行静力
学分析。在对 2 号轴承座施加载荷时，
均采用在轴承

4 静子部件建模

座安装面上施加集中力的
方式。位移边界和载荷条

针对主承力机匣结构的复杂性和进行响应分析

件如图 7 所示。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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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结果要求，采用实体

计算结果对比分析

单元进行建模。对于其他

在相同条件 下，2 号

机匣，为了在保证计算精

支点轴承座内表面平均位
移对比如图 8 所示。在相

图 7 中介机匣静力位移

同受力条件下，壳单元模

边界和载荷条件

型计算所得的 2 号支点位

量，主要采用壳单元建模。
各机匣都要经过仔细地几
何清理以及模型简化甚至

移超出实体单元模型的，

重新建立几何模型后，才

表明采用壳单元对中介机

图 10 进气机匣的有限元

能导入到计算软件中进行分网。

匣建模时，很大程度上降
低了机匣的整体刚性。壳

度的同时尽量减少计算

图 8 2 号支点位移对比

单元和实体单元的横向受力变形如图 9 所示。从图中
可见，在相同边界条件和载荷下，中介机匣的支板相
对其内外环在受到拉伸的同时，
均有相对的转动。中
介机匣的刚性特性主要受到支板刚性以及支板和机
匣壳体之间的刚度传递特性影响。对于中介机匣结
构，其支板和机匣壁面厚度较大，尤其是支板和机匣
壁面的转接部分，已经不符合采用壳单元的薄板理论
中厚度远小于其它 2 个方向尺寸的基本假设，因此仅
采用壳单元对中介机匣类结构建模会导致较大的计
算误差[15]。

4.1

网络模型

主承力机匣部件建模
在进气机匣建模时，
对于处在传力路线上的结构

采用了实体单元，其余的典型壳体件，且不参与轴承
传力部分采用了壳单元。进气机匣的有限元网格模型
如图 10 所示。
涡轮后机匣通过 8 根斜拉杆与外涵承力环相连
接。前者均采用梁单元进行建模。在实际部件中，
与后
机匣外环和外涵承力环的
连接方式为铰链式，各拉
杆相互约束，使后机匣和
外涵承力环在垂直于发动
机轴向的平面内的位移相
同，而对其他方向的位移

8.67073187

1.63280112

7.80365868

1.46952101

6.93658549

1.30624089

6.06951231

1.14296078

5.20243912

0.97968067

4.33536593

0.81640056

3.46829275

0.56312045

2.60121956

0.48984034

1.73414637

0.32656022

0.86707319

0.16328011

0

0

并无约束。简化处理对拉
杆与后机匣外环和外涵承 图 11 涡轮后机匣的有限元
力环的连接方式，使拉杆

网络模型

与后机匣及外涵承力环铰链装配处的装配副在沿拉
杆方向的位移相等，对其他方向的位移并不添加限

（a）壳单元

（b）实体单元

图 9 中介机匣模型横向受力变形

制。既可以保证后机匣与承力环之间通过拉杆的位移
传递，
又可以保证使 2 个机匣在垂直于发动机轴向的
平面以外方向的位移具有独立性。涡轮后机匣的有限

通过静力、模态对比分析得出，由于中介机匣中
存在较多的安装边和加强结构，为了保证强度要求，
大幅度增加厚度已不能较好地符合板壳理论的基本

元网格模型如图 11 所示。
4.2

其他机匣部件建模
利用机匣壳单元建模方法，
对风扇、高压压气机、

条件。部分采用壳单元时的计算误差将会很大，甚至

主燃烧室、高压涡轮、低压涡轮、加力燃烧室、收扩喷

出现错误结果。

口以及复合材料外涵等机匣均建立了以壳单元为主

因此，对于中介机匣等发动机主要承力机匣，并
不能简单地采用壳单元建模，应采用实体单元的方式
来保证计算精度。

体的有限元模型。
对不参与机匣的传力，同时其叶片长度较小，自
振频率较高的静子叶片，整级作为单个质量点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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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处，集中质量单元采用“mean”单元与机匣周围
的对应位置连接，
模拟其质量分布特征。相应的机匣
模型分别如图 12～18 所示。
以上网格划分所得到的各机匣网格规模和材料
属性见表 1。
表 1 静子部件网格规模和材料
中间红点为叶片的集中质

图 12 风扇机匣

部件名称

量点，黄线为 mean 单元

图 13 高压压气机机匣

进气机匣

单元类型

63539 36237

513645 钛合金

38572 17863

316725 高温合金

44606 26802

363845 钛合金

6855

6437

41130

钛合金

7843

7994

47112

高温合金

2303

1983

13830

高温合金

2875

2767

16510

高温合金

1764

1649

10584

复合材料

8575

8313

52837

高温合金

9111

8697

54666

高温合金

397

360

2382

高温合金

8 节点六面体
实体单元

中介机匣

材料

8 节点六面体
实体单元

涡轮后机匣

网格规模
节点数 单元数 自由度

8 节点六面体
实体单元
4 节点四边形

风扇机匣

和 3 节点三
角形壳单元
4 节点四边形

高压压气机机匣 和 3 节点三
中间红点为叶片的集中质量
点，黄线为 mean 单元

图 14 高压涡轮机匣

蓝色为第 1 级低压静子，红

角形壳单元

色为第 2 级低压静子

图 15 低压涡轮机匣

4 节点四边形
高压涡轮机匣

和 3 节点三
角形壳单元
4 节点四边形

低压涡轮机匣

和 3 节点三
角形壳单元
4 节点四边形

外涵机匣

和 3 节点三
角形壳单元
4 节点四边形

图 16 燃烧室

图 17 加力燃烧室外壳、加

燃烧室

力筒体、合流环及尾锥

和 3 节点三
角形壳单元
4 节点四边形

加力燃烧室机匣 和 3 节点三
角形壳单元
4 节点四边形
尾喷口

和 3 节点三
角形壳单元

整机静子模型

各部件模型
装配

图 18 尾喷口

图 19 外涵机匣

4.3

179390 133802 1421137

部件模型的装配

提取整级叶片的质量、
质心、转动惯量等属性，采用集

在实际发动机部件中，
各机匣部件上都留有安装

中质量单元的方式将整级叶片装配到其对应的轴线

边，2 个相邻的机匣间采用螺栓连接。由于螺栓连接

时，机匣安装边的局部受力情况比较复杂，具有一定

6 静柔度试验及结果对比

的非线性。对于整机规模的模型来说，局部非线性的
影响范围较小，因此在计算模型中做了简化处理。机
匣部件之间的装配采用“点在面上”方式，即在 2 个进
行装配的安装边中的 1 个安装边节点“黏接”到另 1
个安装边的面上，可以保证连接面两侧的机匣安装边
对应节点处的位移相同；同时不附加限制同一安装边
上节点之间的相对位移。
4.4

79

贾瑞琦等：航空发动机整机静子建模与刚度验证

第6期

对承力系统静柔度进行试验，测量了承力系统
1～3、5 支点的静柔度。
6.1

试验项目及载荷
分别在某型发动机的 1～3、5 的轴承中截面处施

加横向力，测量轴承中截面的横向位移，计算轴承相
对于主安装节的静柔度。在室温条件下，按照台架试
车要求安装在发动机专用静力试验台上进行试验。

整机边界条件设定
坐标系定义为 z 轴与发动机旋转中心线重合，方

向向后为正；y 轴方向向下为正；
x 轴由 y 轴到 z 轴按
右手法则确定。
根据发动机的台架安装方式，计算模型的位移边
界条件设置方式为中介机匣顺航向看右侧主安装节
处约束其沿 x、
y、
z 方向的平动位移，左侧主安装节约
束 y、z 方向的平动位移，2 个安装节上均不限定其以
安装节连线方向为轴的转动。加力筒体吊耳处约束 y
方向平动位移，不限定吊耳处的转动自由度。
按照整机机匣静柔度试验时的加载方式，分别沿
x、
y 方向，
在 1～3、
5 号支点的轴承座中心面上施加 10
kN 的作用力，
计算发动机机匣整体状态下的变形。
机匣承力系统的有限元模型如图 20 所示。

6.2

试验加载方式和测量方案
1 支点静柔度试验加载

装置（局部）如图 21 所示。从
图中可见，横向力加载螺杆
1 和 3 通过杠杆 5、关节轴承
和模拟轴承 7 对 1 号轴承座
施加横向载荷，测力计 2、4
的差值为横向载荷。其他支
点位置的加载方式与 1 号轴
承座类似。
6.3

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
整机支点柔度计算与试

1、3 － 横 向 力 加 载 螺 杆 ；2、
4－测力计；5－杠杆；6－试
验组件；
7－关节轴承和模拟
轴承；
8－安装座组件

图 21 1 支点静柔度试验
加载装置（局部）

验结果见表 3。
表 3 整机支点柔度计算与试验对比

（a）1 号支点

（b）2、3、5 号支点

图 20 机匣承力系统有限元模型

加载方向

1 支点

2 支点

3 支点

5 支点

X 向（试验）

0.77

1.00

0.96

1.42

X 向（计算）

0.79

1.00

1.02

1.67

Y 向（试验）

2.78

0.93

0.93

4.15

Y 向（计算）

2.66

1.00

0.98

4.96

注：各支点柔度相对 2 支点对应方向计算柔度的比例。

5 计算结果
利用已建立的整机机匣有限元模型，计算了发动

从表中可见，
1～3 支点的柔度计算值与试验值

机整机状态下的各支点的静柔度，
并将计算结果与试

相对于主支点的相差较小。5 支点的柔度计算值与试

验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

验值相对于主支点的相差较大，相对误差分别为

最终计算所得的各支点相对于发动机主安装节
的静柔度相对值见表 2。

17％（X 向）和 19％（Y 向）。
5 支点位于涡轮后机匣，通过在同一平面内（垂

表 2 各支点相对于发动机主安装节静柔度值

直于轴向的平面） 的 8 根斜杆与外涵承力机匣连接。

支点

X 向加载

Y 向加载

该装配方式使 5 支点的径向静柔度特性具有较强的

1 支点

0.79

2.66

非线性，
在试验加载过程中也发现了该现象。在整机

2 支点

1.00

1.00

机匣的静刚度计算中，模拟拉杆与机匣的装配关系时

3 支点

1.02

0.98

进行了线性简化，仅限定参与拉杆与机匣装配处的节

5 支点

1.67

4.96

点位移沿拉杆方向相同，不限定装配处节点其他方向

注：各支点柔度为相对 2 支点对应方向柔度的比例。

的位移。与实际装配关系相比，
降低了机匣产生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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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移时涡轮后机匣与外涵承力机匣之间的刚性，使得
5 支点的柔度计算值大于试验测量值。

7 结论

characteristics of engine casing [J]. Tactical Missile Technology，2006
（2）：29-35. (in Chinese)
[6] 陈萌，马燕红，刘书国，等. 航空发动机整机有限元模型转子动力学
分析[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报，
2007，33（9）：1013-1016.

通过对比不同功能机匣建模方式，将各主要静子

CHEN Meng，MA Yanhong，LIU Shuguo，et al. Rotordynamic analysis
of whole aero-engine models based on finite element method[J]. Journal

部件的有限元模型组装成整机模型，
并进行了整机状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2007，
33（9）：

态下各支点的静柔度计算，得到如下结论。

1013-1016. (in Chinese)

（1）对静子建模可以分为主承力机匣部件和其他
机匣部件分别进行。对机匣建模时，
可以采用壳单元
或实体单元。相同结构壳单元的网格数目比 3 维单元
的有较大幅度地减少；
（2）主承力机匣结构比较复杂，并且直接传递转
子作用力。因此需要采用实体单元进行建模，保证模
型的有效性。其他机匣基本为壳体类部件，受力情况
也比主承力机匣的简单，可以采用壳单元建模；

[7] Zang C，
Schwingshackl C W，Ewins D J. Model validation for structural
dynamic analysis：an approach to the sandia structural synamics challenge [J]. Computer Methods in Applied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2008（197）：
2645-2659.
[8] 晏砺堂，朱梓根. 结构系统动力特性分析[M].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出版社，1987：
25-26.
YAN Litang，ZHU Zigen. Dynamics analysis of structures [M]. Beijing：
Beihang University Press，1987：
25-26. (in Chinese)
[9] 晏砺堂. 航空燃气轮机振动和减振 [M].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1991:30-31.

（3）发动机整机有限元模型计算与试验得出各支

YAN Litang.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ecreasing method of aero-

点在横、
纵向的柔度值差值在工程精度范围内。有限

engine [M]. Beijing：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1991:30-31. (in

元模型与实际发动机的刚度分布符合较好，经过质量
修正后，
可以作为发动机整机振动计算中的静子模型
参与计算。

Chinese)
[10] 付才高. 转子动力学及整机振动[M].北京：
航空工业出版社，
2000：
34.
FU Caigao. Rotor dynamics and whole engine vibration [M]. Beijing：
Aviation Industry Press，2000：34.(in Chinese)
[11] 刘长富，邓明. 航空发动机结构分析[M]. 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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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软壁风扇机匣包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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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先进航空发动机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083）

摘要：高强度纤维缠绕增强的软壁机匣是大型航空发动机轻质风扇机匣的主要选型之一。针对大型航空发动机软壁包容机匣
的总体设计思路，从结构特点、数值分析技术、试验方法、纤维性能考核等方面研究了其包容性分析设计的方法。分析了软壁风扇包
容机匣的结构特点，较适用于工程、机理分析地连续介质模型和纱线模型，得出了旋转打靶试验能有效考虑关键因素，而部件包容
试验则能初步验证包容能力，数值仿真与部件试验相结合能快速掌握软壁机匣的包容性设计方法。此外，软壁机匣外层纤维织物的
拉伸、剪切、摩擦、应变率效应、抗老化测试等性能测试，可为选取优良的纤维织物以及发展适用的材料模型提供参考和依据。
关键词：软壁机匣；纤维织物；包容性分析；性能测试；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5.06.016

Investigation on Containment of Aeroengine Soft-Wall Fan Case
XUAN Hai-jun 1袁3袁 HE Ze-kan 1袁3袁NIU Dan-dan1袁3袁 MIAO Yan2袁 BAI Han-song2袁 HONG Wei-rong1
渊1. High-speed Rotating Machinery Laboratory袁 Zhejiang University袁 Hangzhou 310027袁 China曰 2. 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袁 Shenyang 110015袁 China曰 3.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Advanced Aero-engine袁 Beijing 100083袁 China 冤
Abstract: Metal case wrapped by fabric, called soft-wall fan case, is one of mostly light fan cases. Aiming at overall design idea of

large aeroengine soft-wall fan case, the design method of containment analysis was investigated from the aspects of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numerical analysis, test method, and fiber properties. The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 was analyzed, which adapted to the continuum model for
engineering analysis and the yarn model for mechanism analysis. The rotating impact tests can effectively consider the key factors and the
component containment tests can make an initial validation. The design method of soft-wall case containment was quickly mastered by the
combination numerical simulation with experimental evaluation. Tension tests, shear tests, friction tests, strain rate effect tests and aging
tests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choosing good fabrics and developing a proper material model.

Key words: soft-wall case; fabrics; containment analysis; performance testing; aeroengine;

0 引言
高强度纤维织物具有质量轻、比强度高、抗冲击

优良的纤维（如 Kevlar）条带，碎片击穿机匣内层，外
层纤维只有被撞击的局部区域发生破损，机匣仍然保

性能等优点，广泛应用于兵器工业、交通运输和航空

持结构完整性，碎片被机匣外部增强的柔性纤维增强

航天等领域。先进复合材料已经成为提高飞机推重比

复合材料捕获[1]。

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中比较典型的应用是航空发动机

高强度纤维缠绕增强的软壁风扇机匣是大型航

风 扇 包 容 机 匣 。 传 统 的 硬 壁 包 容（hardwall

空发动机轻质风扇机匣的主要选型之一，为理清研制

containment） 通常采用韧性极高的高强钢材料制成，

思路，本文从结构特点、数值分析方法、试验方法、纤

利用其在撞击载荷作用下发生较大塑性变形以吸收

维性能考核等方面综述软壁风扇机匣包容性分析设

断叶动能，
并有效控制裂纹扩展；而软壁包容（softwall

计方法。通过分别研究适用于工程、
机理分析的连续

cont- ainment）指在薄壁金属机匣外缠绕强度和韧性

介质模型和纱线模型的优缺点，以及比较能有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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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分析中各关键因素的旋转打靶试验和能初步

建模比较困难，计算时间比较长。上述模型为纤维织

验证包容能力的部件包容试验的特点，为可开展的研

物打靶试验的数值仿真分析提供了可行途径。

究提供借鉴。通过总结纤维织物的性能测试方法，为

2.1.1

选取优良的纤维织物以及发展适用的材料模型提供

基于连续介质模型的数值分析
为了降低建模难度，
连续介质模型不考虑材料内

参考和依据。

部结构，将其简化为各向异性的连续体，使用各向异

1 软壁包容机匣结构特点

性的本构方程来模拟纤维织物的力学行为。通过性能

早期的航空发动机多采用硬壁包容机匣，在提高
安全性的同时增加了自身质量，
其性能难以满足现代
高推重比发动机和大型绿色涡扇发动机的设计要求。
近年来，纤维缠绕增强软壁包容机匣凭借成本低、质
量轻、包容能力强的优点而被广泛应用。GE 公司在
CF6-80C2 发动机上较早采用了软壁包容机匣

，随

[2]

后，
RR 公司的 RB211，PW 公司的 PW4084 和 GE 公
司的 GE90 等发动机均采用了该设计

。其中 GE90

[3]

发动机在较薄的铝合金壳体外表面铣出较多纵横交
错的深槽，以保证机匣的刚度，再在壳体外侧缠绕 65
层 Kevlar

纤维编织带，并覆以环氧树脂制成复合材

料包容环。该设计在具有良好包容能力的同时，其质
量比金属包容环减轻近 50%[4]。典型软壁包容机匣及
结构如图 1 所示，主要特点是通过在薄壁金属外缠绕
多层纤维织物，用来捕捉飞出的碎片。

测试得到材料参数，如弹性模量、泊松比、不同方向的
强度等。赋予纤维织物连续体的材料性质，可得出整
体结构的响应，适用于工程分析。成功运用分析解、
有
限差和有限单元法建立冲击过程的模型。
Kollegal [5]发展了 1 种采用 3 维有限元模型捕捉
纤维复合材料有效弹性性质的方法。通过包含基体材
料和纱线材料的损伤、失效将非线性加入模型。使用
该材料模型的拉伸和面内剪切行为与试验结果吻合
较好。Roylance[6]运用有限差分技术，
利用一系列无质
量铰链纤维单元，在节点分布质量上使模型与实际的
纤维密度相同。Shim[7]采用了相似技术，使用无质量铰
链对纤维单元进行建模，但是黏弹性模型考虑了应变
率效应，采用球形钢制弹体对 Twaron 纤维进行了弹
道冲击试验，并与数值分析的结果进行了对比，结果
在弹体残余速度和纤维能量吸收方面显示了较好的
吻合性。
Lim[8]采用膜单元进行了球形钢制弹体对 Twaron
纤维材料的弹道冲击模拟，
运用 DYNA3D 的材料类型
应变相关的各向同性弹塑性模型（MAT19）。通过自定
义载荷曲线定义了弹性模量、失效应力、屈服应力、剪
切模量等随应变率的变化，
试验与模拟结果吻合较好。

（a）机匣

（b）具体结构

图 1 典型软壁包容机匣及结构

2 软壁包容机匣数值分析方法
软壁机匣的数值分析与金属机匣的类似，一般基

Iannucci [9] 采用 LS-DYNA 和损伤发展模型对编
织碳纤维复合材料遭受冲击载荷的行为进行了模拟，
用平面应力壳单元代表复合材料，
织物纤维与基体损
伤通过减小有效刚度值进行模拟，随着刚度值的减
小，材料损伤不断扩展直至失效。针对编织复合材料，

于直线打靶和部件包容试验，
研究 1 种有效的包容性

Taibiei[10]采用单胞方法对其进行均质化，考虑纱线的

数值分析方法，应用于真实机匣包容性分析。

重定向和材料方向的非正交性，在 LS-DYNA 中使用

2.1

自定义的材料模型模拟圆柱弹体冲击 kevlar129 织

打靶试验数值分析
纤维织物打靶试验的数值仿真技术发展得比较

物，用壳单元代表织物，
模型中不考虑织物的损伤。通

完善，
目前集中于连续介质模型和纱线模型。前者模

过对织物变形量和弹体的位移与时间的关系进行比

型简单，
计算速度快，
有利于工程应用，但数值仿真结

较，
得出模拟和试验结果吻合较好。

果并不能真实反映纤维织物的具体损伤形式；后者比

Stahlecker[11]通过试验获得织物的力学性质，构建

较接近织物的内部结构，能有效评估织物的内部损伤

纤维织物的非线性率相关性各向异性材料模型，使用

情况，
考虑对包容性的影响，但是数值仿真难度较大，

LS-DYNA 的 UMAT 子程序施加。在弹道冲击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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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叶片撞击下的连续介质模型发生了变形与破坏，

的增大，
纤维织物吸能增多。

仿真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良好，
验证了该模型的正确
性，如图 2 所示。
Y
X
Z

Y
X
Z

图 3 基于纱线模型的数值仿真
（a）仿真结果

2.2

软壁机匣包容性数值分析
考虑机匣结构的复杂性，
一般在包容性数值分析

时采用打靶试验中已经验证的数值模型。Bansal 等[15]
对 Honeywell 公司的 HTF7000 发动机风扇叶片的包
容性进行了有限元分析，
（b）试验结果
图 2 连续介质模型仿真与试验结果对比

2.1.2

基于纱线模型的数值分析
通常采用纱线模型研究纤维内部作用机理。按照

实际纱线（纤维束）的波动和编织方式直接建模，纱线
为面内各向同性材料，可直观地反映纤维织物的具体
编织结构，研究弹体与纱线、纱线与纱线之间的相互
作用。
Rao [12] 研究了 Kevlar KM2 纤维平纹织物的材料
性质并进行了摩擦测试，确定了数值仿真中的材料参
数。通过显微镜观察得到纤维横、纵向纱线的几何参
数，建立纱线模型进行分析，仿真与试验结果吻合较

并通过弹道冲击试验验证
材料本构和有限元模型，
纤维织物采用 3 或 4 层壳
单元建模。
软壁包容系统数值仿
真结果如图 4 所示。通过
比较包容系统的损伤预
测，评估了叶片造成的损
伤程度、缺口尺寸以及冲
击位置，并检查了变形后

图 4 软壁包容系统数值

的叶片形状。

仿真结果

3 软壁机匣包容试验方法

好利用 LS-DYNA 考虑了不同材料性能下的平纹织

文献[16]中提到机匣包容性试验主要分为打靶试

物弹道冲击性能，得出刚度和强度更高的织物的弹道

验（ballistic impact test）、在专门的高速旋转试验台上

冲击性能也更好。刚度大能够更快地降低弹体速度，

进行的部件试验（component containment test）、台架试

强度高能使纱线在破坏前吸收更多的弹体动能。

验（rig test）和在室外试车台上进行真实发动机风扇

Duan [13]也利用纱线模型讨论了纤维织物靶板在

叶片的包容试验 （full engine test）4 个步骤来验证和

不同边界条件下的弹道冲击性能。采用各向异性弹性

优化机匣的包容性。其中台架试验类似于部件试验，

材料模型，利用 LS-DYNA 分析得出 4 边约束的纱线

但试验条件更接近真实情况；真实发动机风扇叶片的

模型能够较快地降低其速度，
但对边约束使弹体速度

包容试验是发动机适航取证的关键试验，
费用极高。而

降低。由于对边约束的纤维弹体侵彻纤维的时间比较

打靶试验和部件试验是研究性的基础试验，也是验证

长，
吸收的能量较多。

仿真方法有效性的手段，
下面对这 2 个方面进行综述。

Talebi[14]研究了不同的弹体前端角度对纤维 Twaron

3.1

有效的打靶试验方法

CT716 撞击和侵蚀机制的影响。基于纱线模型，对称

对于软壁机匣包容性试验来说，打靶试验主要用

选择 1/4 模型，数值仿真如图 3 所示。考虑了材料之

来考核纤维材料的性质，验证数值分析方法的有效

间的侵蚀，动、静态摩擦系数分别设为 0.28 和 0.30。

性。文献[17]介绍了 1 种典型的全尺度包容环弹道冲

得出纤维的吸能能力跟弹体的初始速度有关，前端角

击试验。夹具为含缺口的金属圆环，纤维织物缠绕在

为 60毅时对纤维的损害性最大，并随着弹体前端角度

圆环上。圆环倾斜 15毅，置于空气炮前，使弹体可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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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上安装边打在机匣内壁上。试验得到了不同纤维织

180毅的叶片使用爆炸冲击方式同时释放，保证转子不

物的能量吸收关系，以及纤维织物的弹道极限。

平衡最小。包容环由 2 个 180毅半环拼成，
可以通过同 1

直线打靶试验简化了零部件。在常见的打靶研

次试验完成，最大程度地

究 [18-24]中，大都使用平板条或者圆柱形弹体，导致得

减小对试验台的损伤。典

出的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

型的部件包容试验结果如

Carney

等研究指出，在不增加总体质量的情

图 7 所示，绘制不同厚度

况下，曲面截面机匣的弹道极限比普通机匣的高

的包容极限能量图，为包

15%。实际失效的叶片碎片以切线方向飞出撞击机

容系统的设计提供参考。

匣，不仅涉及较大的倾斜角（Oblique angle）和偏航角

4 软壁机匣纤维材料测试

[25-26]

（Yaw angle）， 还 存 在 失 效 碎 片 沿 质 心 的 旋 转
（Tumbling），上述因素都无法在直线打靶试验中加以
考虑。

图 7 典型的部件包容
试验结果

软壁机匣包容转子的碎片主要由外层纤维织物
进行捕获，因此纤维织物的选择十分重要。由于平纹

相比空气炮直线打靶试验，
在旋转试验台上进行

编织具有方式简单、容易获取、
性能优良等特点，在国

的旋转打靶试验则可以有效地考虑问题关键，获得更

内外的研究[29-31]中得到广泛应用。不仅可以对外层纤

接近于实际包容问题的结果。

维材料进行择优选择，而且可以用于发展最适合纤维

外部缠绕纤维织物的金属机匣旋转打靶试验件

织物性能的材料模型，导入仿真软件中，从而保证计

结构如图 5 所示。叶片安装在试验台主轴上，加速至

算结果真实可靠。纤维基本性能测试包括拉伸、剪切

要求的转速后被释放。在自身离心载荷作用下，叶片

和摩擦测试；
另外为了更好地分析纤维织物抗冲击性

弹体切线飞出，并以一定角度撞击机匣模拟件。当叶

能，进行应变率效应和抗老化等性能测试。

片穿透内层金属环后，
开

4.1

旋转叶片
缠绕凯夫拉层

始与外层复合材料作用。

Vf

在旋转打靶试验中，可利

Wf

金属机匣

织物基本性能测试
Naik [32] 和 Stahlecker [33] 考 核 了 不 同 种 类 Kevlar、

Zylon 纤维的力学性能，分别进行了纤维缠绕和填充

用高速相机拍摄叶片脱

方向的拉伸、剪切和纤维层间摩擦试验。3 种织物拉

落后的撞击过程。观察

伸试验装置分别如图 8～10 所示。拉伸试验根据
“ASTM D3039 聚合物复合材料拉伸性质测试方法”

撞击时刻的高速摄影照
片，
可分析出金属机匣损

图 5 外部缠绕纤维织物的金属

在 MTS 上进行，分别进行了 kevlar49 和 Zylon 纤维平

机匣旋转打靶试验件结构

纹织物的拉伸试验。由于其特殊性，
需要考虑两端夹持

伤、
纤维织物变形等。
3.2

典型的机匣包容试验方法

机构的滑动和织物横向收缩明显的特点。首先运用一

为准确评估机匣包容风扇叶片碎片的能力，在专

边曲线槽，另一边 V 型槽的平板用于防止试样发生滑

门的高速旋转试验台上进行接近实际发动机工况的

移；
其次利用延伸仪装置来测量织物的横向变形。应力

部件试验。选取某级风扇、
压气机或涡轮叶盘和机匣

通过额定载荷与纱线平均

安装于高速旋转试验腔

截面面积的比值计算得到。

内，使叶片在预定转速从

结果表明：
kevlar 失效主要

根部飞断后撞击机匣，从

发生在织物的中间部分，
而

而验证其包容能力，旋转

Zylon 失效主要发生在加紧

部件包容试验装置如图 6

装置附近。二者拉伸性质类

所示。该装置具有相对成

似，
最大拉伸失效都表现出

本低、周期短、试验结果可 图 6 旋转部件包容试验装置
以直接应用等优点。

脆性。

a

b

Button
Button

c

图 8 3 种织物拉伸试验装置

依据“ASTM D3518 聚合物复合材料面内剪切性

选取叶尖直径为 1.1 m、尺寸较小 的

能测试标准”
进行剪切性能测试。在试验中织物由方

TF34 发动机的第 1 级风扇进行试验。将 2 个相距

形金属相框夹持，其剪切试验装置如图 9 所示。从图

Stotler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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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见，考虑夹持装置的滑动，采用与拉伸试验相似

4.2

的 V 型槽进行固定。在试验前，
铰链连接夹角为 90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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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率效应测试
研究表明纤维材料是率敏感性的，其率相关性通

金属框 4 边长钢板将织物固定在与加载方向呈 45毅

常通过分离 Hopkinson 杆试验（SHB）获得。传统的金

的位置。金属框可以沿加载方向运动。上面的铰链固定，

属应变率效应试验是利用 1 维应力波加载技术测试

下面的铰链以 0.254 cm/s 的速率运动，通过执行器的运

材料的动态压缩变形。由于纤维织物是柔性材料，不

动实现整体变形。通过 Kevlar49 剪切试验得出，
在不同

能承受压缩力，故纤维的应变率试验装置需要在原来

[34]

的剪切应变值下，
剪切模量是不断变化的。另外，
Mehta

的基础上进行改进。Don 等 g[35]设计类似 Hopkinson 拉

研究了 Kevlar 等多种纤维剪切模量随温度的变化，
发现

杆的旋转盘式杆拉伸装置，采用纤维束拉伸试验方

Kevlar 纤维在室温下的剪切模量为 0.5~1.0 GPa，
随着温

法，得到了 Twaron 长丝在几种应变率下的拉伸曲线，

度的升高，
其剪切模量逐渐减小。

指出在高速冲击测试中计算模型必须引入纤维材料
高应变率下的材料参数。Xia 和 Wang[36]同样采用拉伸

Crosshead mcunt
Slot

试验方法，进行了 Kevlar49 纱线的应变率试验，基于
SHB 试验进行了 350 s-1 的试验，发现纤维同时具有

Fabric
Bearing

温度和率效应。纱线的弹性模量、峰值应力、峰值应变

Clamping plate

以及失效应变均随着应变率的增加而增大，随温度升
高而减小。

Multipller links

4.3

Crosshead mcunt

纤维老化试验
纤维织物长时间使用后，在紫外线、高低温等环

图 9 织物相框剪切试验装置

纤维的摩擦试验方法主要有纤维 - 柱形系统法

境因素作用下，
其机械性能下降，甚至变脆、龟裂以致

和力三角形测试法等。采用不同方法得出的数据往往

无法使用。航空发动机软壁机匣外层纤维材料在长久

差异较大，纤维摩擦性能测试方法还有待成熟。在

使用后也面临着老化的危险。为了选取性能优良且可

Naik 和 Stahlecker 试验中，进行的纤维织物摩擦测

长久使用的纤维，必须对其抗老化性能进行研究。国

试与以往的纤维丝测试不同，其试验装置如图 10 所

内外研究表明，纤维老化后，强度会明显降低。不同的

示。利用摩擦力与摩擦系数之间的关系来定义织物间

纤维，强度降低的程度不一样；而断裂伸长率会因纤

的摩擦系数。从图中可见，夹在 2 层相同织物间的 1

维材料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变化趋势。目前对纤维老

层织物使用水平执行器进行拉伸，
通过垂直方向安装

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热氧、湿热以及光老化等方面。

的另 1 个执行器对织物施加有效压力为 0.41 MPa 的

张鹏[37]等研究了 ZYLON 纤维的热氧以及湿热老化中

法向载荷。试验后绘制最大拉力与法向载荷的曲线可

温 度 的 影 响 。 依 据 GJB150.3A-2009 和 GJB150.

以计算出材料的摩擦系数。在 125 mm/min 的加载速率

9A-2009 标准，在空气热氧、湿热老化试验箱中进行

下，
kevlar49 的动、静摩擦系数分别为 0.22 和 0.21，

试验。前者给出 ZYLON 纤维抗断裂强度随老化温度

zylon 1500D 的动、
静摩擦系数均为 0.18。

的升高而降低；温度越高，
纤维强度降低得越快。断裂

[32]

[33]

伸长率先减小后增大，且随着老化温度的升高，纤维
22 Kip
Actuator

表面不再光滑，出现明显的小缺陷及沟槽。后者试验
指出随着温度的升高，老化试验后 ZYLON 纤维的强
度保持率减小，强度变为原来的 90%左右，断裂伸长
率增大。

Wood plate

55 Kip
Actuator

Linear roller
Bearings

图 10 摩擦测试试验装置

文献 [38] 中的数据显示，
Kevlar 纤维在 340 mm
波长的光下照射 450 h 后，其拉伸强度损失 89%。
Carturan 等[39]通过单丝拉伸试验研究低强度 UV 辐
照对 HM-PBO 纤维拉伸强度的影响，得出在紫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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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照下的 HM-PBO 纤维拉伸强度近似于正态分布，

ric armor [J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mpact Engineering，2001，25：

拉伸强度与辐照时间的关系取决于辐照强度。

1-15.

目前纤维的老化试验主要针对纤维单束，对纤维
织物的研究还有待开展。

5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自主研制大型航空发动机轻质复合材
料软壁包容风扇机匣应注意以下几点。
（1）可以通过试验与数值仿真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软壁机匣包容性研究，确定最适合的软壁包容机匣结
构，
加快研制速度，
降低研制费用。
（2）基于连续介质模型的有限元分析技术，具有

[8] Lim C T，
Shim V P，
Ng Y H. Finite-element modeling of the ballistic
impact of fabric armor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mpact Engineering，
2003，28（1）：
13-31.
[9] Iannucci L，Willows M L. An energy based damage mechanics approach to modeling impact onto woven composite materials-Part I: numerical models[J]. Composites，2006，
37（11）：2041-2056.
[10] Tabiei A，Ivanov I. Computational micro-mechanical model of flexible
woven fabric for finite element impact simula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Methods in Engineering， 2002，53 （6）：
1259-1276.
[11] Stahlecker Z. Development of reliable modeling methodologies for engine fan blade out containment analysis-Part II: finite element analy-

建模简便、计算效率高的优点，可有效地应用于工程

si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mpact Engineering，2009，36（3）：

分析。

447-459.

（3）与直线打靶相比，旋转打靶试验可以更有效
地考虑软壁机匣包容性设计中所涉及到的关键因素，
试验条件更接近实际运行工况，
在有效控制试验成本
的前提下应当优先采用。
（4）通过对纤维织物进行性能测试，选取合适的
外层纤维材料，发展适用的材料模型，可为风扇机匣
包容性数值仿真技术研究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2] Rao M P，Duan Y，
Keefe M，
et al. Modeling the effects of yarn material properties and friction on the ballistic impact of a plain-weave
fabric[J]. Composite Structures，
2009，
89（4）：
556-566.
[13] Duan Y，Keefe M，
Bogetti T A，
et al. Modeling the role of friction
during ballistic impact of a high-strength plain-weave fabric [J].
Composite Structures，
2005，68（3）：
331-333.
[14] Talebi H，Wong S V，
Hamouda A. Finite element evaluation of projectile nose angle effects in ballistic perforation of high strength fabric
[J]. Composite Structures 2009，
87：
314-320.
[15] Bansal S，Mobasher B，Rajan S D. Development of fabric constitutive
behavior for use in modeling engine fan blade-out events [J]. Journal

[1] 宣海军. 航空发动机机匣包容性研究综述 [J]. 航空动力学报，
2010，25（8）：
1860-1870.
XUAN Haijun. Review of aeroengine case containment research [J].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
2010，25（8）：1860-1870.（in Chinese）
[2] 沈尔明. 先进树脂基复合材料在大涵道比发动机上的应用[J]. 航空
制造技术，
2011（17）：56-61.
SHEN Erming. Advanced polymer matrix composites for high bypass
ratio engines application [J]. Aeronaut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2011（17）：
56-61.（in Chinese）
[3] 陈光. 航空发动机结构设计分析[M].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
社，2006：
427-428.
CHEN Guang. Analysis of structure design for aeroengine [M]. Beijing：
Beihang University Press，2006：
427-428.（in Chinese）
[4] Horibe K，
Kawahira K，Sakai J，
et al. Development of GE90-115B turbofan engine[J]. IHI Engineering Review，
2004，37（1）：
1-8.
[5] Kollegal M，
Chatterjee S N，Flanagan G. Progressive failure analysis of
plain weaves using damage mechanics based constitutive law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amage Mechanics，
2001，10（4）：301-323.
[6] Roylance D，
Chammas P，
Ting J. Numerical modeling of fabric impact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
2009，22（3）：249-259.
[16] Horsley J. The Rolls-Royce way of validating fan integrity [R].
AIAA-93-2602.
[17] Pereira J M，Revilock D M. Explicit finite element modeling of multilayer composite fabric for gas turbine engine containment systemsPart II：ballistic impact testing[R]. DOT/FAA/AR-04/40.
[18] Ulven C，
Vaidya U K，
Hosur M. V. Effect of projectile shape during
ballistic perforation of VARTM carbon/ epoxy composite panels [J].
Composite Structures，2003，
61（1-2）：
143-150.
[19] Gellert E P，Cimpoeru S J，Woodward R L. A study of the effect of
target thickness on the ballistic perforation of glass-fiber-reinforced
plastic composit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mpact Engineering，
2000，
24（5）：
445-456.
[20] Wu E，
Chang L. Woven glass/epoxy laminates subjected to projectile
impac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mpact Engineering，1995，16（4）：
607-619.
[21] 黄英，刘晓辉，李郁忠. Kevlar 织物增强复合材料层合板冲击损伤
特性研究[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2，20（3）：
486-491.

[C]//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HUANG Ying，LIU Xiaohui，LI Yuzhong. On improving bullet proof

Mechanical Engineers，San Francisco: ASME，1995 155-160.

properties of Kevlar wove-fabric reinforced composite laminated plate

[7] Shim Vad P，
Lim C T，Foo K J. Dynamic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fab-

[J]. Journal of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2002，20（3）：

第6期

87

宣海军等：航空发动机软壁风扇机匣包容性研究

486-491.（in Chinese）
[22] Chu C K，Chen Y L，
Hseu G. C，et al. The study of obliquity on the
ballistic performance of basket fabric composite materials [J]. Journal
of Composite Materials，
2007，41（3）：1539-1558.
[23] Lopez-Puente J，
Zaera R，Navarro C.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analysis of normal and oblique ballistic impacts on thin carbon-epoxy
woven laminates[J]. Composites: Part A，2008，
39（2）：
374-387.
[24] Carney K. Jet engine fan blade containment using two alternate geometries [C]//The 4th European LS-DYNA Users Conference，
German：
Aerospace /Fluid-Structure，2003：1-9.
[25] Carney K S. Jet engine fan blade containment using an alternate geometr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mpact Engineering，
2009，36：
720-728.
[26] Steven J L，
Richard B M. Advanced aircraft materials engine debris
penetration testing[R]. DOT/FAA/AR -03/37.
[27] Stotler C L，Coppa A P. Containment of composite fan blades [R].
NASA-CR-159544，R79AEG197.
[28] Stotler C L.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lightweight system containment-final report[R]. NASA-CR- 165212，
R81AEG208.
[29] Duan Y，Keefe M，Bogetti T A，et al. Finite element modeling of
transverse impact on a ballistic fabric[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chanical Science，
2006，48（1）：
33-43.

tic impact [J]. Journal of Material Engineering，2013（9）：
69-74，
78.
（in Chinese）
[32] Naik D. Development of reliable modeling methodologies for fan blade
out containment analysis-Part I: experimental studi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mpact Engineering，
2009，36（1）：
1-11.
[33] Stahlecker Z. Development of reliable modeling methodologies for engine fan blade out containment analysis-Part II: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mpact Engineering，2009，
36（3）：
447-459.
[34] Mehta V R，
Kumar S. Temperature dependent torsional properties of
high performance fibres and their relevance to compressive strength[J].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1994，29：3658-3664.
[35] Dong L M，
Xia Y M，
Yang B C. Tensile impact testing of fiber bundles[J]. Acta Material Composite Sinica，1990，7（4）：
9-15.
[36] Wang Y，Xia Y M. 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al study on the strain
rate and 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mechanical behavior of Kevlar
fiber[J]. Composites，1999，
30：1251-1257.
[37] 张鹏. PBO 纤维热稳定性研究 [J]. 高科技纤维与应用，2012，37：
25-30.
ZHANG Peng. Study on the thermal stability of PBO fiber [J].
Hi-Tech Fiber and Application，2012，
37：25-30.（in Chinese）
[38] 赵浩. 复合抗紫外剂对 PBO 纤维光稳定性的影响 [J]. 材料导报，
2011，
25：107-109.

[30] Gu B. Ballistic penetration of conically cylindrical steel projectile into

ZHAO Hao. The effect of hybrid ultraviolet stabilizers on the UV sta-

plain-woven fabric target a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J]. Composite

bility of poly fibers [J]. Material Review，2011，
25：107-109.（in Chi-

Material，2004，
38（22）：2049-2074.
[31] 王东宁，李嘉禄，焦亚男，等. 平纹织物三维细观几何模型和织物

nese）
[39] Carturan S，
Quaranta A，Maggioni G，et al. Optical study of the matrix

防弹实验的有限元模拟[J]. 材料工程，2013（9）：69-74，78.

effect on the ESIPT mechanism of 3-HF doped sol-gel glass[J]. Jour-

WANG Dongning，LI Jialu，JIAO Yanan，et al. 3D Meso-geometrical

nal of Sol-Gel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3，
26（1-3）：
931-935.

model of plain weave fabric and finite element modeling under ballis-

（编辑：
肖磊）

航空发动机

第 41 卷 第 6 期
2015 年 12 月

Vol.41 No. 6
Dec. 2015

Aeroengine

基于 TTP/C 总线的开放式电子控制器的设计
及 HIL 仿真试验研究
余之杰 1，
张天宏 1，陈

建 2，
刘冬冬 2

（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省航空动力系统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16；2. 中航工业动力控制系统研究所，江苏无锡 214063）

摘要：开放式电子控制器具有模块化程度高、可靠性好、维护方便、全寿命周期成本低等特点，是未来航空发动机电子控制器
的发展方向之一。基于自主开发的 TTP/C 总线构建了 1 个拥有 3 个智能节点的开放式电子控制器，实现了主机控制器与 TTP/C 总线
控制器的接口设计，以及转速信号和油针位置信号的采集及其闭环控制和转速闭环控制功能，利用 FADEC 系统接口模拟器开展了
HIL 仿真试验研究。研究表明：基于 TTP/C 总线构建的开放式电子控制器的各智能节点能协调可靠地实现发动机的控制功能，同时
具有实时性好、安全性高、开发维护方便等特点。
关键词：开放式电子控制器；TTP/C 总线；HIL 仿真试验；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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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HIL Simulation Verification of Open Electronic Control Based on TTP/C Bus
YU Zhi-jie1袁 ZHANG Tian-hong1袁 CHEN Jian2袁 LIU Dong-dong2
渊1.Jiang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erospace Power System袁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Nanjing 210016袁
China; 2.AVIC Aeroengine Control Research Institute袁Wuxi Jiangsu 214063袁China冤
Abstract: Open electronic controller with good modularity, high reliability, easy maintenance and low life-cycle cost is one of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aeroengine electronic controller in the future. An open electronic controller with 3 smart nodes was designed based on

self -designed TTP / C bus. Interface between the host controller and bus controller, signal on speed and oil needle position collected,
closed-loop control and speed closed-loop control were achieved. HIL simulation verification was carried out with FADEC (Full Authority

Digital Engine Control) system interface simulator. Results show that smart node of the open electronic controller can achieve reliable and
real-time engine control, it has advantages such as good real-time performance, high safety, and convenient maintenance.
Key words: open electronic controller; TTP/C bus; HIL simulation; aeroengine

0 引言
目 前 航 空 发 动 机 数 字 式 电 子 控 制 器（Digital
Electronic Engine Controller，DEEC）一般采用集中式

硬件子模块上的软件代码可以在不同的硬件平台上
移植；
（3） 任意 1 个子模块的修改或更换不影响其它
模块[2-6]。

架构，
其计算任务集中在某 1 个处理器上。这种架构

TTP/C 总 线 是 1 种 先 进的 基 于 时 间 触 发 协 议

导致软件设计难度大、故障检测及系统重构设计复

（Timer Trigger Protocol，TTP）的数据总线，其中 C 是

杂、
维护升级成本高、系统可重用性差等问题[1-3]。先进

指该协议达到了 SAE 的 C 类标准[7]。TTP/C 总线具有

的 DEEC 应具备较好的开放结构特性，一般具备以下

严格时间确定性、安全关键性和完全分布式的特点，

特点：
（1）硬件子模块具备高度的通用性；
（2）运行在

比 TTCAN、
Flex Ray 总线具有更完备的容错机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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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NC659 总线具有体积小、可用性高和价格低的优

TTP/C 控制器的异常状态中断信号也通过 CNI

势 。因此，TTP/C 总线更适合构建开放式 DEEC，并已

传递给主机。每次中断信号判断有效后，主机从中断

在航空航天领域得到应用 。

服务程序中读取 TTP/C 控制器状态域中的中断向量

[8]

[8]

本文基于自主开发的 TTP/C 总线控制器 [9]，设计

列表，
并通过相应的协议判断异常事件的类型，例如：

了 1 种以 FPGA+DSP 为核心的智能节点，并构建了 1

控制器错误、启动同步完成、同步异常、
C 状态有效

个包含 3 个智能节点的开放式架构的 DEEC。3 个智

等。如果 2 个控制器同时访问状态域和数据域，读取

能节点协同实现开放式控制发动机油针位置和转速。

状态可能不确定，
为此必须建立主机和控制器读取数

最后通过接口模拟器进行 HIL 仿真验证。

据的互斥机制，防止其同时访问。CNI 接口互斥访问

1 基于 TTP/C 总线的开放式 DEEC 设计

示意图如图 3 所示。

1.1

开放式 DEEC 架构
基于 TTP/C 总线的开放式 DEEC 的一般架构如

图 1 所示。控制器由多个智能节点通过 TTP/C 总线互
连，
每个智能节点包含 TTP/C 总线控制器和主机控制
器。TTP/C 总线控制器（以下简称 TTP/C 控制器）功能
图 3 CNI 接口互斥访问

由 FPGA 实现，
主机控制器功能由 DSP 实现[9]。

CNI 的实现方式多样，但是在安全关键领域必须
阻止 TTP/C 控制器和主机之间的故障传递。为此本文
的 TTP/C 控制器在 FPGA 内部构建了 1 个双口 RAM
图 1 基于 TTP/C 总线的开放式 DEEC 的一般架构

1.2

智能节点设计

作为公共数据区。主机 DSP 设置 1 个外部数据扩展
区（XINTF），能够对双口 RAM 区的数据进行读写操

转速控制回路是发动机最典型的控制回路，也是
最基本、最重要的控制回路，其控制性能的优劣将直
接影响发动机的性能和安全

。本文搭建的开放式

[10]

作。DSP 根据 TTP/C 控制器发送的中断请求实现对双
口 RAM 读写操作[11]。
智能节点设计针对各智能节点实现的不同功能，

DEEC 包括 3 个智能节点，分别实现转速信号采集、

设计相应的扩展接口电路。简要描述 3 个智能节点的

油针位置信号采集和闭环控制、
转速闭环控制功能。

设计。

智能节点设计的共同之处是 TTP/C 控制器、主机

（1）节点 1 为转速信号采集智能节点，用于采集

控制器与 TTP/C 控制器接口部分。智能节点控制器内

转速信号。转速信号是周期性脉冲信号，本节点采用

部结构如图 2 所示。基于 FPGA 的 TTP/C 控制器包括

DSP 的 ECAP 采集模块，自动捕获转速信号周期，并

Nios II 软核处理器、
冗余收发器和接口电路等。TTP/C

采用中断方式实现连续周期采集和滤波处理，以保证

控制器和主机控制器之间的数据交换通过通信网络

转速测量的可靠性。

接口（Communication Net Interface，CNI）实现。CNI 实

（2） 节点 2 为油针位置信号采集和控制智能节

质上是为主机与 TTP/C 控制器提供了一致性的虚拟

点，用于采集油针位置和闭环控制。油针位置 LVDT

共享内存，允许这 2 个控制器随机访问这个存储空

信号经过调理后是电压信号，
通过 DSP 的 AD 模块采

间。CNI 内部包含 3 个数据区域：
控制域、状态域和消

集位置信号。油针是通过驱动电流控制的，电流由

息域。

DA 芯片 MAX532 输出的电压信号经电路驱动电路
TTP/C
总线控制器

SCI 串口
外部中断

DSP（F28335）内核

时间脉冲

Niosl 软核处理器

外部扩展端口

主机接口 CNI

AD 采集
冗余收发器

Ecap 采集
Spi 通讯

MDEL 命令单元

图 2 智能节点控制器内部结构

提供。DSP 通过 SPI 同步通讯模块控制 MAX532。
（3）节点 3 为转速控制智能节点，是主控制节点，
实现转速闭环控制及与监控计算机通信。通过 DSP
的 SCI 异步通信模块实现与监控计算机的串口通信。
串口发送周期为 20 ms，与转速控制步长一致，而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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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接收采用中断方式，
以防止数据覆盖出错。

（2） 节点 1 将采集到的实际转 速信息广播 到

在节点 2 和节点 3 中均采用 PID 闭环控制算法，

TTP/C 总线上；

因为 PID 算法简单且鲁棒性好，在实际工程中得到了

（3）节点 3 的转速控制器根据转速控制指令和实

广泛应用。

际转速信息产生油针位置控制指令，并将其广播到

2 HIL 仿真试验

TTP/C 总线上；

2.1

（4）节点 2 从总线上获取油针位置控制指令，进

构建 HIL 仿真试验平台
本文搭建了如图 4 所示的开放式 DEEC

HIL

仿真试验平台。节点 3 通过串行通信接口与监控计算
连接，实现对开放式 DEEC 工作状态的监控。节点 1
的转速传感器信号接口、节点 2 的位置传感器及伺服
阀接口与 FADEC 系统接口模拟器 NFSIE-II 连接[12]。

行油针位置小闭环控制，并将油针实际位置等信息广
播到 TTP/C 总线上；
（5）节点 3 将各节点的信息通过串口发送到监控
计算机用于试验监控。
2.3

HIL 仿真试验信号标定
在接口模拟器中，需要将模型内嵌到 cRIO 中，

通过 LabVIEW 建立了油针位置模型和简易的发动机
模型[14-16]。试验前需要进行信号标定，
将模型输入 / 输
出的工程量、
接口模拟器电信号量和 DSP 采集 / 输出
的工程量一一对应。
（1）转速信号标定。转速信号与接口模拟器产生
的频率信号成正比，通过 2 组数据可以得到其对应关
图 4 开放式 DEEC 的 HIL 仿真试验平台结构

FADEC 系统接口模拟器 NFSIE-II 是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针对某电子控制器原型样机研制的仿真试
验设备，具有 FADEC 系统传感器、执行机构及部分

系。将接口模拟器发动机模型的转速分别设定为 0 和
120000 r/min （默认为满转速），DSP 通过 ECAP 模块
采集这 2 个频率量，分别对应实际百分比转速的 0 和
100%，
得到
N=0.05×f

（1）

飞机系统的电气信号接口模拟能力，
同时具备强大的

式中：
N 为实际百分比转速，范围 0~100%；
f 为 DSP

故障注入能力[13]。

采集到信号的频率量，Hz。

2.2

HIL 仿真试验原理

（2）油针位置 LVDT 信号标定。油针位置信号与

试验原理如图 5 所示。由于转速闭环试验包含油

接口模拟器产生的电压信号成正比，
通过 2 组数据可

针位置小闭环试验，所以先进行油针位置闭环控制

以得到其对应关系。将接口模拟器中油针模型的油针

HIL 试验，整定油针位置控制 PID 参数，使油针位置

位置分别设定为 0 和 100%，DSP 通过 AD 模块分别

能够迅速响应阶跃位置指令。油针位置闭环控制步长

采集其输出电信号量，采集到的 2 个量分别对应实际

取 5 ms，以便能快速响应油针位置指令[14]。在油针位

油针位置的 0 和 100%，最终得到

置闭环试验响应速度达到要求的基础上，再进行转速
闭环控制 HIL 试验，转速闭环控制步长取 20 ms。

G t=0.028×V AD-15.708

（2）

式中：G t 为实际油针位置，范围 0~100%；
V AD 为 DSP
采集的接口模拟器输出电压信号的数字量，
12 位 AD
的范围为 0~4095。
（3）电流信号标定。伺服阀驱动模块所需的输出

图 5 开放式电子控制器 HIL 仿真试验原理

开放式 DEEC 的 HIL 仿真试验流程如下：
（1）由监控计算机通过串口发送转速控制指令给
节点 3；

电流范围在 -40~+40 mA 之间。控制器通过 SPI 控制
MAX532 产生电压并经过驱动电路产生驱动电流。
MAX532 为 12 位 DA 转换，
控制指令为 0~4095。通过
接口模拟器界面观察电流信号和控制指令，确定 12
位数字量与电流信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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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2047 ×128
4096

（3）

式中：
D 为数字控制量，
范围 0~4095；I 为电流，mA。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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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
系统调节时间小于 1 s，无静
差、
无超调。

HIL 仿真结果及分析
3 个智能节点控制信号与总线上的广播信号如

图 5 所示。图中上面 3 条曲线分别是 3 个节点的广播
控制信号，只有在其为高电平时，才允许该节点在总
线上广播数据，最下面的曲线是总线上的数据信号。
从图中可见，各节点的发送时段都限定在预设的时间
槽内，
TTP/C 总线工作正常。
图 7 转速闭环控制响应曲线

当给定转速突然变大时，
通过 PID 计算出来的期
望油针位置也突然变大，实际油针位置开始变大，供
油量增加，
转速增大，
期望油针位置下降。最终实际油
针位置等于期望油针位置，这时实际转速也等于给定
转速。

3 结论
图 5 节点控制信号与总线上的广播信号

油针模型简化后是 1 个积分环节，所以在 PID

（1）基于 TTP/C 总线的开放式电子控制器各智能
节点能够可靠协同工作，实现对发动机实时、可靠地
控制。

算法中，只要加入比例环节，就能实现快速无静差

（2）这种开放式架构能够快速实现功能的扩充或

控制 。通过整定 P 参数，优化控制效果，最终得到的

改进，而对其他节点没有影响，极大地简化了系统的

油针位置闭环控制响应曲线如图 6 所示。其调节时间

维护、
升级过程。

[17]

小于 0.5 s，无静差、
无超调。

总之，开放式电子控制器具有计算性能高、可扩
展性好、
可维修性强、
全寿命周期成本低、开发和验证
难度小、开发效率及可靠性高的优势，是新一代
FADEC 系统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 Jeffrey J T，Dr. Kevin D Le，Sivak P. Design and system implementation considerations for high-temperature distributed engine contro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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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机匣壁面温度分布数值模拟与分析
薛

倩 1，王占学 2

（1.西安航空学院 航空工程系，西安 710077；2.西北工业大学 动力与能源学院，西安 710072）
摘要：为了准确预测航空发动机机匣壁面的温度分布，通过建立发动机性能计算模型，借助发动机沿程热力循环参数计算的
通用方法，利用管内流体对管壁的对流换热过程，开发了发动机机匣热壁 1 维数值计算软件，模拟了飞机包线内某个发动机状态下
发动机机匣表面的温度场，并进行了试验验证。将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对比可知，温度分布曲线除外涵区外趋势基本一致。该方法
将可将发动机机匣壁面温度作为单独模块进行模拟计算，可以为发动机设计和调试提供较为准确的参考数值。
关键词：机匣壁面；温度分布；数值模拟；对流；传热；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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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of Casing Wall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for an Aeroengine
XUE Qian1袁WANG Zhan-xue2
渊1.School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袁Xi'an Aeronautical University袁 Xi'an 710077袁China;
2.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袁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city袁Xi'an710072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accurately predict casing wall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a turbofan engine, one dimensional numerical

calculation software of the engine casing wall was developed, and the outer surface temperature field of the engine was simulated and
validated on some operation conditions in aircraft flight envelope by building calculation model of engine performance, calculating turbofan

engine thermodynamic cycle parameters, and researching convective heat transfer process of tube. Th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curves were

consistent except outer duct by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alculation and expiration results. The casing wall temperature is simulated and
calculated as a signal model by the above mentioned method, which can provide a more accurate reference value for engine design and test.
Key words: casing wall曰temperature distribution曰numerical simulation曰convection曰heat transfer曰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机匣壁温的变化与发动机本身的工

航空发动机内部的传热直接会影响发动机的热
效率和工作性能，特别是高温度梯度会造成机匣壁面
的高频热疲劳破坏，因此求解发动机机匣壁面的温度
分布是发动机设计和调试的重要环节之一。国内外研

作状态密切相关。通过发动机性能模拟计算，得到发
动机性能的同时，亦可得到温度和压力等发动机沿程
各截面的气动参数。本文在此基础上，利用管内流动
对流换热过程确立了发动机机匣壁温的计算方法。

究机构开发了许多航空发动机性能计算软件，其中以

1 计算方法

NASA 研究中心开发的 GENENG、DYNGEN 和 NNEP

1.1

等软件最具有影响力

发动机热力循环参数的计算方法

。这些软件能够模拟发动机工

发动机热力循环参数不是随意给定的，必须既满

作时的热力循环参数，
但单独计算机匣壁面温度分布

足各部件自身特性，又要保持各部件之间的流量连

的软件很少。

续、
功率平衡、压力平衡等一系列共同工作条件[5-9]。在

[1-4]

收稿日期：
2014-11-18
基金项目：航空科学基金（2008ZB53012）资助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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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工作状态下的发动机热力循环参数的计算就是

根据机匣内的部件所

外涵气流

试图得到 １ 组热力循环参数和发动机各截面参数，

处的位置可以将其分为 n

使其满足由这些共同工作条件和部件特性列出的一

段，已知条件为上述发动

系列方程。

机热力循环参数计算所得

发动机内部气流

发动机在设计点的性能计算可以直接通过热力

到的发动机沿程各截面的

发动机部件

计算获得，而在非设计点的性能计算却大不相同，当

气流参数，包括流量、总

发动机工作条件偏离设计点值时，
发动机的工作过程

温、静温、总压和静压等。

参数发生变化，部件的效率和总压恢复系数也发生变

参照传热学中管内流体对管壁的对流换热过程 [10-15]，

化，
必须先确定出这些参数而后进行热力计算。在得

通过迭代计算便可得到发动机机匣壁面的温度，具体

到发动机沿程参数分布的同时，
也就得到了发动机的

方法如下。

性能参数。详备的迭代计算流程如图 1 所示。
数据输入

发动机机匣

图 2 发动机机匣传热模型

发动机机匣壁面的每段都可以单独作为 １ 个控
制体。根据热平衡式，在 1 个工作循环中，对于这个控
制体有
Q=Q1+Q2

大气参数计算

确定自变量初值

风扇部件计算

高压压气机计算

式中：
Q 为气体所带走的热量
Q=msCP(ts2-ts1)

式中：
ts1 和 ts2 分别为气体进、出口温度。

Q1、Q2 为气体与发动机部件表面之间的换热量

和气体与发动机机匣表面之间的换热量
Q1=h1A 1(tw1-tf)

燃烧室计算
高压转子流量平衡残差和
功平衡残差

低压转子流量平衡残差和
功平衡残差

高压涡轮计算

低压涡轮计算

外涵道计算

Q1=h2A 2(tw2-tf)

式中：tf 为气体的温度；
A 1、A 2 为气体沿发动机流动时
与发动机部件和机匣表面的对流换热面积；tw1、tw2 为
发动机部件和机匣的温度；h1、h2 分别为发动机部件
和机匣表面与气体间的对流换热系数
h=0.023Re0.8Pr0.4姿/de

混合室计算

内外涵压力平衡残差

加力燃烧室计算

喷管混合器流量平衡残差

喷管计算

式中：
Re=籽vd/滋，籽、v、姿、滋 分别为流体的密度、速度、导
热系数和动力黏度；de 为流道的当量直径；Pr 为流体
的普朗特数。
对于管内流动，一般情况下，tf=(ts1+ts2)/2。

No
残差＜着？

2 计算结果分析

Yes
总性能计算

基于上述计算模型，
编制了航空发动机壁温计算
软件，并以某型涡扇发动机为例，对其壁温的分布规

计算结果输出

图 1 发动机沿程热力循环参数计算流程

律进行了计算分析。某型涡扇发动机在 H=11 km，
Ma=2.0 时通过数值模拟和测量所得到的机匣壁面温
度分布的比较如图 3 所示。

1.2

发动机机匣壁面温度的计算方法
发动机机匣可以简化为 １ 个薄壁圆筒，传热模

型如图 2 所示。

从图中可见，利用本文建立的发动机壁温计算方
法所得到的计算结果与实际测量结果除外涵区外趋
势基本一致，
说明建立的发动机热壁模型有一定的工

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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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某型发动机的机匣壁面温度分布

程适用价值。由于外涵区内并不存在发动机作功，气
流总温保持不变，因而在数值模拟的发动机机匣壁温

[8] 陶文拴. 数值传热学 [M].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
46-49.
TAO Wenshuan. Numerical heat transfer [M]. Xi'an：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2001：
46-49. (in Chinese)
[9] 马文昌. 航空发动机涡轮机匣温度试验对比验证研究[J]. 航空发动

曲线中，
外涵段为一平滑区。在实际发动机的外涵区

机，2013，39（3）：68-72.

存在大量的附件和电子设备，在发动机工作时，这些

MA Wenchang. Temperature comparative experiment on aeroengine

附件和电子设备与外涵壁面发生传热作用，因而导致
外涵机匣壁温变化。

3 结论
（1）开发的发动机机匣热壁计算模型既可以作为单
独软件运行，
也可以作为发动机设计的 1 个输入模块。
（2）与试验结果对比可知，采用的数值计算方法
在工程上应用是可行的。
（3）由于所建立的发动机热壁模型的外涵区并
未包含发动机附件，从而导致计算结果中外涵区域
趋势不一致，但并不影响本模型作为发动机设计的
参考价值。
（4）在管壁流动的计算中仅运用了 １ 维数值计
算方法且未考虑到辐射换热的影响，若采用 ３ 维计
算方法并增加辐射换热可提高计算精度，这需要进一
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Koeing R W，
Fishibach L H. Geneng-a program for calculating design
and off-design performance for turbojet and turbofan engines [R].
NASA-TN-D-6522.
[2] Sellers J F ，Danielle C J . Dyngen-a program for calculating

turbine casing[J]. Aeroengine，2013，
39（3）：68-72.(in Chinese)
[10] 王成军，江平，辛欣，等. 进气温度对航空发动机燃烧室辐射换热
的影响[J]. 航空发动机，
2013，39（5）：31-33.
WANG Chengjun，JIANG Ping，XIN Xin，et al. Influence of inlet air
temperature on radiation heat transfer for aeroengine combustor [J].
Aeroengine，
2013，39（5）：31-33.(in Chjnese)
[11] 吕品，王成明，赵熙，等. 温度分布对自由盘层流换热的影响[J]. 航
空发动机，2010，
36（4）：
8-11，16.
LYU Pin，
WANG Chengming，ZHAO Xi，et al. Effect of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n laminar heat transfer for free disk [J]. Aeroengine，
2010，
36（4）：
8-11，16. (in Chinese)
[12] 杨沫，王育清，傅燕弘，等. 具有表面辐射的导热和对流耦合问题
的数值计算方法[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1992，
26（2）：
26-32.
YANG Mo，
WANG Yuqing，
FU Yanhong，
et al. Value having a surface radiation and convection heat transfer calculations coupled problem [J]. 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1992，26 （2）：
26-32.(in
Chinese)
[13] 韩鹏，
陈熙. 关于对流 - 导热耦合问题整体求解方法的讨论[C]// 北
京：
全国第七届计算传热学会议论文集，
北京：
计算传热学会：
32-37.
HAN Peng，CHEN Xi.Discussion on the overall thermal coupling
problem solving approach：
about convection [C]//Beijing：Seventh Nation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alculating Heat Transfer，
Beijing：Heat
Transfer Society：
32-37.(in Chinese)
[14] Nichols R H， Nelson C C. Wall function boundary conditions
including heat transfer and compressibility[J]. AIAA Journal，2004，
42
（6）：1107-1114.

（编辑：
张宝玲）

航空发动机

第 41 卷 第 6 期
2015 年 12 月

Vol.41 No. 6
Dec. 2015

Aeroengine

航空发动机应急控制研究综述
陈小磊 1，2，
郭迎清 1，张书刚 1
（1.西北工业大学 动力与能源学院，西安 710072；2.中航工业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研究所，江苏无锡 214063）
摘要：传统航空发动机控制器设计旨在满足整个服役期间正常使用，但在诸如飞机结构损伤、机场跑道损毁等紧急事件中，则
期望发动机可以为飞机提供额外的性能，以增强飞机的可控性，提升机载人员生存能力。介绍了国内外航空发动机应急控制研究现
状；根据飞机需求，分析增推力控制和快速响应控制 2 种应急控制模式及其实现方法，并对发动机运行风险及风险评估管理结构进
行阐述；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建议开展飞 / 推综合仿真系统、精确机载模型、应急控制模式等方向的研究，以推动应急控制的实现。
关键词：应急控制；增推力控制；快速响应控制；风险评估；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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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 Engine Emergency Control
CHEN Xiao-lei1袁2袁 GUO Ying-qing1袁 ZHANG Shu-gang1
渊1.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袁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袁 Xi'an 710072袁 China曰
2. AVIC Aeroengine Control Research Institute袁 Wuxi 214063袁 China冤
Abstract: Traditional aeroengine controller is designed to meet the normal use of the entire period of operation袁but in emergencies

such as aircraft structural damage and the runway incursion, the engine is expected to provide enhanced performance for the aircraft to

improve controllability of the aircraft and the viability of airborne personnel. The statuses of the engine emergency control in the world were
described.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aircraft, over thrust control mode and fast response control mode were analyzed, the risk

assessment modes and risk management structure of emergency control were introduced. Combined domestic status, it is suggested the
research of aircraft/engine integrated simulation system, high fidelity engine model and emergency control mode would be carried out,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emergency control.

Key words: emergency control; overthrust control; fast response control; risk assessment; 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安全历来是航空公司与飞机制造商关注的
重点，
但航空事故仍时有发生，事故原因多种多样，部
分事故因飞行控制机构被破坏导致。如 1989 年 7 月
19 日，1 架飞行联合航空 232 号班次的 DC-10 客机
因 3 套液压系统损坏，导致翼面控制功能失效，机组
人员利用仅存的 2 台发动机调整飞行方向，尝试让飞
机在 Sioux City 紧急迫降，但最终失败。飞机在迫降
时不幸发生失控翻覆，
造成 285 名乘客及 11 名乘务人
员中有 111 人罹难，
但因机组人员处理得当，
避免更加
[1]
2003 年 11 月 22 日，
1 架隶属于DHL 的
惨重的伤亡 ；
A300B4-203F 型双发动机货机，在巴格达国际机场

起飞时，被 1 枚 SA-14 型导弹击中左翼，翼身结构被
撕裂了约 5 m，除造成左翼油槽漏油失火外，同时导
致整架飞机的液压系统突然失灵，
货机上的所有飞行
操作接口全部失灵。机长受 1989 年苏城空难的启发，
与副驾驶利用发动机控制货机飞行，
最终在巴格达国
际机场成功迫降[2]。
DHL 货机遇袭的事件让各国的航空安全主管单
位再度关注飞机在飞行中失去液压的危险性问题。从
上述 2 起航空事故中可见，在一些紧急事件（如飞机
机翼损坏、外物袭击或飞行条件骤变）发生时，航空发
动机可以作为飞行控制的执行机构，
通过提供额外推
力、
加快响应速度，
提升飞机的可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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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航空发动机控制器主要用于应对日常正常
使用，设计时除了保证发动机具备一定性能外，还需
要考虑其安全性和寿命，因此要利用各种保护逻辑来
限制发动机性能过度发挥[3]，这导致了发动机性能不
足以应对紧急事件；同时仅依靠机组人员来调整发动
机推力或响应性能，大幅增加了机组人员的负担，使
其难以及时给出准确的调整方案。近年来，机载电子
控制器性能逐步提升，为实现新的控制及健康管理技
术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同时，大型商用客机投入运营，
也为应急控制研究带来契机。航空发动机应急控制，
也称增强发动机控制 （Enhanced Engine Control for
Emergency Operating），通过评估紧急事件（如飞机机
翼损坏或外物袭击）等级，结合发动机自身健康状况，
自动调整控制策略，允许发动机短时间内超过正常限
制运行，为飞机提供额外的推力或快速响应能力，以
控制飞机安全飞行或起降，虽然会折损发动机的安全
性和寿命，
但利用快速加速或其它控制策略可以挽救
乘客和飞机于危险中。

受损的飞机再次成为新的研究热点。NASA 各大实验
室在如何评估飞机损伤、如何增强发动机在紧急事件
中的性能以及增强发动机性能对其自身和飞机的影
响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2007 年，
Glenn 试验中心的 Ten-Huei Guo 在集
成弹性飞机控制（Integrated Resilient Aircraft Control，
IRAC）项目中，将发动机作为飞行控制的执行机构，
控制受损飞机（如机翼折断）飞行。IRAC 智能推进系
统如图 1 所示。推进系统评估其自身健康状态以及富
余能力，并上报给飞行控制器，集成飞 / 推控制器根
据当前不利环境，结合发动机状态选择合适的发动机
运行模式，
增强推进系统能力以应对飞行控制所遇到
[7]
的风险 。

1 应急控制研究现状
1.1

国外研究情况
NASA 早 在 20 世 纪 90 年 代 就 开 始 进 行 PCA
（Propulsion Controlled Aircraft）项目研究，旨在使飞机
能够在完全不依赖液压控制系统控制飞行的情况下，
利用数控系统精确地控制发动机的推力，改变飞行姿
态直至安全降落。例如 NASA 飞行试验中心的 John
J. Burken 等研究了如何在飞行控制翼面液压机构锁
定的情况下，仅利用发动机间的推力协调，控制飞机
安全飞行或降落，并以大型军用 MD-11 飞机为测试
平台，
验证控制系统效果。试验结果表明，在某些紧急
情况下，以发动机为主导备用飞行控制系统，完全有
能力安全控制飞机降落[4]。
由于当时认为此类意外事故发生几率过低、经济
效益性不高，该项目被搁置，但与 PCA 相关的技术研
究并未中断。Edmond A. Jonckheere 等利用 H∞ 模型
匹配理论对多飞行控制翼面损坏的飞机进行控制，通
过设计飞 / 推综合控制模型匹配 H∞ 控制器，将发动
机推力纳入到 F-27 飞机飞行控制中，仿真结果验证
了该方法的有效性[5]。2002 年 Harefors M 等利用现代
鲁棒多变量控制理论为 B747-100 设计集成 PCA 控
制器，以便在紧急事件中，飞行员仅通过油门杆即可
控制飞机飞行[6]。
近年来，随着诸如空客 A380 等超大型客机的投
入使用，
如何保证乘客和飞机的安全成为各大航空公
司和飞机制造商关注的重点，
利用航空发动机来控制

图 1 IRAC 智能推进系统

文献[8]研究了飞机在发动机推力下降后，释放发
动机的主要限制和发动机性能参数的变化情况，为
PCA 技术的实现提供参考。2009 年，
Litt，
Jonathan S
研究了紧急事件中智能发动机快速响应控制，对大小
幅度过渡态过程中的应急控制策略性能进行分析[9]。
Merrill，Walter 等通过控制风扇放气来控制发动机响
应能力，利用该方法协调飞机左右发动机的性能，控
制飞机飞行[10]。
2012 年 ，NASA Glenn 试 验 中 心 的 Jeffrey T.
Csank 等以 C-MAPSS40K 发动机为平台，研究了修改
发动机控制约束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提
升发动机推力后，外部飞行环境高度和大气温度对受
损发动机的安全性影响很大，在低空飞行时，增加
20%的推力会使发动机安全性有中小幅度降低。而提
升发动机快速响应能力对性能的影响则与油门杆变
化幅度有关，
油门杆大幅度变化虽然可以明显减少发
动机上升时间，提升响应能力，但降低了发动机稳定
裕度，
且需要修改发动机加速控制计划。而油门杆小
幅变化不需要修改发动机加速控制计划，只需要修正
供油门限，
门限的修改幅度会影响发动机性能。门限
增加 50%时，发动机性能损失最小[11-13]。
设计合适的应急控制器的前提是准确评估飞机

损伤情况，但由于损伤情况很难用表达式表示，且每
种损伤都有其特殊性，
发生概率也极小，
这些增加了损
伤评估的难度。2011 年 Gregory E. McGlynn 等指出通
用损伤评估需要综合飞行器结构、期望动态特性以及
各种损伤的影响，
并给出典型损伤的评估分析过程[14]。
而 Glenn 试验中心的 Jonanthan S. Litt 等设计了 1 种
在线实时损伤评估系统，用来评估发动机提升性能后
对发动机损伤的影响[15]。
除上述研究外，
NASA 还对用于检验应急控制性
能的飞行仿真技术进行详细研究，开发了以
C-MAPSS40k 为核心的飞行仿真验证系统[16]。
1.2 国内研究情况
与国外相比，中国在发动机数字电子控制、飞 /
推一体化以及机载发动机实时模型等方面存在一定
技术差距，
中国航空发动机智能应急控制的研究也仅
处于起步阶段。
西北工业大学的陈小磊、
郭迎清等跟踪国外航空
发动机智能应急控制方面研究动态，
以某型军用小涵
道比涡扇发动机为对象，开展了应急控制研究。采用
调整发动机现有约束条件和供油装置约束等方法来
提升发动机性能，在保证发动机基本安全性的同时，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发动机性能[17]；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的陈国强等通过在涡轴发动机中增加涡轮放气，采
用多变量鲁棒方法设计了应急状态直升机／涡轴发
动机 3 变量快速响应控制器，
该综合控制方法不仅实
现了直升机垂飞通道的控制，而且在保持输出功率通
道稳定，即自由涡轮转速恒定的前提下，借助涡轮放
气实现了燃气涡轮转速的闭环控制，
有效实现了发动
[18]
机功率快速跟随能力 。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
NASA 很早就开始进行
发动机应急控制方面的研究，在挖掘发动机控制能
力、提升控制性能以及保障飞行器安全等方面取得不
少进展。但依然有一些关键技术需要进一步研究，如
应急控制中飞行器损伤评估、发动机超限运行风险、
飞 / 推综合控制的实现等。随着航空发动机数字电子
控制 FADEC 系统向着第 3 代双双余度、高性能、模
块化的发展，为新的控制策略、理念和思想的实现提
供了软、
硬件平台，
同时国产干线客机、大涵道比涡扇
发动机的研发也为应急控制研究带来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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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控制模式

在不同的紧急情况需要采用不同的应急控制模
式，飞机对发动机的要求主要是推力和响应速度，因
此本文中介绍 2 种应急控制策略：
增推力控制和快速
反应控制。增推力控制主要用于起飞跑道过短、飞机

翼面损伤导致升力不足等场合；
而快速反应控制适用
于紧急机动时。在飞机控制结构损伤中，则需要增推
力控制与快速反应控制协同处理[13]。
2.1 增推力控制
在增推力控制模式下，
发动机提供比原最大状态
更大的推力，
这种非正常推力既有利于缩短飞机起飞
所需的距离，
也有利于为机翼破损的飞机提供更大的
升力。但更大推力意味着更高压比或风扇转速，为实
现增推力控制，发动机最大设计点需要延伸至所需的
额外推力，此时其转速、温度以及压力会比原最大值
还大，可能会超过发动机原有保护逻辑中的限制值。
因此实现增推力控制需要调整发动机转速设定，
通过修改油门杆 - 转速（或油门杆 - 压比）指令，对
发动机提出更高推力要求；同时根据应急事件等级、
发动机自身健康状态、外部飞行条件等因素合理释放
发动机原有限制。其具体实现结构如图 2 所示。

图 2 航空发动机应急控制实现

2.2

快速响应控制
提升发动机响应能力有诸多方法，但部分基于现
代控制理论设计的多变量控制器需要对现有发动机
控制系统进行大幅度修改，且过于复杂，并不适用于
紧急事件[19-20]。本文结合国外文献[21]，介绍 3 种方法。
航空发动机常见加速控制逻辑原理如图 3 所示。
其中稳态控制为变增益 PI 控制器，主要负责发动机
稳态控制及过渡态起止部分控制，
而加速计划为预先
accel

actual

设定好的转速 - 燃油（W fin =faccel（N h
accel

）
）关系，其输

steady

出值 W fin 与稳态控制输出值 W fin 取小值作为发动
机最终的加速供油量，预先设计好减速计划：转速 accel

actual

燃油（W fin =faccel（Nh
steady

控制输出值 W fin
油量。

decel

））关系，其输出值 W fin 与稳态

取大值作为发动机最终的减速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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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增益调整
当油门杆角度小幅度变化（小于 5毅）时，由于加
速起止转速差小，发动机的加速控制依赖于稳态控制
器。提升小幅度过渡态过程中的发动机响应能力，需
要对稳态控制系统进行调整。目前通用的发动机稳态
控制采用变增益 PI 控制器，在串联校正时，PI 控制器
相当于在系统中增加 1 个位于原点的开环极点，同时
增加 1 个位于 s 左半平面的开环零点。位于原点的开
环极点可以提高系统的型别，
消除或减小系统的稳态
误差，改善系统的稳态性能；而增加的负实零点可用
来减小系统的阻尼，缓和 PI 控制器极点对系统稳定
性及动态过程产生的不利影响。只要积分时间常数足
够大，
PI 控制器对系统稳定性的不利影响可大为减
弱。因此通过对 PI 参数的调整，即可改变发动机的小
幅过渡态响应能力。但需要注意的是，
调整 PI 参数也
会影响整个系统的稳定裕度。
文献[13]中给出 1 种小幅度过渡态快速响应控制
方法，通过提升 PI 控制器中积分项增益来提升系统
的性能。从 PI 控制器传递函数中可知，在比例增益不
变的前提下，积分项增益的提升使系统开环截止频率
后延，
控制带宽增加。在线性系统的频率分析法中，
对
于任意阶次的控制系统，系统单位阶跃响应速度和带
宽成正比，
因此通过增加积分项增益可以提升闭环系
统的响应性能。
2.2.2 加速计划调整
基于控制增益调整的快速响应方法仅适用于发
动机小幅度加速过程；在发动机大幅度加速时，仅在
加速起始和终止时依赖稳态控制器，
中间部分则由加
速控制计划来控制。为使发动机在大幅度过渡态下获
得更加快速的响应能力，仅调整控制增益是不够的，
还需要调整加速控制计划，
使加速线更加贴近喘振边
界。文献[13]提出为提升 C-MAPSS40K 发动机在大幅
度过渡态下的加速性能，将原有发动机加速计划线增
加 1 个偏移，使发动机靠近喘振边界运行，最终使发
动机从慢车加速至最大状态的上升时间从 2.010 s 缩
短至 1.740 s，但这种方法可能会使发动机的部分重
要参数超出安全工作范围，
如喘振裕度、涡轮前温度、
燃烧室油气比等。
为保证各限制参数不超出设计限制，提出 1 种新

的加速计划调整方法，即利用动态稳定法重新设计加
速控制计划。该方法在发动机动态特性计算模型的基
础上，通过额外提取其中所有的状态量变化率，使共
同工作方程组的偏差趋于零，
从而让过渡态仿真稳定
下来，此时的稳态参数值即为对应过渡态工作点的各
项参数；然后分别根据指定的物理约束条件，通过简
单的静态迭代优化即可直接给出相应的控制规律；最
后将这些控制规律通过取大 / 小的方式进行合并，获
得所需过渡态最优控制规律[22]。与文献[13]中的方法相
比，这种方法可以保证各限制参数不会大幅度超出原
有限制值，
避免发动机在紧急情况下发生二次灾难。
2.2.3 基于高速慢车的快速响应控制模式
目前，通过调整控制系统来提升发动机响应速度
的方法主要有：增加控制带宽 [13]、释放发动机加速限
制[12]、释放物理安全和运行限制[9，13，17]，但这些方法均
有一定缺陷。近年来，也出现采用非线性优化等手段
解决发动机加速这类多约束问题 [22-23]的方法，如陈国
强等通过将涡轴发动机涡轮放气量作为控制变量，并
采 用 多 变 量 鲁 棒 方法 设 计 应急 快 速响 应 控 制 器 ；
Richter H 等利用多滑模控制理论重新设计发动机控
制器以提升系统响应能力[19-20]。但这些方法均需要对
原有控制器进行大幅度修改，难以用于现役发动机。
美国 NASA 实验中心提出 1 种新的提升发动机响应
能力的控制模式：高速慢车（High Speed Idle，HSI）。研
究表明：
基于高速慢车的快速响应控制模式可以在提
升发动机响应速度的同时，保证发动机喘振裕度不出
现大幅度下降[24]。
加速计划和高速慢车曲线如图 4 所示。传统提升
发动机大幅度过渡态时加速性能的方法是释放发动
机加速限制，即修改原有加速计划线，增加发动机在
某一转速下的供油量。但这种方法使得发动机加速计
划线靠近喘振边界，增加了发动机发生喘振的可能
性。如果在飞行紧急事件中，
可以提升发动机在慢车
状态时高压压气机转速，使加速起点转速高、供油量
大、
加速范围缩短，
就可以提升发动机加速能力，这种
方法即为高速慢车，其加速过程线如图 4 中‘+’线所

图 4 加速计划及高速慢车

示。由于该方法中加速计划线不变，仅使发动机加速
起点发生变化，因此压气机喘振裕度不会出现较大幅
度降低，
避免发动机在紧急情况下发生喘振。
航空发动机应急控制模式实现方式及特点见表 1。
表 1 应急控制模式实现方式及特点
增推力
模式
修正转速
具体实现 设定，合理
释放限制
提供超出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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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响应
控制增益调整 加速计划调整
调整 PID 控

调整加速计

高速慢车
通过调整高

制器增益，
如增 划线，使其更 压压气机可调
加积分项参数

加贴近喘振边 导叶计划，
改变
界线

提升小幅过

提升大幅度

压气机工作点
适用于各种

正常值的推 渡态响应能力 过渡态响应能 幅 度 过 渡 态 ，
力，发动机

力，但会损失 但仅对大涵道

超限运行

喘振裕度

力时，飞行控制器将选择长期小幅度增推力控制（如
90 min），以便飞机可以找到合适的机场降落[11]。
3.2 风险评估管理结构
在传统航空发动机控制结构中，控制器接受飞行
控制传输的指令，计算当前飞行状态下合适的控制
量，控制发动机安全可靠运行。应急控制结构如图 5
所示。其中虚线框内即为传统发动机控制系统结构，
在应急控制中增加了风险管理和控制模式选择子系
统、发动机寿命和运行诊断子系统、发动机监视子
系统等；在飞行控制部分增加飞行风险管理子系
统，这些子系统主要用来评估紧急事件等级、飞机
和发动机运行状态以及应急控制带给发动机安全
运行的风险。在风险和性能之间折中，为飞机提供
合适的额外性能。

比分开排气发
动机有用

3 风险评估
从联合航空事故中可知，
仅依赖于应急控制策略
难以控制飞机安全飞行或降落，
应急控制策略的调整
计划需要根据实际紧急事件及发动机健康状态来制
定，因此需要在线准确估计风险，以确保应急控制策
略不会使飞机进入更危险的状态。
风险评估基于智能专家系统，根据从飞行控制器
和发动机控制器中收集的信息（包括飞行条件、飞机
结构损伤、
发动机运行情况），
评估当前飞机所遇到的
风险等级和应急措施将给发动机带来的风险，并根据
评估结果给出合适的处理措施，如提升发动机推力、
加速发动机响应能力等。这种风险评估主要包括发动
机运行风险评估及风险评估管理结构 2 部分。
3.1 发动机运行风险评估
与正常控制相比，发动机非正常运行、部分参数
超出正常限制值、发动机运行的风险评估用于估计发
动机应急控制模式对发动机安全运行及部件寿命的
影响[15]。
发动机运行风险可以简单表示为发动机增推力
幅度和部件寿命的函数，或是发动机响应速度和压气
机喘振裕度的函数。大幅度增大发动机推力、延长发
动机运行时间将增加发动机部件损伤，提升发动机响
应速度会影响安全运行稳定裕度，
因此风险管理需要
确定增推力控制的幅度或加速响应的程度。以增推力
控制为例，在起飞阶段，控制器可以选择短期大幅度
增推力控制（如 15 min 内），可用于起飞跑道损毁的
场合；而飞行中飞机结构损伤、飞行需要提供额外推

图 5 风险评估管理结构

控制模式选择主要实现修改发动机限制、发动机
控制参数调整和保护限制释放。为确定发动机运行限
制，
控制模式选择将飞行条件和可接受的风险等级传
送给发动机寿命和运行诊断子系统。发动机监视子系
统包含 2 种算法：发动机健康管理算法和使用寿命算
法，
能计算出发动机剩余使用寿命和预留裕度。发动
机寿命和运行诊断子系统根据采集到的发动机状态
和当前条件计算出合适的限制并反馈给风险管理和
控制模式选择子系统。根据这些信息修改发动机限制
器，
选择所需的控制模式。

4

结束语

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介绍航空
发动机应急控制技术，对其研究现状、关键技术进行
详细分析。最后结合国外研究的进展和国内的研究情
况，
给出一些建议。
（1）飞 / 推综合仿真系统。该系统是研究航空发
动机应急控制的平台，由于诸多紧急事件难以进行实
际验证，亟需建立合适的飞 / 推综合仿真系统来分析
及验证应急控制性能，同时该系统也可以用来研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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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控制对飞行员的负担。2006 年，NASA Glenn 实验
中 心 与 P&W、
SMI 等 机 构 合 作 ， 建 立 了 以
C-MAPSS40k 为核心的高仿真度的飞 / 推仿真系统，
其中包含发动机模型、控制器、Dryden 大气紊流模
型、4 发运输机、
6 自由度飞行仿真器[2，16]，用来检验紧
急事件中应急控制的性能及效果。
（2）精确机载模型。从应急控制关键技术中可知，
应急控制风险评估中使用到诸多不可测参数，如涡轮
前温度、压气机喘振裕度等，同时还需要一些参数来
计算寿命限制部件的寿命，而这些参数均需机载模型
来提供，
因此精确机载模型的开发有利于准确进行风
险评估和寿命预测，以选择合适的应急控制模式。
（3）应急控制模式研究。应急控制的实现依赖于
应急控制模式的研究，由于紧急事件形式多种多样，
同时外部飞行环境对应急控制性能也有着重要影响，
因此需要详细研究各种应急控制模式在不同紧急事
件和外部环境下的性能、对发动机的影响以及对飞机
飞行控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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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Yi-ming，YANG Xiao-mei，LIANG Yun，
LIU Huo-xing（3-55）

涡桨发动机动力涡轮设计研究
Study on Design of Power Turbine for Turboprop Engine
AZ31B 镁合金动态冲击变形机制研究
Deformation Mechanism of Dynamic Impact Behavior for AZ31B Magnesium Alloy
压气机叶栅前缘边条技术的参数化数值研究

耿长建，武保林，刘 芳，
佟文伟，韩振宇（3-61）

GENG Chang-jian, WU Bao-lin, LIU Fang, TONG Wen-wei, HAN Zhen-yu（3-61）
唐方明，伊卫林，
陈志民，季路成（3-66）

Parametric Numerical Study on Leading Edge Strake Blade Technique for Compressor
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热分析边界条件处理方法
Boundary Condition Processing Method of Aeroengine Main Bearing Thermoanalysis

TANG Fang-ming，YI Wei-lin，
CHEN Zhi-min，JI Lu-cheng（3-66）
苏 壮，李国权（3-72）
SU Zhuang，
LI Guo-quan（3-72）

遄达 XWB 发动机发展与设计特点
Development and Design Featrues of Trent XWB Engine

陈 光（4-1）
CHEN Guang（4-1）

滚动轴承内圈故障的动力学模型建立及仿真
Dynamics Model Establishment and Simulation of Rolling Bearing Element with Inner Race Defect

徐可君，
任

帅，秦海勤，贾明明（4-8）

XU Ke-jun，
REN Shuai，QIN Hai-qin，JIA Ming-ming（4-8）
范珍涔，
范 玮，靳 乐（4-12）

PR 状态方程在超临界喷射模型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PR Equation of State in Supercritical Jet Model

FAN Zhen-cen，FAN Wei，JIN Le（4-12）

大涵道比发动机涡轮过渡段气动改型设计
Retrofit Design of Intermediate Turbine Duct of High Bypass Ratio Engine

郭泽润，蒋首民，
孔庆国，周 琨（4-18）
GUO Ze-run，JIANG Shou-min，KONG Qing-guo，ZHOU Kun（4-18）

基于遗传算法的涡喷发动机身份证模型建立
Establishment of Turbojet Engine Identification Model Based on Genetic Algorithms
旋流器特征参数对高温升燃烧室性能的影响

陈 煜，黄金泉，
罗启君，鲁 峰（4-24）
CHEN Yu，HUANG Jin-quan, LUO Qi-jun，LU Feng（4-24）
高伟伟，李

锋，高贤智，
孙佰刚，罗卫东（4-29）

Effect of Swirler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n Combustion Performance of HTR Combustor
GAO Wei-wei，LI Feng，GAO Xian-zhi，SUN Bai-gang，LUO Wei-dong（4-29）
双轴向旋流器设计参数对燃烧特性的影响研究
Influence of Design Parameters of Dual-axis Swirlers on Combustor Performances
1 种航空发动机增广模型的建立方法
A Building Method for Augmented Aeroengine Model
燃烧室流量分配计算方法适用性研究

李春野，赵传亮，
柴 昕，李 鑫（4-35）
LI Chun-ye，
ZHAO Chuan-liang，
CHAI Xin，LI Xin（4-35）

党 伟，王华威，王 曦 ，
杨舒柏，张 耿（4-40）
DANG Wei，
WANG Hua-wei，
WANG Xi，YANG Shu-bo，
ZHANG Geng（4-40）
徐 丽，
张宝诚，刘 凯（4-47）

Applicability Study on Calculation Method of Combustor Flow Distribution
燃油脉动对温度场影响的数值研究

XU Li，ZHANG Bao-cheng，
LIU Kai（4-47）
朱冬清，吴鹏龙，金仁瀚，
李鹏飞，刘 勇（4-51）

Numerical Simulation for Influences of Fuel Injection Pulse on Temperature Profile
ZHU Dong-qing，WU Peng-long，JIN Ren-han，LI Peng-fei，LIU Yong（4-51）
水系统装置扬程的计算及泵的选型分析
Calculation of Equipment Head and Analysis of the Pump Selection on Water System

徐 鑫，
杨晓玲，高 珊（4-57）
XU Xin，YANG Xiao-ling，
Gao Shan（4-57）

旋转进口畸变频率对跨声速压气机稳定性影响的数值研究
谢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for Stability Influences of Rotating Inlet Distortion Frequency on a Transonic Compressor

喆，
柳阳威，
刘小华，孙晓峰，陆利蓬（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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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E Zhe，LIU Yang-wei，LIU Xiao-hua，
SUN Xiao-feng，LU Li-peng（5-1）
某涡轮性能试验件结构设计
Structural Design of a Turbine Performance Rig

栾永先，赵光电（5-8）
LUAN Yong-xian，ZHAO Guang-dian（5-8）

间冷对燃气轮机燃烧室性能的影响
Effect of Intercooled Cycle on Performance of Gas Turbine Combustor

吴 森，张智博，郑洪涛，
王续陶（5-14）
WU Sen，ZHANG Zhi-bo，ZHENG Hong-tao，
WANG Xu-tao（5-14）

大涵道比风扇转子的非定常数值模拟

解亚东，朱

Unsteady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High Bypass Ratio Fan
1 种基于 Kriging 近似模型的叶片罩量优化设计方法

贤，
丁建国（5-20）

XIE Ya-dong，
ZHU Xian，DING Jian-guo（5-20）
刘海涛，徐胜利，王晓放，
宋 洋（5-24）

Optimization Design Method of Gravity Center Eccentricity for Blade Based on Kriging Surrogate Model
LIU Hai-tao，
XU Sheng-li，WANG Xiao-fang，SONG Yang（5-24）
结构参数对喷嘴性能影响的数值研究

刘国库，潘 刚，
郑洪涛（5-28）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for Effect of Structural Parameters on Nozzle Performance
轴对称矢量喷管的气膜冷却及红外辐射耦合计算分析

LIU Guo-ku, PAN Gang, ZHENG Hong-tao（5-28）
陈徐屹，
张小英（5-33）

Coupled Analysis of Film-Cooling and Infrared Characteristics of Vectored Axisymmetric Nozzle
分布式控制系统稳定性分析及控制器设计

CHEN Xu-yi，ZHANG Xiao-ying（5-33）
田飞龙，郭迎清，
姜彩虹（5-38）

Controller Design and Stability Analysis for DCS with Communication Delay and Packet Dropout
TIAN Fei-long，GUO Ying-qing，JIANG Cai-hong（5-38）
燃气轮机仿真中部件特性处理方法的准确性研究
Accuracy Research on Processing Methods of Component Characteristics in Gas Turbine Simulation
航空发动机低压涡轮轴结构参数建模与分析

孙 博，彭淑宏，
吴克梁（5-43）
SUN Bo，PENG Shu-hong，WU Ke-liang（5-43）
田大可，徐 雪，刘旭阳，
张德志（5-49）

Modeling and Analysis on Structure Parameters of Low Pressure Turbine Shaft for Aeroengine
TIAN Da-ke，XU Xue，LIU Xu-yang，ZHANG De-zhi（5-49）
轴流压气机流道设计方法研究
Investigation on Axial Compressor Flow Path Design Methods
1 种 N-dot 过渡态 PI 控制律的设计方法

同王刚，唐海龙，
陈 敏，张丛辉，顾卫群，
谭智勇（5-53）

TONG Wang-gang，TANG Hai-long，
CHEN Min，ZHANG Cong-hui, GU Wei-qun, TAN Zhi-yong（5-53）
王 曦，
党 伟，李志鹏，胡忠志，
殷 铠，张 荣（6-1）

A Design Method of N-dot Transient State PI Control Laws

WANG Xi，DANG Wei，
LI Zhi-peng，
HU Zhong-zhi，
YIN Kai，ZHANG Rong（6-1）

主动失谐叶盘振动特性及鲁棒性研究
Research on Vibration Performance and Robustness of Bladed Disks with Intentional Mistuning
LTO 循环中 RQL-TVC 排放性能数值模拟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Emission Performance of RQL-TVC in LTO Cycle

段勇亮，
臧朝平，Petrov E.P.（6-6）
DUAN Yong-liang，
ZANG Chao-ping，Petrov E.P.（6-6）
蔡中长，何小民，蒋 波，
葛佳伟（6-11）
CAI Zhong-chang，HE Xiao-min，JIANG Bo，
GE Jia-wei（6-11）

航空发动机叶尖间隙数学模型的建立与验证

陈 研，吕天波，张 生，
张

Establishment and Verification of Aeroengine Tip Clearance Mathematical Model
航空发动机主燃烧室燃油总管流动换热特性研究

镭（6-17）

CHEN Yan，LYU Tian-bo，
ZHANG Sheng，
ZHANG Lei（6-17）
高 栋，李 锋，尚守堂，
罗卫东（6-22）

Investigation on Flow and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of Fuel Manifold for Aeroengine Combustor
GAO Dong，
LI Feng，SHANG Shou-tang，
LUO Wei-dong（6-22）
航空发动机轴承腔换热特性研究
Research of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for Aeroengine Bearing Cavity
基于滑模控制方法的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改进设计

苏 壮，毛宏图，郁 丽，
谷智赢（6-28）
SU Zhuang，
MAO Hong-tu，
YU Li，
GU Zhi-ying（6-28）
徐清诗，
郭迎清（6-33）

Improved Design for Aeroengine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Sliding Mode Control Method
齿轮驱动涡扇发动机星型齿轮减速器安装角度计算与分析

冯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of Star Gearbox Mounting Angle for Geared Turbofan
风扇叶片凸肩工作面裂纹起始原因分析
Analysis on Initial Crack Reason of Shrouded Fan Blade Contact Surface
轴向间距对涡轮时序效应影响的数值研究

FENG Jin，ZHANG Huan-zhang，LOU Peng，
LUO Jian（6-39）
张海洋，
曹 航，李 洋，王继业，
邵 帅（6-44）
ZHANG Hai-yang，CAO Hang，LI Yang，
WANG Ji-ye，
SHAO Shuai（6-44）
李红丽，
乔渭阳（6-49）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n Effect of Axial Gap on Turbine Clocking
气膜孔对涡轮叶片振动特性的影响

LI Hong-li，
QIAO Wei-yang（6-49）
吴 磊，
白广忱（6-54）

Effect of Film-Hole on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urbine Blade
基于叶尖定时的叶片耦合振动参数辨识与仿真
Parameters Identification and Simulation of Inter-Blade-Coupling Vibration Based on Blade Tip Timing
压气机静子有限元建模简化方法及验证
不同叶顶结构的间隙流场及对涡轮性能的影响
Influence of Tip Clearance Flow of Different Blade Tip Structures on Turbine Performance

WU Lei，
BAI Guang-chen（6-54）
李海洪，
岳 林，王德友，胡 伟，
王 磊（6-59）

LI Hai-hong，YUE Lin，
WANG Deyou，HU Wei，WANG Lei（6-59）
屈美娇，王克明，孙 阳，
辛桂雨（6-64）

Simplified Finite Element Modeling Method for Compressor Stator Vanes and its Verification

试验 Experiment
某型涡扇发动机高压转静子碰摩故障研究

XU Qing-shi，
GUO Ying-qing（6-33）
金，
章焕章，娄 鹏，
罗 健（6-39）

QU Mei-jiao，WANG Ke-ming，SUN Yang，XIN Gui-yu（64）
贾小权，黄东煜，
赵雄飞（6-70）
JIA Xiao-quan，
HUANG Dong-yu，
ZHAO Xiong-fei（70）
何俊杰，高晓果，姜广义，
刘

洋（1-66）

第6期

《航空发动机》2015 年总目次（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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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Jun-jie，GAO Xiao-guo，JIANG Guang-yi，LIU Yang（1-66）
李志茂，李革萍，
王大伟，魏 然（1-70）

Experimental Study for Anti-icing System of Civil Aircraft Nacelle in Ground Freezing and Fog
LI Zhi-mao, LI Ge-ping, WANG Da-wei, WEI Ran（1-70）
舰船燃气轮机气路测量参数的理论选择方法
Selection of Gas Path Measurement Parameters for Marine Gas Turbine in Theory

姜荣俊，
高建华，刘永葆（1-74）
JIANG Rong-jun, GAO Jian-hua, LIU Yong-bao（1-74）

某改型温度测量探针结构气动特性试验与数值分析
Experiment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for Improved Temperature Probe

苏金友，袁世辉，
赵 涌，叶

SU Jin-you, YUAN Shi-hui, ZHAO Yong, YE Yan（1-80）
竺铝涛，张 发（1-85）
ZHU Lv-tao，
ZHANG Fa（1-85）

碳纤维复合材料层压板低速冲击试验研究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Low-Speed Impact for Carbon Fiber Composite Laminate

某型发动机 150 h 持久试车涡轮部件寿命消耗研究
Research on Life Consumption of Turbine Components for an Aeroengine in 150 Hours Endurance Test

徐可君，王永旗，
夏毅锐，秦海勤（2-60）

XU Ke-jun, WANG Yong-qi, XIA Yi-rui, QIN Hai-qin（2-60）
王海飞，陈 果，
廖仲坤，张 璋（2-66）

某型弹用涡扇发动机振动故障建模与分析
Failure Modeling and Analysis of a Missile Turbofan Engine

燕（1-80）

WANG Hai-fei，
CHEN Guo，LIAO Zhong-kun，ZHANG zhang（2-66）

火焰筒头部积碳对燃油雾化特性影响的试验研究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Effect of Coking for Liner Dome on Fuel Spray Characteristics

万云霞，
柴 昕，窦义涛（2-71）
WAN Yun-xia, CHAI Xin, DOU Yi-tao（2-71）

航空发动机机匣同轴度的测量与调整
Measurement and Adjustment of Aeroengine Casing Concentricity

王晓梅，张春青（2-76）
WANG Xiao-mei，
ZHANG Chun-qing（2-76）

整机条件下主燃烧室参数测量研究

门玉宾，柴 昕，
张羽鹏，尹

Parameters Measurement Investigation of a Combustor in Engine Testing
航空发动机燃油计量装置特性仿真与试验研究

东（2-81）

MEN Yu-bin，
CHAI Xin，ZHANG Yu-peng，YIN Dong（2-81）
余 玲，
叶志锋，王 彬（2-85）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Study of Characteristics for Aeroengine Fuel Metering Device
航空发动机高压涡轮叶片表面红外发射率测量及应用

YU Ling，YE Zhi-feng，WANG Bin（2-85）
徐春雷，薛秀生，朴成杰，
杨宝兴，刘自海（2-89）

Measurement and Application on the Surface Emissivity for Aeroengine Turbine Blades
XU Chun-lei，XUE Xiu-sheng，PIAO Cheng-jie，YANG Bao-xing，LIU Zi-hai（2-89）
基于 Compact RIO/FPGA 的超高速控制器快速原型设计与试验验证
张天宏，
殷彬彬，张 鑫（3-77）
Design and Experimental Study on an Ultra-high Speed Rapid Control Prototype Based on Compact RIO/FPGA
ZHANG Tian-hong，YIN Bin-bin，ZHANG Xin（3-77）
圆弧形榫连结构低周疲劳试验设计与寿命预测
Low Cycle Fatigue Test Design and Life Prediction for Arc-dovetail Components

张 照，王延荣（3-81）
ZHANG Zhao，WANG Yan-rong（3-81）

叶型探针级间堵塞对压气机性能的影响
Blockage Effect of Inter-stage Blade Shaped Gauge on Compressor Performance

刘绪鹏，
闫久坤，王英锋（3-86）
LIU Xu-peng，
YAN Jiu-kun，WANG Ying-feng（3-86）

基于振动值的机匣包容试验数据采集触发系统
Data Acquisition and Triggering System of Casing Containment Test Based on Vibration Value

曹继来，洪伟荣，
李 颖，宣海军（4-61）
CAO Ji-lai，
HONG Wei-rong，LI Ying，
XUAN Hai-jun（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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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ect of Eccentricity and Convex-Concave for Centrifugal Nozzle on Atomization Characteristic of an Airblast Atomizer with Dual-Swirl Cup
航空发动机燃油污染快速检测技术的初步研究

兵（4-65）

ZHANG Shan-jun，JIN Ge，JIA Chun-yan，
MA Hong-yu，QI Bing（4-65）
刘宇佳，郎 宏，何 山，
许秋玲，佟文伟（4-69）

Preliminary Study on Rapid Detection Technology of Fuel Contamination in Lubrication System of Aeroengine
某 3 级风扇试验流场诊断及性能优化
Flow Field Diagnosis and Performance Optimizing in a Three-stage Fan Experiment
航空发动机辅助安装节吊耳结构优化及试验验证

LIU Yu-jia，
LANG Hong，
HE Shan，XU Qiu-ling，
TONG Wen-wei（4-69）
高飞龙，武 卉（4-73）
GAO Fei-long, WU Hui（4-73）
刘长春，
刘 莹，储建恒，曹 航，
张 勇，杨 雷（5-58）

Optimization and Experimental Validation of Rear-mount Structure for an Aeroengine Auxiliary Installation System
LIU Chang-chun，
LIU Ying, CHU Jian-heng，
CAO Hang，
ZHANG Yong，YANG Lei（5-58）
航空发动机起动性能改善措施试验研究
边家亮，王 军，
隋岩峰，韩文俊（5-62）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Improving Aeroengine Startability
热障涂层技术在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上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on Aeroengine Turbine Blades
航空发动机整机静子建模与刚度验证
Modeling and Validation of Stiffness Character for Whole Aeroengine Stator
航空发动机软壁风扇机匣包容性研究

BIAN Jia-liang，WANG Jun，
SUI Yan-feng，
HAN Wen-jun（5-62）
李 钊，蔡文波（5-67）
LI Zhao，CAI Wen-bo（5-67）
贾瑞琦，
曹茂国，梁海涛（6-74）
JIA Rui-qi，CAO Mao-guo，
LIANG Hai-tao（6-74）
宣海军，
牛丹丹，何泽侃，苗 艳，
柏汉松，洪伟荣（6-81）

Investigation on Containment of Aeroengine Soft-wall Fan Case
XUAN Hai-jun，NIU Dan-dan，HE Ze-kan，
MIAO Yan，
BAI Han-song，
HONG Wei-rong（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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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TTP/C 总线的开放式电子控制器的设计及 HIL 仿真试验研究
Design and HIL Simulation Verification of Open Electronic Control Based on TTP/C Bus

余之杰，张天宏，
陈

建，
刘冬冬（6-88）

YU Zhi-jie，ZHANG Tian-hong，
CHEN Jian，LIU Dong-dong（6-88）
薛 倩，
王占学（6-93）

航空发动机机匣壁面温度分布数值模拟与分析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of Casing Wall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for an Aeroengine
制造 Manufacture

XUE Qian，
WANG Zhan-xue（6-93）

装配尺寸公差分配方法研究
Research on Dimension Tolerance Allocation in Assembly

丁 岚，
陈志英（5-72）
DING Lan，CHEN Zhi-ying（5-72）

预应变对 GH4169 合金低周疲劳行为的影响
Effect of Prestrain on Low Cycle Fatigue Behavior of GH4169 Alloy
军用小涵道比发动机的飞发安装连接研究

耿长建，
周轶群，佟文伟，
刘福春，
刘 欢（5-77）
GENG Chang-jian, ZHOU Yi-qun, TONG Wen-wei, LIU Fu-chun, LIU Huan（5-77）
李 健，
刘 莹，田 静，
吕春光，
贾智元（5-81）

Research on Aircraft/Engine Installation and Connection System of Low Bypass Ratio Military Engine
LI Jian，LIU Ying, TIAN Jing，LYU Chun-guang，
JIA Zhi-yuan（5-81）
保障 Support
航空发动机协同研制平台的建设与应用

韩福金，陆佳圆，
王

震，
邹明政（1-89）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eroengine Collaborative Product Development Platform
HAN Fu-jin, LU Jia-yuan, WANG Zhen, ZOU Ming-zheng（1-89）
贾忠湖，
郭卫刚，
马 力（1-94）

航空发动机部件特性修正技术研究
Research on Correction of Aeroengine Component Characteristics
民用航空发动机航线维修专家系统设计分析

JIA Zhong-hu, GUO Wei-gang, MA Li（1-94）
吴志文，
王林林（1-99）

Analysis of the Design for Civil Aeroengine Airline Maintenance Expert System

WU Zhi-wen，Wang Lin-lin（1-99）

GE 公司变循环发动机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Variable Cycle Engine in GE

刘红霞（2-93）
LIU Hong-xia（2-93）

民用航空发动机使用经济性研究
Research on Civil Aeroengine Operation Economics

黄兆东，
刘 锦，
吴静敏（2-99）
HUANG Zhao-dong，LIU Jin，
WU Jing-min（2-99）

某航空发动机轴承钢球失效分析
Failure Analysis of Steel Ball in Bearing for an Aeroengine

李 青，佟文伟，
张开阔，
王 全（3-93）
LI Qing，TONG Wen-wei，ZHANG Kai-kuo，WANG Quan（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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