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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扇发动机极值限制保护闭环控制设计
王

曦 1,2，李志鹏 3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2. 先进航空发动机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083；
3. 中航工业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研究所，江苏无锡 214063）

摘要：现代高性能涡扇发动机采用分段组合多变量控制计划，以发挥发动机工作在整个飞行包线范围内的气动热力设计潜
力。为保证发动机在过渡态工作的安全性，控制系统中必须考虑极值限制保护控制的设计问题。为避免直接限制保护控制引发的不
同控制通道切换带来的系统震荡问题，提出 1 种高回路稳态增益的滞后 - 超前频域校正间接极值限制保护控制器设计方法，在保
证限制回路足够的稳态精度和抗噪声能力的同时，又避免了引入积分环节导致相角裕度损失过大的缺点。通过发动机线性模型和
非线性模型的控制系统仿真，验证了所述方法设计限制控制器的有效性。
关键词：极值限制保护控制；涡扇发动机；闭环回路；高回路稳态增益；滞后 - 超前校正
中图分类号：V233.7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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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Limit Protection Controller with Closed Loop for Turbofan Engine
WANG Xi1,2, LI Zhi-peng3
渊1.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2.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Advanced Aero-Engine, Beijing 100083, China; 3. AVIC Aeroengine Control System Institude, Wuxi Jiangsu 214063, China冤
Abstract: Modern high-performance turbofan engine adopt the project of multi-variable control segmented and combined to play the

aerothermodynamic design potential of engine in the whole flight envelope.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engine work in the transition state, the
limit protection control must be considered in control system design. In order to avoid the system oscillations caused by switching the control

mode between different state schedules, a design method for limit protection controller is presented, which contains a phase lag -lead

frequency compensator with high loop steady gain. The method can guarantee the limit loop enough steady precision and ability to resist

noise, and can avoid the phase margin loosed too much brought by integration element at the same time. By the engine control system
simulation of linear model and nonlinear model,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ntroller design by described phase margin was verified.
Key words: limit protection control; turbofan engine; closed loop; high loop steady gain; phase lag-lead design

执行机构响应不快、操作不当等不确定性原因，在某

0 引言

种条件下，发动机仍有可能出现超转、超温、超压以及

涡扇发动机限制保护控制是辅以稳态控制和过
渡态控制共同保证发动机既能获得期望性能又不使
气动热力参数超出安全极值范围的重要手段，发动机
在飞行包线内工作所表现出的气动热力学性能参数

喘振等情况。为保护发动机工作安全可靠，还需设置
超限保护装置，
作为稳态控制和过渡态控制的补充[3-4]，
典型应用如俄制 亍丨31囟 发动机液压机械主燃油控制

系统[5]中设置了大慢车温度修正凸轮，对转速给定凸

且其性能随工作时数
随发动机进口条件变化很大[1-2]，

轮的转速参考指令进行修正，从而保证了发动机转速

的增加发生衰退。在控制系统中，仅考虑稳态控制计

不会在某种飞行条件下超出工作范围。已发表的文献

划及过渡态控制计划难以保证发动机气动热力参数

大多数关注对稳态控制器的设计，
避开了更为重要的

不超出各自的工作极限范围，若出现控制精度不够、

限制保护的问题，对军用发动机来说，这一点至关重

收稿日期：2016-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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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限制保护的重要性一方面体现在对发动机工作参
数的限制保护；
另一方面，
为了让发动机发挥出更大的
潜能，需要使发动机各参数尽可能靠近各自的工作极
限，
同时又不能让其超出限制边界，
换句话说就是通过
降低控制系统的保守性来换取更好的发动机性能。
为了保证航空发动机安全工作，在飞行包线内的
任何工作状态下，
控制系统都需要对发动机关键气动
图 2 直接限制保护结构 2

热力参数进行限制保护。这些受限制保护的参数有：
低压转子转速 N1 超转；高压转子转速 N2 超转；压气

从图 1 中可见，
各限制回路与主控回路共用 1 个

机出口静压 Ps3 超压；发动机排气温度 EGT 超温；风

稳态控制器，
这就要求对限制回路的反馈偏差与主控

扇、压气机喘振；此外还有 Ps3 的最低限制，以及最小

回路的反馈偏差进行高低选择，即对上限的保护采用

燃油限制等。对于高增压比的军用发动机，还应考虑

低选选择器，对下限的保护采用高选选择器，通过一

压气机出口总温 T3 的限制，以防止压气机后面几级

系列高低选逻辑决策出的某路闭环偏差信号，经过稳

的轮缘处不会因过大的温差应力而导致破裂[3]。

态控制器的调节，所计算出的燃油指令再与加减速计

目前，先进的涡扇发动机均采用数字电子控制，

划计算出的燃油指令进行高低选逻辑决策，可获得能

相比以往的液压机械控制，其优势在于使越来越复杂

满足所有参数被限制的燃油指令，
最后通过燃油执行

的控制规律、
逻辑计划的实现变为可能。设计极值限制

机构供给发动机燃烧室。图 1 中的限制控制器可采用

保护控制中采用的直接限制保护方式易引发多控制通

比例因子，
由于限制控制器与主控回路共用相同的稳

道切换工作所带来的控制系统震荡的不稳定问题。

态控制器，可按将不同限制回路的偏差折算到主控回

针对上述难点，本文提出了 1 种高回路稳态增益
的滞后 - 超前频域校正设计限制保护控制器的间接

路的偏差的方法设计其比例限制控制器，而对于大惯
性环节的限制变量可采用超前滞后校正环节。

方法，与直接硬性极值限制保护方式相比，间接极值

从图 2 中可见，
将各限制回路的控制器与主控回

限制在设计间接极值限制保护控制器时考虑了主控

路的稳态控制器分开设计，各控制器各自输出的燃油

回路之前已设计出的控制器的补偿影响，并通过提前

指令值再和加减速计划计算出的燃油指令值通过高

修正闭环负反馈参考指令的方式实现柔性限制保护，

低选逻辑策略，选出最合适的某一路燃油指令作为执

该方法的可行性和优越性通过本文涡扇发动机控制

行机构的输入。在美国的 CMAPSS40k 模型中采用了

系统的数字仿真得以验证。

这样的结构 [7,11]。由于各路限制控制器均需进行单独
设计，同时还需考虑各控制器之间的抗积分饱和问

1 极值限制控制原理

题，且这种结构引入了更多的自由度，相比前一种方

闭环式限制保护从结构上可分为 2 类:直接限制

案更为复杂。

和间接限制。直接限制式，
即以直接限制燃油指令的

间接限制即通过修正主控回路的参考指令的方

方式为手段，通过高低选策略来保证各类参数不超

式间接限制燃油指令，从而达到限制保护的目的，间

限，直接限制保护结构 1 和直接限制保护结构 2

接限制保护结构[3]如图 3 所示。

[6]

的结构分别如图 1、2 所示。

[7-11]

从图 3 中可见，受主控回路控制器的影响，该设
计方法相对前 2 种直接限制保护结构较为复杂，其结
构特点是限制控制器只在参数超限后才输出非零值，
否则输出为零。直接限制结构存在极限环问题，这是
因为在发动机处于限制边界时，多个控制器会来回抢
夺发动机的控制权，
直接导致系统的震荡。间接限制
结构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原因为限制作用是对主控

图 1 直接限制保护结构 1

PDF pdfFactory Pro

回路的参考指令进行修正，
通过加或减的修正主控回

www.fineprint.cn

王

第5期

3

曦等：涡扇发动机极值限制保护闭环控制设计

展开讨论。T45 限制控制器与主控回路 N1 的耦合结构
关系如图 5 所示。
PID Controller1
P(s)
N1_cmd2
1

N1_cmd

++

Saturation

+-

G 1(s)=N 1(s)NNf(s)

Pl(s) W
f_cmd
PID Controller Transfer Fcn
A
N1

G 2(s)=T45(s)N1(s)

T45 -+
Transfer Fcn1

T45max
2

图 5 EGT 限制保护结构

在图 5 中虚框 A 中的闭环回路为 N1 伺服跟踪
回路。对 T45 设计限制控制器，
提出以下限制控制器的
设计步骤：
（1）分别求出从燃油到转速的传度函数 G 1 (s)和

图 3 间接限制保护结构

路的参考指令方式来间接防止发动机超过其工作极
限，因此不会造成各控制回路之间的来回切换问题。
为实现既能对发动机气动热力参数的限制保护
控制，又能避免各控制器之间的工作切换引发的系统
震荡问题，本文以民用涡扇发动机为例，在下文中针
对第 2 类间接限制式保护结构提出 1 种限制保护控
制器的设计方法。

24

制器；

（3）将 N1 伺服跟踪回路的闭环传递函数与 G 2(s)
串联，以此构成 G 3(s)传递函数；
（4）对 T45 闭环回路设计闭环反馈限制控制器，
并
进行仿真验证。
个问题：传递函数是否稳定；传递函数是否严格正则。

民用涡扇发动机系统气动截面如图 4 所示。
13

（2）对闭环 N1 伺服跟踪回路设计 PI 闭环反馈控

在设计过程中，对于 G 3(s)传递函数应特别注意 2

2 间接限制控制器设计

2

从转速到温度的传递函数 G 2(s)；

17
26(28)

19
3

4 4.5

5(6)

7

9

如果 G 3 (s)传递函数不满足稳定性，即传递函数
出现了右半平面的极点，则会给该限制控制器的设计
带来挑战，
此时就需要重新权衡选择该结构是否真的
比上述第 1 类限制保护结构更优越。如果 G 3(s)传递
函数不满足正则性，则需要观察虚框 A 中的闭环回
路与 G 2(s)串联后是否满足严格正则性，若仍不满足，
则在设计控制器时就必须满足关于相对阶次的约束，
以保证从 T45 指令到 G 2 (s)输出的开环传递函数是严

2—风扇进口；24—增压压气机进口；26—增压压气机出口、高

格正则的，否则在仿真中将出现代数环。值得注意的

压压气机进口；3—高压压气机出口、燃烧室进口；4—燃烧室出

是，在真实发动机中,不会出现这种非正则的现象，在

口、
高压涡轮进口；45—高压涡轮出口、低压涡轮进口；
5—低压
涡轮出口；7—内涵道出口、尾喷管进口；9—尾喷管出口；13—
外涵道进口；17—外涵道出口；19—外涵喷口

计算机仿真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在建立发动
机仿真模型时，忽略了真实的高阶动态，而这种忽略
又是必须且不可避免的。

图 4 民用涡扇发动机气动截面

在民用涡扇发动机中，起飞推力设定计划采用低
压转子转速 N1 按发动机进口总温变化的函数关系规
律进行控制，以对起飞推力实现间接控制；同时，要求

选择设计点转速为稳态工作点，提取小偏差模
型，
可获得从燃油流量 W f 到转速 N1 的传递函数
+1.058e06s+1.867e06 （1）
1
G（s）
= N（s）
= 4288s4 +1.39e05s
1
W（s）
s +40.53s 3+540.4s 2+2689s+3644
f
3

2

对高压转子转速 N2、高压压气机出口静压 Ps3 以及高

式中：
G 1(s)为从燃油到转速的传递函数；N1 为伺服跟

压涡轮出口总温 T45 进行限制保护控制。

踪回路；W f 为燃油流量。

以高压涡轮出口总温 T45 限制控制器的设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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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s）= 0.004769s+0.010054967609
s

（2）

则虚框 A 中的闭环传递函数
4
3
+6444s 2+1.954e04s+1.878e04 （3）
G1closed（s）= 520.45s +706.2s
4
s +60.97s +1247s 3+9133s 2+2.319e04s+1.878e04

从转速到温度的传递函数
4

3

2

+79.55s+91.87 （4）
G（s）
= 0.0404s 3+1.58s +18.55s
2
s +32.43s 2+246.8s+435.5
G 2(s)非正则，但 G 1closed(s)严格正则，且相对阶次为

1，因此二者串联后可获得一正则的传递函数
5
4
+447.5s3+2427s2+5308s+3961 （5）
G（s）
= T45（s）= 50.826s +34.06s
3
4
N1cmd（s） s +60.97s +1247s3+9133s2+2.319e04s+1.878e04

（c）同时考虑转速和温度传感器动态
图 6 3 种情况下的 G3(s)根轨迹

虽然该传递函数仍然不满足严格正则条件，但将
转速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的一阶惯性环节动态（时间

采用频域校正法设计限制控制器应考虑如下问题。

常数分别取 1/50 s 和 1/9 s）考虑进来后，即满足严格

图 6(c)对应的 Bode 图如图 7 所示，其开环系统

正则条件。3 种不同情况下 G 3(s)传递函数的根轨迹如

的稳态增益为 -13dB，即 0.2239，如果将该传递函数

图 6 所示。

构成闭环回路，则阶跃稳态误差为 82%，根本不具备

从图 6 中可见，只有在同时考虑转速和温度传感
器动态时，
如图 6（c）中有 1 个无穷远的零点，
这时 G 3(s)
传递函数变为了严格正则。因此在设计限制控制器
时，
要尽可能考虑到回路中各模块可能的动态部分。

稳态性能指标，因此需要提高稳态增益，即图 5 中的

P(s)的稳态增益应当取 1 个较大值。此时采用 PI 控制

器结构，系统具有 0 稳态误差；但 PI 控制器将面临 1
个严重问题，
可描述如下：

设限制保护控制器采用 PI 结构，当限制保护控

制器起作用后，PI 控制器积分项会累积偏差起到消

除稳态偏差的作用；但当发动机退出极限值后，需要

设计外部逻辑对限制保护控制器的积分项的输出清
零。若被保护的参数仅稍微降低，
此时积分清零后又
会导致主控回路的指令因为积分项的清零而增加过
大，主控回路按这一增大的指令调节，导致被保护的
参数值又超出极限值，限制保护控制器的积分项又开
始工作，这样由于限制保护控制器中积分项的清零出
（a）不考虑转速和温度传感器动态

现的非线性特性的动作，会出现这种不期望的震荡现
-10

Bode Diagram

-20
-30
-40
-50
45
0
-45
-90
100

（b）只考虑转速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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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同时考虑转速和温度传感器时 G3(s)的幅频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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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102
P（s）=500×（s +2×10s+10
2
s +2s+1

象。由于限制保护控制器只对偏差的 1 个符号方向进
行积分，所以它没有自动增加（对于下限值的保护为
减小）其积分输出的功能，而积分清零只能实现瞬间
消除其积分输出值的功能。

式中：
P（s）为限制后的温度偏差 ΔT45 至转速修正量
ΔN1 的传递函数。
校正后的开环传递函数 Bode 如图 9 所示。

设限制控制器的输出为 ΔN1 (≤0)，由积分项和
比例项组成
ΔN1=ΔN1I+ΔN1P

40

式中：ΔN1P 为比例项输出；ΔN1I 为积分项输出。

20
0

理 想 情 况 是 ： 当 ΔN1P=0 时 ， 其 积 分 项 输 出

-20

ΔN1I=ΔN1≤0 能随原控制回路的指令 N1_cmd 降低而

-40
0

增加，从而保证被修正后的指令 N1_cmd2 为 1 个定值

-45

（7）

-90

这一过程直到积分项增加至 0 后将不再增加，限
制保护控制器彻底退出工作，主控回路恢复正常。若

-135
10-1

想实现该功能，用积分清零是无法做到的，这就需要

设计的复杂度。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
可考虑采用频域校正

100

101

102

103

Frequency/（rad/s）

图 9 校正后从 e2 到 T45sensor 的开环传递函数的 bode

采取其他措施来解决，比如在图 5 中后置饱和模块并
加入抗积分饱和的方法，
但该方法会增加限制控制器

G m=1nf, Pm=97.4°(at 44.9 rad/s)

60

（6）

=N1_cmd2（→）
N1_cmd（↓）+ΔN（↑）
1

（8）

3 仿真验证
3.1 T45限制保护控制器线性模型验证

的方法来设计控制器，同时避免限制控制器中出现积

验证 T45 限制保护控制器的 simulink 如图 10 所

分环节。这种做法虽然损失了无偏差跟随性，但只要

示，其中加入了方差为 0.001 的高斯白噪声。T45max 阶

采用高回路稳态增益的控制器，
可以将偏差降到工程

跃输入的阶跃量为 1，
N1cmd 指令作为逐渐增加的干扰

上可以接受的范围。例如，给定 1%稳态误差指标，
可

输入加在求和点 Sum2 处，如图 11 所示，以使系统的

将稳态增益增大约 500 倍，此时 Bode 如图 8 所示。

输出 T45 超出 T45max，从而验证限制保护控制器的限制
效果。
N1cmd
Group 1
Signal 1

50
40
Sum

30
20

s2+2*10s+10^2
s2+2s+1
Transfer Fcn7

P（S）

cmd

Saturation2 PID Controller

Step

10
0

Gaussian

Sum1

-10
45

Manual Switch1

GT45_N1r.num{1}(s)
GT45_N1r.den{1}(s)
G_N1 cmd_to_T45(s)

Sum2

1
T45

1
1/9s+1
sensor

Gaussian Noise Generator

图 10 验证 T45 限制保护控制器的 simulink
6

0
System:untitled 1
Phase Margin（deg）:90.1
Delay Margin（sec）:0.000423
At frequency（rad/s）:3.72e+03
Closed loop stable? Yes

-45
-90
100

101

102
Frequency/（rad/s）

103

5
4
3

104

2

图 8 P=500 时，开环系统的 Bode

1
0

从图中可见，稳态增益达到了 40 dB，但此时高

2

4

6

8

10
Time/s

12

14

16

18

20

图 11 干扰输入

频降噪能力明显不足，因此还需要对其进行滞后补
偿，同时为了保证幅频特性在穿越 0 dB 时尽可能平

仿真响应曲线表明，所设计出的控制器能够很

缓以获得较好的动态特性，采用滞后 - 超前校正可以

好的起到限制保护 T45 超温的作用，限制效果如图

达到这一设计要求。设计的滞后 - 超前校正环节如下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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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CF6/Flight inputs/Signal Build1∶Group 1

6
4
2
0 H
-2
1
Ma
0

1.2
1.0
0.8

-1
289

0.6

288

Tse

287

0.4

60 PLA
55
50
0

0.2
T45max
T45 with limitation
T45 without limitation

0
-0.2
0

2

4

6

8

10
t/s

12

5

10

15

20

25

30

35

time/s
14

16

18

图 14 输入指令

20

图 12 带与不带限制保护时的 T45 对比

1080

同理，按类似方法设计出 Ps3 和 N2 的限制保护控
制器，见表 1。

1070
1060
1050

表 1 各限制保护控制器
T45

1040

Ps3

1030

N2

（5s 2+100s+500）
20s+100
s 2+2s+1
0.0125s 3+1.018s 2+1.426s+1

100s 2+1000s+2500
0.5s 3+26s 2+50.5s+25

1020
1010
1000

3.2 T45 限制保护控制器非线性模型验证

990
5

0

10

将 T45、
Ps3 和 N2 的限制保护控制器与主控回路的

指令如图 14 所示。仿真结果如图 15 所示。从图 15 中
可见，高压转速被限制在 10250 r/min，与给定的最大

t/s

20

25

30

35

25

30

35

（a）T45 响应曲线

推力设定计划综合后得到 simulink 如图 13 所示。为
了检验限制效果，
故意将几个限制值调低。系统输入

15

×104
1.030

1.025

值一致，由于采用领导 - 跟踪型的决策方式，所以其
他参数 Ps3 和 T45 并没有超过各自的限制值。从图 15

1.020

(d)中可见，在初始期间，被保护的几个参数都超过了

1.015

各自的限制值，各限制保护控制器开始起作用，通过
低选逻辑选中最低值（这里为负值），将其加在 N1cmd1
上得到 N1cmd2，所以 N1cmd2<N1cmd1。仿真时间约 13~23 s，

1.010

1.005

N2 超过了限制值时，N2 限制控制器才开始起作用，再

5

0

次导致 N1cmd2<N1cmd1，使低压转速响应跟踪 N1cmd2，从而
对 N2 起到了很好的限制保护作用。

10

15

t/s

20

（b）N2 响应曲线
2700
2650

G1（s）
EGT(T45)1073
deltaN
Gain
EGT_max/K1 Saturation

2600

1_cmd_a

[Ps3]

Ps3 2640
Ps3_max/kPa
N2 10250
N2_max/rpm

Goto1
G2（s）
Saturation1 Gain1

Mux

2550

min

2500
G3（s）

Saturation2 Gain2

Pla

Tse

[Ps3]

From
300
Ps3_min/kPa

deltaN 1_cmd_b

H

deltan1_cmd_c

推力设
定计划
Subsystem
G4（s）

Saturation3

Gain3

Transfer Fcn3

2450
MinMax1
N1cmd1

-deltaN1_cmd
N1_cmd3

N1_cmd2

err_N1

2350

N1

0

+deltaN1_cmd

图 13 限制保护(顶层管理)simu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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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O Hua. Full authority digital electronic control system for aero-

4 结论

engine[M]. Beijing：
Aviation Industry Press，
2014： 177-260. (in Chi-

（1）当涡扇发动机处于限制边界时，针对直接限
制结构存在极限环所引起的多个控制器会来回抢夺发
动机控制权而导致不同控制通道切换带来的系统震荡
问题，
提出了 1 种采用间接限制式的有效控制方法。
（2）以高压涡轮出口总温 T45 保护回路为例，提出
了高回路稳态增益的滞后 - 超前频域校正法用以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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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限制控制器。
（3）通过对发动机线性模型和非线性模型控制系
统的仿真验证表明，所设计的限制控制器具有很好的
限制保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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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数据丢包的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器设计
宋军强 1, 2，黄金泉 1，潘慕绚 1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 210016；2. 中航工业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研究所，江苏无锡 214063）
摘要：考虑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中丢包问题，开展系统建模和稳定性分析,提出了带输入积分的状态反馈控制器，根据
Lyapunov 稳定性定理和 LMI 获得了一定丢包上界下的控制器求解定理。基于该控制器提出某涡扇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丢包增益
重构补偿策略，并开展仿真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增益重构的丢包补偿措施，保证了存在数据丢包的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的性能
和稳定性。
关键词：分布式控制；数据丢包；输入积分状态反馈；线性矩阵不等式；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6.05.002

Controller Design for Aeroengine with Communication Data Dropout in DCS
SONG Jun-qiang1,2 HUANG Jin-quan2, PAN Mu-xuan2
渊1. 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曰
2. AVIC Aeroengine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 Wuxi Jiangsu 214063, China冤
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package dropout in the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 (DCS) of an aeroengine, the system modeling and

stability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A feedback controller with the input integral was presented. The Lyapunov theory and LMI were adopted
to solve the controller for the distributed system with a given upper-bound time-delay. Based on the designed controller, a strategy of the
controller gain reconstruction were presented and applied to a turbofan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 The results show the closed system with
package dropout has the expected performance and stability under the designed feedback controller.

Key words: distributed engine control; package dropout; feedback control with input integral; linear matrix inequality; aeroengine

待解决。

0 引言

在工业控制、网络控制领域中，含网络时延的系

分布式控制是未来先进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发

统鲁棒控制已得到研究者的关注和投入

。与之相

[5-7]

展的趋势。分布式控制有一系列优势，
如系统减重、提

比，随着近十多年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的发展，针

高发动机性能、降低成本等，在国内外获得了众多研

对其含时延的鲁棒控制研究也逐步得到重视[8-9]。

究者的关注[1-3]。在分布式控制系统结构中，
串行通信

现有的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方法研究基于 H ∞

总线将取代目前“点对点”的模拟线束连接方式，其性

等鲁棒算法开展。本文考虑航空发动机作为安全关键

能显著依赖于通信总线的性能。总线串行数据传输将

系统，其分布式开展系统通信总线实时性要求使时间

会在传感器、执行器和控制器节点间引入通信时延；

触发总线成为可行候选总线，将面向采用 TTCAN 时

同时，节点的瞬时故障、数据损坏、传输错误或编码 /

间触发型总线的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开展含数据

解码错误都可能会引起数据丢包 ，长时间的数据丢

丢包问题的控制器设计研究。首先，建立了含数据丢

包将会降低控制系统的性能，甚至造成被控系统不稳

包的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增广 线性模型 。依据

定。因此，
针对含数据丢包的分布式系统控制问题亟

Lyapunov 稳定性理论，借助定性定理和线性矩阵不等

[4]

收稿日期：2016-05-20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宋军强（1972），男，博士，自然科学研究员，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控制技术研究工作；E-mail：
junqiang.song@camc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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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Linear matrix inequality，LMI）方法，给出了在输入
积分型状态反馈控制器作用下，
具有给定丢包上界的
被控系统稳定性判据。通过数字仿真研究，验证了控
制器的动静态性能和对数据丢包的鲁棒性。

图 2 带有输入积分的状态反馈控制原理

1 存在丢包的分布式系统描述

为了实现积分控制，采用以下增广对象描述

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结构如图 1 所示。传感

'

xa =A axa+Bur

器和执行机构为智能节点，通过通信总线和控制器

y=Caxa

通信[10]。传感器和执行器与控制器间的网络时延分别

u =ur

S4
为 子SC、子CA，控制器的计算时延为 子C；开关 S1、S2、S3、
位置分别表示网络的正常通信或数据发生丢包情况。

（1）

'

式中：ur为新控制输入。
增广的状态向量和矩阵定义为 xa=[xT uT]T，ya=y，
则
A a=

蓘

A

B

0

0

蓡 蓘 蓡
，Ba=

0
I

，Ca=[C

D]

（2）

若已知原系统的矩阵，可计算获得相应的增广矩
阵；
若原系统渐进稳定，
则增广系统亦保持渐进稳定[9]。
2.2 存在丢包的系统建模

图 1 具有时延和丢包的分布式控制系统

对于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这类安全关键系统，
国外相关研究建议采用时间触发型架构总线 [10]，使通
信时延具有确定性。目前可能应用于航空发动机分布
式控制的总线有 TTP/C、时间触发型航空 CAN 总线、
ARINC 825 等 [11]，TTP/C 最高带宽为 25 Mbps、ARINC
825 最高带宽为 1 Mbps。因此按照时间触发的 TDMA
（时分复用）架构设计，控制用关键信号时延一般可保
持在 1 个控制周期内。因节点通信故障导致的数据丢
包则可能持续数个周期，
下文将主要研究针对丢包的
数据补偿措施。

如 TTCAN 总线中每个节点都设有错误计数器，当连
续检测多个发送或接收错误时，节点进入相应的错误
主动、
错误被动、
总线关闭状态，并发送错误帧告知其
它节点[15]。因此可以假定数据丢包发生在最大允许连
续丢包界内。通过迭代方法将系统建模为有界丢包内
的切换系统。
假设 S-C 和 C-A 间的连续数据丢包数为 浊，则
x（k+1）=A x（k）+BKCx（k-浊）

（3）

C-A 间无丢包，
则
x（1）=（A +BKC）x（0）

2.1 基于增广模型的反馈控制器设计
由于发动机模型是零型系统，干扰和发动机固有
的非线性限制了状态反馈控制律的跟踪精度，会产生
稳态误差。根据内模原理，在每个输入端加入积分器，
使扩展后的模型为一型系统，通过引入积分控制，可
以增强控制系统跟踪变化指令和抗干扰能力。NASA
通用涡扇发动机模型 C-MAPSS 的控制器中也采用
了这种带有输入积分的控制器设计，文献[12-14]对
这一方法的描述较为详细。带有输入积分的状态反馈
控制原理如图 2 所示，其中 u t 为控制输入目标值，

PDF pdfFactory Pro

态模型较为困难。总线协议一般具有容错管理机制，

假定含 x（0）的数据包成功传递给控制器端，且

2 存在数据丢包的控制器设计

u0 为控制输入积分初值。

由于数据丢包是 1 个随机事件，因此建立系统动

（4）

下一步，如果无丢包发生，
则
x（2）=（A +BKC）x（1）

（5）

否则
x（2）=A x（1）+BKCx（0）=（A（A +BKC）+BKC）x（0）
（6）
假定 x（k）的连续更新时刻为 0,k 1,…,k j-1…k j,…，
其中 k j 和 k j-1 的时刻差为 2 个连续成功传输的数据
包时刻差，则基于更新步长 k j-k j-1 的网络控制系统可
以写成
x（k j）=（A

k j-k j-1

+A

k j-k j-1

定义 1 个新的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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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0）=x（0）,z（1）=x（k 1）,…,z（j）=x（k j）,…

据不同的反馈增益计算 2 个控制输入 u 和 u浊。其中 u

则

是采用不考虑丢包设计的控制增益，计算得到的控制

z（j）=（A

k j-k j-1

+A

k j-k j-1

A（j）z（j-1），
（j=1,2,…）
其中，A（j）=A

k j-k j-1

+A

k j-k j-1

输入，如基于增广模型利用最优二次型（LQR）方法求

BKC+…+BKC）z（j-1）=
（7）

BKC+…+BKC

令 i=k j-k j-1，假定最大允许连续丢包数为 浊max，则
軍1，
軍2，…，A
軍浊 }
A
A（j）∈赘，赘={A
max

（8）

軍i=A i+A i-1BKC+…+BKC
其中A

取反馈增益；
u浊 是根据定理 1 求取的控制增益。通信
正常时，执行器采用 u 作为输入，
u浊 存储在执行器内
存中，若执行器检测到 S-C 或 C-A 间的通信故障时，
则 采 用 u浊， 从 而 使 得 系 统 在 最 大 连 续 丢 包 界 ，即
浊max×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并减少性能退化。

3 仿真验证

则式（19）可以写成如下切换系统
軍iz（j-1）
z（j）=A

（9）

引理 1：对于一般离散系统，由李亚普洛夫稳定
性定理可知，如果存在 1 个正定矩阵 P，使得下面线
性不等式成立，则系统渐近稳定[16]。
A TPA -P<0

（10）

引理 2：如果存在对称正定矩阵 P，
使得下面线性

选取某型涡扇发动机的低压转子转速 nL和高压

转子转速 nH 作为状态变量，主燃油流量 W f、尾喷管
临界截面积 A 8 作为控制输入，低压转子转速 nL 和涡

轮落压比 P36 作为输出变量。则其小偏离线性化模型

的状态量和控制输入为 x=[驻nL 驻nH]T，
u=[驻W f 驻A 8]T，

y=[驻nL 驻P36]T

则在增广模型中，状态量和控制输入为
xa=[驻nL 驻nH 驻W f 驻A 8]T，

不等式成立，则系统（21）渐近稳定。
杉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删

軍TiP
-P A

軍i -P
PA

煽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闪

ur= 蓘 驻W
'

<0，坌i=1,2,…,浊max

（11）

'

驻A

f

8

蓡

T

根据图 2 搭建的仿真如图 3 所示。各节点运行

由引理 1 和 Schur 补引理可证，在此不作证明。

周期为 25 ms，发动机的输入输出信号在计算时均

定理 1：如果存在 1 个对称正定矩阵 Q∈R

进行了归一化和反归一化。在执行机构节点注入通

阵 W ∈R

n×n

n×n

，矩

信丢包信号（图 3 中的 Dropout）。控制器输出 2 路控

，满足以下线性矩阵不等式

蓘

-Q 祝Ti
祝i -Q
CQ=MC

对于 i=1,2,…,浊max，有

蓡

<0

K 2），在 Actuator Compensation 模块中进行增益调度

（13）

补偿，Actuator Integrator 为积分器环节，实现输入积
分作用。

祝i=A Q+A BW C+…+BW C
i

制输入 K1_Ur 和 K2_Ur （即为反馈控制矩阵 K 1 和

（12）

i-1

（14）

nL

则具有如下输出反馈的闭环系统（8）可保持渐进稳定
K=W M

-1

Wf
A8

（15）

利用引理 2 作等价代换即可证得定理 1，具体参
考文献[17]，
在此不再赘述。

U

Ur

Ur

nL
P36

K1_Ur

X

K2_Ur

U

因此，将增广模型（1）的矩阵代入定理 1，则可通
过求解矩阵不等式（12），
得到一定丢包界下保持系统

图 3 针对非线性模型的掉包补偿仿真结构

渐近稳定的反馈控制增益。

在地面状态下，
首先将某型发动机在中间状态下

2.3 数据丢包补偿措施
一旦发生数据丢包，可以采用 2 种常用方法来进

LQR 方法[7]求解正常通信时系统的反馈增益 K 1，利用

行丢包补偿：
（1）保持输入：发生丢包时，执行器的控制输入 u

LMI 方法求取得丢包补偿重构增益 K 2。当发动机从
95%~100%功率状态阶跃时，针对小偏离线性化模型

保持上一时刻的数值；
（2）重构控制增益：在每个控制周期，控制器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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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偏离线性化模型增广化，基于增广模型，利用

设计反馈增益 K 1，如式（16），应用于非线性模型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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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发动机高压转子转速和低压转子转速响应如图 4

K 1=

所示。实现无静差跟踪。

蓘

27.97

1.70

36.54

10.01

24.17

0.99

14.18

46.89

蓡

（16）

当 浊max=5 时，设计重构增益 K 2 如式（17），分别采
用增益 K 1 保持输入、重构增益 K 1/K 2 调度方法进行丢
包补偿，发动机非线性仿真结果如图 5 所示。从图中

增益 K 1 保持输入

time/s

（a）低压转子转速响应曲线

重构增益 K 1/K 2 调度输入

time/s

（a）低压转子转速响应曲线

增益 K 1 保持输入
time/s

重构增益 K 1/K 2 调度输入

（b）涡轮落压比响应曲线

time/s

（b）涡轮落压比响应曲线

增益 K 1 保持输入
重构增益 K 1/K 2 调度输入
time/s

（c）主燃油流量变化曲线
time/s

（c）主燃油流量变化曲线
增益 K 1 保持输入
重构增益 K 1/K 2 调度输入

time/s

（d）尾喷管面积变化曲线

time/s

图 4 无丢包时，发动机非线性模型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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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尾喷管面积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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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掉包，0：正常

增益 K 1 保持输入
重构增益 K 1/K 2 调度输入

（e）浊max=5 丢包情况

time/s

图 5 当 浊max=5，发动机非线性模型仿真结果

（c）主燃油流量变化曲线

可见，重构增益调度补偿方法可以保证发动机响应的

增益 K 1 保持输入

性能和稳定性，较 K 1 保持输入方法效果更为良好。
K 1=

蓘

1.23

0.76

2.68

1.08

1.30

0.80

1.16

2.43

蓡

重构增益 K 1/K 2 调度输入

（17）

当进一步增加系统丢包 浊max=15 时，如图 6 所示，
采用方法 1 已经无法保证系统稳定，而采用 浊max=10
的重构增益 K 1/K 2 方法依然能保持系统的稳定和性
能，因此该方法具有很好的鲁棒性。

time/s

（d）尾喷管面积变化曲线
图 6 当 浊max=15，方法 2 仍具有较强鲁棒性

4 结论
（1）基于定理 1 获得的带积分输入的反馈控制器
增益 K 1 保持输入
重构增益 K 1/K 2 调度输入

能够保证带数据丢包的分布式控制系统渐进稳定。
（2） 仿真结果表明，在数据丢包上界 浊max=5 和
浊max=15 时，所设计控制器均具有良好的鲁棒性。

time/s

（a）低压转子转速响应曲线

（3）针对数据丢包的增益重构补偿方法相对于输
入保持方法更具优越性，在丢包严重或长时间丢包下
都能更好地保证系统的稳定性，改善系统性能。
因此，
本文所设计控制器在保证被控系统具有良
好的动静态特性的同时，对于分布式通信所带来的数
据丢包具有良好的鲁棒性。
参考文献：

增益 K 1 保持输入
重构增益 K 1/K 2 调度输入

[1] Behbahani A, Tulpule B. Perspective for distributed intelligent engine
controls of the future[R]. AIAA-2010-6631.
[2] Culley D, Thomas R, Saus J. Concepts for distributed engine control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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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直升机 / 发动机综合模型的
变旋翼转速控制研究
陈国强，
杨

娟

（中航工业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研究所，江苏无锡 214063）
摘要：为了实现直升机旋翼转速在宽广范围内连续变化且涡轴发动机连续提供输出轴功率，采用 1 种扭矩序列转移控制方案
来实现该传动链。通过 2 台涡轴发动机和 2 台多级变速器与旋翼协调工作，发动机依次连接或脱开旋翼，提供旋翼转速大范围内变
化，
并提供旋翼连续变化的功率。在扭矩转移过程中，针对发动机扭矩强扰动问题设计了鲁棒 LMI 控制器 +ADRC 扭矩前馈补偿控制
器，
最后基于直升机／发动机综合模型进行数值仿真，
验证了扭矩转移方案的可行性。仿真结果表明：在转移过程中的扭矩强扰动
对发动机动力涡轮转速的影响较小，旋翼转速可以实现较大范围内的快速平滑变化。
关键词：变旋翼转速；扭矩序列转移；多级变速器；直升机 / 发动机综合模型；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6.05.003

Research on Variable Rotor Speed Control Based on Integrated Helicopter / Engine Model
CHEN Guo-qiang, YANG Juan
渊AVIC Aeroengine Control Research Institute, Wuxi Jiangsu 214063冤
Abstract: A sequential shifting algorithm was proposed for changing the helicopter rotor's speed in a large variation and providing

continuous output power to the rotor. Two turbo-shaft engines and two multi-speed gearboxes coordinate with the rotor that facilitate a wide

rotor speed variation and provide continuous torque to the rotor.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turbo-shaft engine's torque disturbance, the robust

ALQR controller combined with ADRC torque feed forward compensation was designed in the process of shifting. Some numerical
simulations are carried out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the shifting algorithm based on the integrated helicopter/engine model.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rque disturbance has little influence on engine power turbine speed in the process of torque shifting, and the rotor
speed can perform rapid and smooth changes at larger range.

Key words: variable rotor speed; torque sequential shift; multi-speed gearboxes; integrated helicopter/ engine model; aeroengine
符号表

兹t

尾桨总距，(毅)

Wf

主供油量，kg/s

T45

燃气涡轮后温度，K

Ng

燃气涡轮转速，r/min

Vx

直升机前飞速度，m/s

Np

动力涡轮转速，r/min

Vy

直升机侧飞速度，m/s

NR

旋翼转速，r/min

Vz

直升机爬升速度，m/s

NGB

多级变速器输出轴转速，r/min

追

直升机偏航角，(毅)

QP

动力涡轮扭矩，N·m

SMC

发动机喘振裕度，%

QR

旋翼扭矩，N·m

PNP

动力涡轮换算转速，%

兹0

旋翼总距，(毅)

PNC

燃气涡轮换算转速，%

A 1c

横向周期变距，(毅)

r

指令

B1s

纵向周期变距，(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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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并不能充分发挥直升机 / 发动机综合系统的最佳

直升机是 1 个多自由度、强耦合的复杂系统，通
常采用旋翼转速恒定为其控制规律，以避免旋翼扭
振、操纵复杂等影响系统稳定性[1]。文献[2]提出 1 种变
旋翼转速方案，在系统稳定的前提下可显著提高直升
机综合性能，如降低发动机油耗、缩短爬升时间、降低
噪声等[1-5]。该方案的主要思想是采用先进的飞行控制
律，在保证直升机稳定飞行的条件下，由飞行控制器
寻求 1 个当前点最优的旋翼转速指令并传递给涡轴
发动机，再通过其驱动旋翼实现转速变化，由此，在不
同的飞行任务中即可获得不同的性能收益。
然而，由于涡轴发动机动力涡轮只能在狭窄的转
速带内工作，且传动系统不能提供大范围连续的动力
传输，因而大范围的变旋翼转速控制在工程上很难实

效能。
一方面当直升机处于不同飞行状态时，给定的涡
轮发动机转速不一定对应于发动机处于该工况下最
优经济性的转速，变动力涡轮转速的发动机特性如图
1 所示。从图中可见，
当发动机功率（Pe）降低时动力涡
轮的最高效率点，也就是图中曲线的凸点，移向较低
的动力涡轮转速（Ng）
（图中虚线所示），因此涡轴发动
机在不同工况下可以通过性能优化算法找到 1 个最
优的动力涡轮转速[6,9]。文献[9]介绍了 1 种变旋翼转速
串行优化方案，在保证直升机飞行状态不变的前提
下，首先寻找旋翼所需最小功率的工作点，再采用发
动机性能寻优手段降低发动机油耗，比起单独执行发
动机性能寻优的收益更为显著。

现，如文献[6]提出 1 种变旋翼转速优化控制方案降低
发动机油耗，其转速变化范围仅在 3%左右。相关文
献显示，若采用变速齿轮系统，使涡轴发动机在燃油
消耗合理的情况下可实现输出轴转速 （即旋翼转速）
的大范围变化 （50%~100%），如近年来美国研制的
A160T“ 蜂鸟”直升机，采用双速传动齿轮箱，由电动
碳基离合器控制齿轮传动系统，
在保持发动机转速恒
定的情况下，可实现大范围的变旋翼转速控制，且同
时避免因机身结构而导致的空气动力学共振等不稳
定因素[7]。

图 1 变动力涡轮转速时的发动机特性

文献[8]提出了 1 种扭矩序列转移方案，实现了大
范围内的变旋翼转速控制。其采用发动机以及旋翼的
线性模型进行数字仿真，
本文在其基础上，
采用旋翼 /
发动机非线性模型对其控制方案进行数字仿真。在扭
矩转移过程中，针对发动机扭矩强扰动问题设计了鲁
棒 LMI 控制器 +ADRC 扭矩前馈补偿控制器。最后通
过仿真试验，验证了在系统稳定的情况下，上述方案
可实现直升机旋翼转速 50%~100%的连续变化，同时
保证涡轴发动机能够连续提供需用功率，达到了很好
的控制效果。

另一方面当直升机低空低速前飞时，如果将旋翼
转速降低，使其小于额定 100%转速，可以增加浆叶
的升阻比，减小直升机前飞阻力，减小发动机输出功
率，
进而使得发动机燃油消耗降低，续航能力增强。
因此，在直升机 / 发动机综合系统中采用变旋翼
转速控制方法，可以充分发挥发动机的性能，降低发
动机油耗、延长直升机航程等。采用变旋翼转速的直
升机 / 发动机综合系统结构如图 2 所示。首先由飞行
控制器给定当前飞行状态下需求功率最小的旋翼转
速指令 NRr，而后将旋翼转速指令转换为动力涡轮转

1 变旋翼转速控制原理
对于传统的直升机，由于扭振、操控简易等方面
的原因，旋翼的转速通常保持不变，涡轴发动机动力
涡轮与旋翼轴是通过具有固定传动比的传动链相连，
所以传统涡轴发动机的动力涡轮转速必须为常值。但
是，这种保持动力涡轮转速(旋翼转速)不变的控制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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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直升机 / 发动机综合变旋翼转速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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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指令 Npr 实时地传递给涡轴发动机闭环系统，发动
机根据负载实时求解当前燃油输入量，得到动力涡轮
转速，再经过 1 个固定传动比 +1 阶惯性环节的机械
传动系统模型转化后，作为旋翼转速，进而参与直升
机的飞行控制。
变旋翼转速的关键是在实现旋翼转速在宽广范
围内变化时，保证涡轴发动机能够连续提供输出轴功
率。根据前述内容，易采纳的变旋翼转速方案，即是 1
台或多台涡轴发动机与相应的多级变速箱相组合的
形式，但 1 个关键技术问题难以克服，即当发动机变
速时，旋翼与发动机脱开，而当发动机变速结束再次
与旋翼连接上时，
发动机输出轴转速发生跳变且与旋
图 3 旋翼 / 传动系统 / 双发结构

翼转速不同步，这样会导致输出轴功率瞬间损失，而
且发动机输出轴大的转速跳变直接连接旋翼会损害
[10]

变速器传动系统 ，而且脱开离合变速过程中旋翼转

则其输出功率减少，
由另外 1 台发动机提供旋翼需求
功率并实现旋翼转速变化；
（3）脱开的那台发动机通过多级变速器变速，当

速处于不受控的状态，
这是难以接受的。
所采用的扭矩序列转移控制方案，通过 2 台涡轴
发动机和 2 台多级变速器与旋翼协调工作，发动机依
次连接或脱开旋翼，其好处在于在整个变旋翼过程中
始终有至少 1 台发动机与旋翼轴相连，保证了旋翼转
速的可控，
同时又避免了发动机变速结束再次与旋翼

其输出轴转速与旋翼转速再次相等时重新连接旋翼，
并再次提供旋翼需求功率；
（4）对另外 1 台发动机进行同样的脱开操作，
在变
速过程中，
始终保持旋翼至少与其中 1 台发动机相连。
以 UH60 黑鹰直升机 /T700 涡轴发动机为平台
进行变旋翼转速数字仿真。实现上述扭矩序列转移方

连接上时输出轴功率瞬间损失。
在实现扭矩序列转移的过程中，即使采用上述方

案需满足 2 个前提条件：
（1） 动力涡轮转速的工作范

案，发动机动力涡轮转速仍然易受到扭矩扰动的影

围为 92.5%~107.5%，转速的变化为 15%；
（2）必须提

响，因此，如何降低动力涡轮转速由于扭矩扰动产生

供连续变化的扭矩给旋翼。第 1 点要求可以通过划分

的下垂量，并缩短转速过渡态时间，以及如何有效控

旋翼转速区间来实现，将 50%~100%的旋翼转速划分

制发动机脱离与连接旋翼的时机也是变旋翼转速控

为 6 个区间，
不同区间之间有转速重叠区，
每个区间的

制研究的 1 个问题。采用多变量鲁棒 LMI+ADRC 扭

转速范围见表 1。第 2 点要求同样满足，
因为在 1 台发

矩前馈的综合控制算法控制发动机动力涡轮转速，可

动机变速过程中，
另 1 台发动机始终与旋翼连接。
表 1 旋翼转速范围

以解决扭矩扰动带来的问题。
转速区间

齿轮传动比

最低转速 /%

最高转速 /%

1

1.00

92.5

107.5

控制方案（旋翼 / 传动系统 / 双发）结构如图 3 所

2

0.87

80.0

93.5

示。从图中可见，离合器是 1 个机械作动设备，其只允

3

0.75

69.0

81.0

许动力涡轮驱动旋翼系统工作，
反之则无效。该方案

4

0.65

60.0

70.0

通过发动机和多级变速器与旋翼协调工作，实现旋翼

5

0.57

53.0

61.0

转速较大范围的变化，并提供连续变化的功率给旋

6

0.50

46.0

54.0

翼，过程如下：

旋翼转速从 1 个转速区间变换到另 1 个区间的

2 变旋翼转速控制实现方案

（1）2 台发动机同时连接旋翼共同提供旋翼需求

动机定义为发动机 #1 和发动机 #2，
PT#1 和 PT#2 分

功率；
（2）通过离合器让其中 1 台发动机与旋翼脱开，

PDF pdfFactory Pro

详细流程如图 4 所示。为了方便区分，将 2 台涡轴发
别为发动机 #1 和发动机 #2 的动力涡轮，
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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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直升机非线性、非定常实时模型采用黑鹰
UH-60A 直升机数据，包含主旋翼、机身、尾桨、平尾
和垂尾等 5 个子模块，在此只用到直升机模型当中的
旋翼模块做数字仿真验证。涡轴发动机非线性部件级
模型采用 T700 发动机的数据建模。旋翼与发动机模
型之间通过多级变速器与主减速器进行传动，多级变
速器可以根据转速所在区间自动调节传动比。该综合
仿真模型经过大量的仿真验证，具有可靠的置信度。
3.2 转速控制器设计
在变旋翼转速过程中，
涉及到旋翼扭矩的强扰动
变化，而由于直升机与发动机之间的强耦合作用，发
动机动力涡轮转速很容易受此强扰动变化影响，针对
该问题，考虑采用由韩京清研究员提出的自抗扰技术
设计控制器[11]。通过扩张状态观测器实时观测系统扰
图 4 扭矩序列转移控制方案流程

动状态量，
及时将被控对象补偿成
“二次积分型”
。将

（1）保持 PT#1 的转速不变，
通过离合器使得 PT#1
与旋翼脱开，则 PT#1 的输出功率降低，即 PT#1 的扭
矩减小，
当 PT#1 扭矩足够小时，
通过变速器使其变速；
（2）与此同时由功率平衡控制器给定 PT#2 的扭
矩，可知 PT#2 扭矩增大，且 PT#2 与 旋翼连接 并提
供旋翼需求功率，将其按照设定的转速轨迹改变旋
翼转速；
（3）当 PT#2 的转速到达转速区间临界值时，通
过离合器使得 PT#1 与旋翼重新连接上，则 PT#1 的
扭矩增大；
（4）与此同时通过离合器将 PT#2 与旋翼脱开，
可知 PT#2 扭矩减小，当 PT#2 的扭矩足够小时，通过

旋翼扭矩扰动设计成前馈补偿器，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改善直升机 / 发动机综合控制效果。该控制算法不仅
在渐进稳定性方面已得到证明，而且已经在多个领域
得到应用。线性矩阵不等式 LMI 适宜于求解存在不
确定性的复杂多变量对象控制问题，可用于设计转速
指令跟踪控制器。综上所述，在变旋翼转速过程中，
采
用鲁棒 LMI+ADRC 扭矩前馈的综合控制算法，可以
快速地跟踪指令转速，有效的减少调节时间，减小超
调量与下垂量，其结构如图 5 所示。文献[12]详细地给
出了以 2 阶 SISO 发动机系统为对象 LMI 鲁棒控制
器设计方法，文献[13]给出 了 ADRC 控制器 设计方
法，
在此不再叙述。

变速器使其变速，此时由 PT#1 与旋翼连接并提供旋
翼需求功率，将其同样按照设定的转速轨迹改变旋翼
转速。
只有 PT#2 的变速传动比与 PT#1 的变速传动比
相同，变速之后的 PT#1 转速与 PT#2 在 1 个转速区
间，
PT#1 才可以重新连接旋翼。如此重复上述操作，
并按照表 1 的转速区间调节多级变速箱的齿轮传动
比，即可实现旋翼转速 6 个区间范围 46%~107.5%的

图 5 LMI 鲁棒控制器 +ADRC 扭矩前馈控制器结构

根据文献[14-15]提出的鲁棒控制设计方法，对
于系统

变化。

x觶 =A x+B1u+B2w

3 变旋翼转速仿真实例

y=Cx+D1u+D11w

式中：
x 为系统状态；y 为系统输出；u 为控制量；w 为

3.1 数值模型仿真平台
基于直升机 / 涡轴发动机综合非线性系统实时仿
真平台进行数字仿真验证，仿真平台结构详见文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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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扰动；A、B1、C、D1、
B2、D11 为适维矩阵。
取增广状态向量为x軃
=[x觶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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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C2=I2×2，D11=D21=O2×2，D12=D22=O2×1

态方程为

选取加权矩阵 Q=[1

軍x軃
軍1軈
軍2w
軍
u+B
+B
x觶 =A

軍1u軈
軍11軍
軍1x軃
w
z 1=y軃
+D
+D
=C

式中：u=u；
w=w；
x=
B2=

蓘 蓡
B2

-D1

；C1=[C

蓘蓡
x觶

e

；y=y；A =

蓘

A

0

-C 0

0]；D1=D1；
D11=D11。

（2）

蓡 蓘 蓡
；B1=

B

-D

；

对于增广后的系统（2），可用 H ∞/H 2 等状态反馈

设计方法求取状态调节器 K，使其满足 ||T軍
|| < 酌，且
wz
二次型性能指标 J=

乙

1

T 軃軈
（x軃
Qx+uTRu軈
）dt 尽可能小。

∞
0

对于增广后的系统（2），通过增加 1 个虚拟扰动
軒和性能指标，
w
表达式可改写成

1

1]，R=1，按照鲁棒

1

控 制 器 设 计 方 法 ， 得 出 Ke=0.7257，K x= [-2.6069
0.7030]。因此，基于 LMI 的鲁棒控制规律为 u=Ke·
e+Kx·x。
ADRC 扭矩前馈控制器参数设计结果如下：
（1）微分观测器（TD）相关参数：过程响应快速性
因子 r0=0.75，仿真步长取 h=0.05。
（2） 扩张状态观测器 （ESO） 相关参数 k 1=50；
k 2=150；
k 3=200；
非线性 fal（·）的曲线方次因子 mo1=0.5，
mo2=0.25。
（3）非线性组合(NLSEF)相关参数：控制器增益
l1=0.08；
l2=0.08；非线性 fal （·） 的曲线方次因子 琢1=
0.5，琢2=1.2；控制输入线性增益估计因子 b 0=26。

軍x軃
軍1u軈
軍2軍
軍3w
軍
w+B
+B
+B
x觶 =A

3.3 仿真结果分析

軍1x軃
軍1u軈
軍11w
軍
z 1=C
+D
+D

（3）

軍2x軃
軍2u軈
z 2=C
+D

在飞行包线内 H=0 m，V x=0 m/s 处，将旋翼转速
从转速区间 1 降低到转速区间 2，即实现旋翼转速从
107.5%到 80%的变化，
实现结果如图 6 所示。

軍3 为指定矩阵。
式中：B

从图 6（a）中可见，在 10 s 时 PT#2 与旋翼脱开，

对于系统（3）和 1 个给定的标量 酌1>0，若以下优

化问题
山杉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删

軍X+B
軍1W +（A
軍X+B
軍1W）T B
軍2 （C
軍1X+D
軍1W）T 衫衫衫
A
衫
煽

T

軍
B
2

T

-酌1I

軍1X+D
軍1W
C

D11

D11
-酌1I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闪

（4）

有 1 个最优解 X，Z 和 W ，
则系统（3）的 H 2 /H ∞ 控制问
軍x軃
题是可解的，且u軈=K
=W（X）-1 x軃
是其 1 个状态反馈 H 2

t/s

（a）旋翼转速、多级变速器

t/s

（b）旋翼转速变化

输出轴转速变化

/H ∞ 控制律。

涡轴发动机模型状态量、控制输入量、输出量分
别为：状态变量 x=[驻NP

驻Ng]T，控制输入量 u=驻W +，

输出量 y=NP，
指令输入 r=Npr，
评价输出信号 z=y，扰动

乙

t

信号 w=驻T。其中：e= （Npr-Np）dt

t/s

0

以直升机飞行高度 H=0，
V x=V y=0，
V z=0 m/s，在发

（c）旋翼扭矩、发动机扭矩变化

t/s

（d）动力涡轮转速变化

动机状态 Np=100%，Ng=88.6%的条件下设计控制器为
例，式（1）中
A=
B1=

蓘
蓘

-0.239124

-0.254130

2.691120

-0.165848

-0.256693
-0.228991

B2=-0.01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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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燃气涡轮转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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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动力涡轮后温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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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速从转速区间 1 降低到转速区间 2，如图 7 所示。
从图 7（a）中可见，
动力涡轮转速下垂量为 0.2%，超调
量为 0.18%，在发动机动力涡轮转速的允许范围之
内。采用串级 PID 综合控制算法，
旋翼转速的仿真结
果如图 7（b）所示。从图中可见，旋翼转速下降时会产

t/s

t/s

（g）燃油消耗量变化

（h）压气机喘振裕度变化

生 剧 烈 振 荡 ， 且 下 垂 量 达 到 3.33% ， 采 用 鲁 棒

图 6 在 H=0 m，Vx=0 m/s 处，旋翼转速从区间 1 降低到

LMI+ADRC 扭矩 前馈的 综合 控制算 法比 采 用 串 级

区间 2 的仿真曲线

PID 综合控制算法，动力涡轮转速的下垂量更小、抗
扰抑制控制效果更加明显。

PT#2 扭矩减小，
PT#1 扭矩增大，当 PT#2 扭矩足够
小，在 15 s 时开始变速，PT#2 的输出轴转速瞬间
NGB 改变，同时 PT#1 带动旋翼从转速 107.5%降低
到 92.5%。当 PT#1 的转速降低到 93.5%，即在 16.3 s
时，PT#1 与旋翼脱开，PT#2 与旋翼连接上，PT#1 的扭
矩减小，PT#2 扭矩增大，当 PT#1 的扭矩足够小时，在
20 s 时，PT#1 变速，PT#1 的输出轴转速瞬间改变，同
时 PT#2 带动旋翼变化，旋翼转速从 92.5%降低到

t/s

t/s

（a）旋翼转速、
多级变速器

（b）旋翼转速变化

输出轴转速变化

80%，
旋翼转速降低 12.5%，在 20.9 s 时，PT#1 重新连
接上旋翼，与 PT#1 一起共同平分旋翼需求功率。
在整个过程中旋翼转速降低了 27.5%，且旋翼转
速的变化平滑，花费时间为 10.9 s。在动力涡轮转速
轨迹跟踪过程中，
动力涡轮转速轨迹和发动机扭矩的
变化范围之大，如此大的扰动对发动机动力涡轮转速

t/s

t/s

（c）旋翼扭矩、发动机扭矩变化

（d）动力涡轮转速变化

影响强烈，图中结果显示动力涡 轮转速下垂 量为
0.75%，超调量为 0.4%，在发动机动力涡轮转速的允
许范围之内。
采用串级 PID 综合控制算法，旋翼转速的仿真结
果图6（b）所示。从图中可见，旋翼转速即动力涡轮转
速转速下垂量为 0.93%，超调量为 1.21%,与采用串级

t/s

t/s

（e）燃气涡轮转速变化

（f）动力涡轮后温度变化

PID 综合控制算法相比，采用鲁棒 LMI+ADRC 扭矩
前馈的综合控制算法得到的动力涡轮转速的下垂量
与超调量更小，抗扰抑制作用更加明显，控制效果更
加优越。
发动机以及旋翼扭矩值如图 6（c）所示。从图中
可见，旋翼转速的降低导致旋翼扭矩也降低，2 台发
动机的扭矩呈依次增减状态。动力涡轮转速 PNP、燃
气涡轮转速 PNC、涡轮后温度 T45、燃油消耗量 Wf、压
气机喘振裕度 SMC 变化情况分别如图 6（d）、
（e）、
（f）、
（g）、
（h）所示。整个变旋翼转速控制过程中发动机不超
转、
不超温、
不进喘，
满足发动机控制系统要求。
在飞行包线内 H=1000 m，
V x=20 m/s 处，将旋翼

PDF pdfFactory Pro

t/s

t/s

（g）燃油消耗量变化

（h）压气机喘振裕度变化

图 7 在 H=1000 m，Vx=20 m/s 处，旋翼转速从区间 1 降低到
区间 2 的仿真曲线

4 结论
针对直升机变旋翼转速实现问题，提出了 1 种扭
矩序列转移方案。在该方案下，可以实现旋翼转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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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范围内的连续变化，且提供的旋翼需求功率连续不

YAO Wenrong, SUN Jianguo. Optimization for turboshaft engines based

间断，在直升机 / 发动机综合数值模型平台下，对该

on variable rotor speed [J].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 2007, 22（9）:

方案进行了数字仿真，仿真结果表明，在转移过程中
的扭矩强扰动变化对发动机动力涡轮转速的影响较
小，旋翼转速可以实现较大范围内变化。

1573-577.（in Chinese）
[10] Ai Xiaolan .Two speed transmission with smooth power shift：US,
7044877 [P]. 2004-04-16.
[11] 韩京清.自抗扰控制技术: 估计补偿不确定因素的控制技术[M]. 北
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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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进电机驱动的燃油计量装置建模与仿真
曹启威，
王

彬，赵皓岑，叶志锋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省航空动力系统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16）
摘要：为了开发数控燃油计量装置独立仿真平台，利用 AMESet 建立了基于 C 代码的步进电机部件模型；对建立的步进电机模
型进行仿真，获得了其转角随输入脉冲的关系。建立了由计量活门、等压差活门、增压活门等组成的燃油计量装置机械液压组件
AMESim 模型，将开发的步进电机模型与计量装置各液压组件模型联结，实现了步进电机驱动的数控燃油计量装置面向对象的建
模。仿真结果表明：在正常工作范围内，仿真结果与设计参考偏差在 5%以内，所开发的 AMESim 模型能满足该数控计量装置的稳态
和动态特性的研究要求。
关键词：燃油计量装置；步进电机；AMESet；等压差活门；
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28.1 +2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6.05.004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of Fuel Metering Unit Driven by Stepping Motor
CAO Qi-wei, WANG Bin, ZHAO Hao-cen, YE Zhi-feng
渊Jiang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erospace Power System,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develop a independent simulation platform for digital control Fuel Metering Unit (FMU), a C program was

established to describe the stepping motor in AMESet and obtain the component level model. Simulation using the developed model in

AMESim giv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tation angle and input pulse of the motor. FMU composed mainly of metering valve, constant
pressure difference valve and booster valve were modeled in AMESim. Coupling of the developed motor model and the model of
hydromechanical components achieved the entire object-oriented modeling of the digital control FMU driven by stepping motor.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a deviation between simulation results and design reference value is no more than 5% within usual operating range, and
AMESim model developed can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for study on steady-state and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t.
Key words: fuel metering unit; stepping motor; AMESet; constant pressure difference valve; aeroengine

上已有诸多研究成果，如利用 Matlab/Simulink 建立了

0 引言

部件模型库，
并对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进行了仿真[8]。

在航空发动机技术进步和性能提升过程中，燃油

AMESim 作为 1 种应用广泛的机电液系统建模

与控制系统也由简单到复杂、由液压机械控制发展到

仿真平台受到越来越多发动机燃油系统研发用户的

[1-2]

全权限数字电子控制(FADEC)

。新型航空发动机的

青睐[9-10]。但不同行业在应用需求上存在差异，通常难

控制系统拟采用无液压机械备份的双通道 FADEC，

以提供全部所需的元件 / 部件级模型，用户或多或少

燃油系统则采用新型燃油泵和计量原理，可部分取代

需要自行开发相应的模型，用于系统级建模与仿真。

现有系统

。目前，液压执行机构仍是不可缺少的组

如 通 过 联 合 仿 真 接 口 在 AMESim 中 调 用 Mat-

成部分，逐步实现数字控制、提高可靠性和动态性能

lab/Simulink 开发的部件模型[11]，这不仅增加了工作量

[3-5]

是行业公认的研发方向

。数控燃油计量装置是

[6-7]

且不可避免地产生仿真延时，不利于工程应用推广。

FADEC 系统重要执行机构之一，
开发高精度仿真模型

步进电机是数控燃油计量装置常见的电驱动控制元

在研制中有重要工程意义。针对燃油系统在不同平台

件，
目前 AMESim 软件无法提供对应的模型，
限制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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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控计量装置的一站式建模及仿真结果的置信度。
本文利用 AMESet 开发了步进电机的图形化模
型，并与主要部件的液压模型联结，实现了数控计量
装置的一站式建模与仿真，既可节省用户自行根据数

别是电压平衡方程、
电磁转矩方程和机械系统的运动
方程
U（t）=RI（t）+L 0 dI（t）+L 1 cos（Nr兹）dI（t）dt
dt
L 1Nr sin（Nr兹）（
I t）d兹
dt

学模型建模的时间，也可减小采用多软件联合仿真可
能产生的误差，为建立直观、
便捷、高置信度的数控燃

Te= 1
2

油计量装置面向对象的动力学模型提供了技术途径。

文研究的数控燃油计量装置主要由等压差活门、定压
活门、计量活门、步进电机和角位移传感器等元件组
成，
组成原理如图 1 所示。等压差活门保持计量活门
进、出口压差基本不变，经过计量活门的燃油流量就
惟一地由计量活门的开口面积决定，主要通过步进电
机控制。

压力
燃油

减速机构

等压差活门

主燃油泵

计量活门

计量活门控制器

步进电机

k

dL k
d兹

（3）

式中：
U（t）为施加于步进电机该相的矩形脉冲电压，
V；R 为该相绕组的电阻，赘；
（
I t）为该相绕组的电流，

A；Nr 为步进电机的齿数；L 0 为绕组的平均电感，H；
L1
为绕组电感的基波分量，H；Te 为电磁转矩，N·m；J 为
转子系统的转动惯量，kg·m2；B 为机械系统的阻尼系
N·m。
数，
N·m·s；T1 为负载转矩，

差活门可以通过调节回油口的开度使压差保持在调定
值附近，
其中压差大小通过弹簧的预紧力调节[14-15]。根
据弹簧力与压差力的平衡关系可建立力平衡方程

喷嘴

出口燃油

2
（P1-P2）仔 Dyc =Fyc+K ycxyc
4

发动机燃烧室

角位移传感器

（4）

式中：P1、P2 分别为计量活门进、出口压力，MPa；
Dyc 为

图 1 燃油计量装置原理

等压差活门阀芯的有效直径，
mm；Fyc 为等压差活门
的弹簧预紧力，
N；
K yc 为等压差活门的弹簧刚 度，
N

2 步进电机工作原理
步进电机作为燃油计量装置的驱动部件，受电脉

/mm；xyc 为等压差活门的弹簧变形量，mm。

冲信号的控制以固定角度旋转。步进电机接收到 1 个

对于计量活门，
燃油流量的计算公式为

脉冲信号转动 1 个固定角度，即步距角。为实现准确
定位，通过改变提供给步进电机的脉冲数来控制角位
移量；而为实现调速，可以改变提供给步进电机的脉
冲频率来调节其转动角速度和角加速度。因此，步进
电机具有定位精度高、调速范围宽、
动态力矩大、控制
简单等显著特点[12]。由于步进电机的输入是矩形脉冲
序列，为数字量，故适合用数字控制电路控制。步进电
机输出转角与输入脉冲信号成线性关系，且输出角位
移无累积误差，所以航空发动机数控系统燃油计量装
置可采用步进电机作为驱动与控制元件[13]。

Q2=CdA 姨2驻P/籽 =CdA 姨2（P1-P2）/籽

（5）

式中：Q2 为燃油质量流量，
g/s；Cd 为流量系数；A 为计

量活门节流口开口面积，m2；
籽 为燃油密度，kg/m3；
驻P
为计量前后压差，Pa。

4 AMESim 建模
为获得该装置面向工程应用的 AMESim 模型，首
先解决模型库中缺乏步进电机模型问题。
4 相反应式步进电机有 5 个端口，其中 4 个端口
分别为 A、B、
C、
D 4 相，各相为电压输入，另一端口为
输出角度及角速度。各端口外部变量设置见表 1。

3 数学模型

对应 4 相电压，
设置内部变量 4 相电流，
见表 2。

该系统分为步进电机和燃油计量装置 2 部分，系

根据步进电机数学模型，设置实型参数，
见表 3。
在 AMESet 环境下设定了对应的参数及变量后，

统的稳态、
动态性能主要由这 2 部分决定。
其中，步进电机的数学模型由 3 个方程组成，分

PDF pdfFactory Pro

（2）

计量活门进、
出口压力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
等压

燃油管路
机械传动
信号传递

发动机输出转速

k=1

2

2
Te=J d 兹2 +B d兹 +T1
dt
dt

1 数控燃油计量装置组成
燃油计量装置是燃油量自动控制的执行机构。本

m

移i

（1）

根据上文的步进电机数学模型，编写基于 C 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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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端口外部变量设置
Port 2

Port 1

Field

Port 2

Port 3

Port 4

Port 5

basic

basic

basic

Variable 1 Variable 2
basic

explicit

explicit

variable

variable

variable variable variable variable

Unit

V

rad

rad/s

V

V

V

Variable name

U1

theta

W

U2

U3

U4

—

dtheta

dw

—

—

—

Type

Variable
derivative name

（a）计量活门

表 2 内部变量设置
Field

Internal

Internal

Internal

Internal

Variable1

Variable2

Variable3

Variable4

explicit

explicit

explicit

explicit

Type

variable

variable

variable

variable

Unit

A

A

A

A

Variable name

I1

I2

I3

I4

Variable derivative name

dI1

dI2

dI3

dI4

Dimension

1

1

1

1

（b）压差活门

表 3 实型参数设置
Real
Field

Real

Real

Real

Real

Real

Real

parameter1 parameter2 parameter3 parameter4 parameter5 parameter6 parameter7

Variable name

L0

L1

B

J

T1

Unit

H

H

N·m·s

kg·m

N·m

Default value

0.006

0.004

0.0001

0.00015

0

2

R

Nr

3

Null

（c）增压活门

28

图 3 其它主要元件模型
压差活门

运行程序，最终生成步进
电机的图形化封装模型，
如图 2 所示。
燃油计量装置液压

计量活门

执行机构由计量活门、等
增压活门

压差活门和增压活门组
成，
AMESim 分 别 如 图 3
所示。

图 2 开发的步进电机
AMESim 模型

应用开发的步进电机图形化模型，对步进电机控
制的燃油计量装置建立 AMESim 模型，如图 4 所示。

5 系统性能仿真

计量活门开度(即位移)响应与输入的位移控制信号近
乎一致。图 5 中的曲线表明，步进电机驱动燃油计量
装置的计量活门开度响应具有良好的动态及稳态特
性，
响应时间短，且无超调。
5.2 计量活门压差
压差活门的阀芯位移如图 6(a)所示；压差活门

5.1 计量活门开度
系统指令信号与计量活门实际开度的对比如图

前、
后压力 P1、P2 及压差 P1-P2 的仿真曲线如图 6(b)所
示。当结构参数一定时，压差大小仅与压差活门调定

5 所示。
因步进电机具有响应速度快、无超调以及控制简
单等优点，在阶跃信号以及频率较低的正弦信号下，

PDF pdfFactory Pro

图 4 燃油计量装置的 AMESim 模型

弹簧的压缩量有关。要使压差不变，就要使调定弹簧
的压缩量基本不变，即等压差活门的位移尽可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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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进、出口压力的波动又必须通过等压差活门的阀芯

8
Input signal
Displacement of metering spool

7

位移变化来调整回油量从而确保压差基本不变，因此

6

压差实际只能保证基本不变，或变化对燃油量影响可

5

忽略不计。

4
3

从图 6(a)中可见，在输入信号下，当供油压力发

2

生正阶跃变化时，计量活门开度变化使进口压力变

1

化，压差活门阀芯相对移动，调整回油量，从而相应使

0

4

2

6
Time/s

8

10

12

活门阀芯停止上移，压差保持在设定范围内 （图 6

（a）阶跃位移指令

（b）），说明本文所建等压差活门模型能描述其工作原

Input signal
Displacement of metering spool

1.0

压差减小。当二者压差再次与弹簧力平衡时，等压差

理与过程，仿真结果可靠。
从图 6(b)中可见，最小压差约为 0.19 MPa，最大

0.5

压差约为 0.24 MPa，压差基本保持在 0.22 MPa 左右，
与该计量装置产品出厂报告一致。以上结果表明，压

0

差活门可以保持 1 个相对稳定的计量活门前后压差。

-0.5

5.3 燃油流量仿真
燃油流量仿真结果与装置的设计参考点对比如

-1.0
0

0.5

1.0
Time/s

1.5

2.0

图 7 所示。
6

（b）正弦位移指令
图 5 指令信号和计量活门位移

仿真结果
设计点

5
4

1.5

3
1.0
2
0.5

1

0

0

2

3
4
area/mm2

5

6

7

图 7 仿真结果与设计参考点对比

-0.5
0

1

2

4

6
Time/s

8

10

12

厂测试参考点的偏差在 5%以内，满足燃油控制精度

（a）阀芯位移
4.0

要求。个别小开度时的燃油量偏差较大，主要原因是

P1
P2
驻P

3.5
3.0

从图 7 中可见，
基于该模型的仿真结果与产品出

设计参考值的测量偏差或计量活门在小开度时实际
开口面积和阀芯位移的非线性关系等。

2.5

理论上，在压差恒定情况下燃油流量与计量活门

2.0

的开口面积成正比。实际因等压差活门位移引起压差

1.5

的微小变化、
燃油泄漏等影响以及开口面积与位移的

1.0

关系等因素，
燃油流量与计量活门的开口面积并非严

0.5
0

格成正比。
2

4

6
Time/s

8

（b）前、后压力及压差
图 6 等压差活门性能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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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通过对步进电机驱动的数控燃油计量装置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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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仿真，
得到如下结论：

trol system and digital engine controller for US Navy LM2500 engines

（1）在 AMESet 环境下开发的步进电机图形化模
型，可准确描述步进电机自身的工作过程，且具有良
好的动态及稳态特性；

[J].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International Gas Turbine Institute, Turbo Expo (Publication) IGTI，
2002（2B）：
1035-1039.
[8] 徐敏，王曦，曾德堂，等. 现代航空发动机液压机械控制器仿真研究
[J]. 航空动力学报，2009，
24（12）：
2808-2813.

（2）本文开发的电机模型用于整个装置面向对象
的建模与仿真，相比于 AMESim/Matlab 联合仿真而
言，
具有方便、
适用，精度高等优点；
（3）燃油计量装置的 AMESim 建模与仿真可用于
分析系统性能，查看各控制部件的运动参数，为高性

XYU Min，
WANG Xi，
ZENG Detang，
et al. Simulation on hydromechanical controller of modern aeroengine

[J].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
2009，
24（12）：
2808-2813.（in Chinese）
[9] 李阔，
郭迎清. AMESim 仿真技术在航空动力控制系统中的应用[J].
计算机仿真，
2009, 26（1）: 107-110.
LI Kuo, GUO Yingqing. Application of AMESim in aero-power plant
aystem[J]. Computer Simulation，
2009, 26（1）: 107-110.（in Chinese）

能设计与优化提供有效手段。

[10] 任新宇，王建礼，赵小龙. 基于 AMESim 的涡扇发动机控制系统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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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权限数字电子控制器雷电试验方法研究
孔祥明，邵志江，
顾颖慧
（中航工业动力控制系统研究所，江苏无锡 214063）
摘要：在分析机载设备雷电感应敏感度试验相关标准的基础上，对全权限数字电子控制器雷电间接效应试验方法进行研究。
对雷电间接效应耦合方式进行了分类，并以某型全权限数字电子控制器为例，介绍了数字电子控制器雷电感应瞬态敏感度试验波
形组、试验电平选择方法及试验过程。并对空客和波音公司机载设备雷电感应瞬态敏感度试验方法做了初步介绍。研究成果可供制
定机载设备雷电防护要求及试验方案时参考。
关键词：全权限数字电子控制系统；雷电感应瞬态敏感度；雷电间接效应；机载设备；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 6.5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6.05.005

Lightning Test Methods for FADEC
KONG Xiang-ming, SHAO Zhi-jiang, GU Ying-hui
渊AVIC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 Wuxi Jiangsu 214063,China冤
Abstract: The test methods of the indirect effects of lightning test for FADEC were analyzed based on lightning induced transient

susceptibility for airborne equipment relevant standards. The indirect effects coupling modes were classified. The choose method of test
waveforms and test levels was also proposed. The test procedure, choose method of test waveforms and levels for one type FADEC were

introduced as an example. The test method for equipment level of lightning induced transient susceptibility test from Airbus and Boeing
company was preliminarily introduced. The study results will provide reference to verification requirements and test plan for airborne
equipment regarding indirect effects of lightning.

Key words: FADEC; lightning induced transient susceptibility; indirect effects of lightning; airborne equipment; aeroengine

对数控系统需特别关注在多重回击和多重脉冲

0 引言

环境影响下数据处理和控制功能易于出错。尽管屏蔽

近年来，飞机上执行飞行关键 / 重要功能的传统

和其他保护方法可以将感应的瞬变电压控制到非损

机电控制、机电指示系统逐渐被电子式飞行控制系

害的级别，但低级别的瞬变电压耦合在一起也会导致

统、电子式显示指示系统和发动机全权限数字电子控

错误的命令。在多重（回击和脉冲）环境条件下，每个

制（FADEC）系统等所替代 。当前商业运输机（如空

回击和脉冲都会产生瞬变，将改变或破坏 CPU 生成

客 A320 和波音 B747-400）在发动机控制中均使用全

的数据和命令。因此，雷电感应瞬态敏感度试验及其

权限数字电子控制系统。FADEC 系统是飞行关键系

方法研究对于发动机数控系统的安全性起着非常关

统，适航管理机构要求该系统能承受飞机受到的严酷

键的作用。

[1]

雷击的影响。因为该系统的大多数部件安装在机身内

本文对机载设备雷电感应瞬态敏感度试验标准

部，雷电间接效应是主要关注点。间接效应包括了在

进行研究，
结合全权限数字电子控制器雷电感应瞬态

FADEC 系统内部连接电缆上电磁场和框架电压变化

敏感度试验经验，可为机载设备雷电防护要求选择试

感应的电压和电流。

验波形组、试验电平等级时提供参考。

收稿日期：2016-03-08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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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插针注入试验要求

1 机载设备雷电感应瞬态敏感度试验

的试验波形由孔缝耦合产

1.1 设备级雷电间接效应试验波形及方法

生，包含试验波形 3 和 4。 波形类别

为了避免闪电间接效应导致飞机发生灾难性功
能故障，美国和欧洲等适航当局先后颁发了各类适
航条例，
如 FAR23 部、
25 部、
27 部、
29 部、
SAEARP5412、
SAE ARP5414、SAE ARP5416 等，都对飞机的闪电防
护提出了严格要求[1]。同时定义了雷电间接效应试验
典型波形：电流波形 1，电压波形 2，电压 / 电流波形
3，电压波形 4，
电流 / 电压波形 5（5A/5B），电流波形 6
（定义于 RTCA/DO-160G）[2-7]。试验方法分为插针注

波形组 B 规定的试验波形
由孔缝耦合和电阻耦合产

（孔缝耦合）

生，包含试验波形 3 和 5A。
插针注入试验要求见表 1。
电缆束试验波形选择

试验波形编号
（Voc/Isc）

插针

3/3，4/1

插针

3/3，5A/5A

B

（孔缝和电
阻耦合）

根据电缆束类型（屏蔽 / 非
屏蔽）和耦合方式的不同，定义了 8 组回击和 2 组脉
冲群波形组。电缆束试验要求见表 2。

入和电缆束试验。
1.1.1

A

试验形式

表 2 电缆束试验要求

插针注入试验

波形类别

试验形式

试验波形编号

C（非屏蔽，孔缝耦合）

单次回击

2，3

测件连接端口的插针上进行。通常施加在每根插针和

D（非屏蔽，
孔缝和电阻耦合）

单次回击

2，
3，4

地面之间，用于评估设备接口电路的绝缘耐压或损毁

E（屏蔽，
孔缝耦合）

单次回击

1，
3

F（非屏蔽，
孔缝和电阻耦合）

单次回击

3，
5A

单次回击

2，3

插针注入试验是将瞬态电压波形直接施加到被

容忍度。
1.1.2

电缆束试验

G（非屏蔽，
孔缝耦合）

电缆束试验通过电缆束感应或对地注入法向电
缆束施加瞬态电压或电流信号进行，用于验证机载设

H（非屏蔽，
孔缝和电阻耦合）

备能否承受外部雷电环境产生的内部电磁效应而不
引起功能失效或部件损坏。分为单次回击、多重回击、
多重脉冲群试验。

K（非屏蔽，
孔缝和电阻耦合）

1.2 波形选择方法
1.2.1

J（屏蔽，
孔缝耦合）

雷电间接效应耦合方式

在飞机遭受雷击时，飞机内部的电子设备以及

多重回击

2，
3

单次回击

2，
3，
4

多重回击

2，
3，4

单次回击

1，
3

多重回击

1，3

单次回击

3，
5A

多重回击

3，
5A

L

多重脉冲群

3

M

多重脉冲群

6

系统的互联电缆上感应出复杂的瞬 态电压以及电
流，其波形跟飞机的特性有关，如飞机结构、机身材

1.3 试验电平等级的选择方法

料、机身的孔缝位置、线缆的辐射路径，线缆的屏蔽

雷电间接效应试验电平等级主要由设备安装的

特性、电路特性等。主要定义了孔缝耦合和电阻耦

位置及互连电缆的预期暴露程度决定。分为 5 个等级
（定义于 RTCA/DO-160G）[3-7]。

合 2 种耦合方式。
孔缝耦合：机外瞬态电磁场穿过驾驶舱风挡、窗

1.3.1

等级 1

户、口盖缝隙、非金属蒙皮及雷达罩等缝隙进入飞机

当设备及其相关电缆或者其他通过电气线连接

内部，由内部安装的设备线缆感应瞬态电压及电流。

到该设备的组件，完全位于飞机中暴露于受保护良好

电阻耦合：闪电电流流过机体结构，在机内电气

的雷电电压瞬变的区域时，使用等级 1。定义这些区

电路 2 端产生结构内阻电压，对于金属结构，结构内

域为电磁屏蔽的区域。

阻电压值很小；而对于碳纤维等复合材料结构，结构

1.3.2

内阻电压值很大，
从而导致机内设备线束及导线上感

等级 2
当设备及其相关电缆或者其他通过电气线连接

应的瞬态电压幅值很大。

到该设备的组件，完全位于飞机中暴露于受保护不完

1.2.2

全的雷电电压瞬变的区域时，使用等级 2。定义这些

试验波形选择方法

插针注入试验波形选择根据耦合方式的不同，定

区域为金属性材料或者复合材料飞机结构的内部，结

义了 2 组波形，分别为波形组 A 和 B。波形组 A 规定

构的屏蔽性能与金属飞机结构相同，
并且采取措施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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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雷电对电气线的耦合。

需与飞机设计单位协调，原则上由主机根据电子控制

这些区域的电线束穿过舱壁，其屏蔽接到舱壁连

器及其连接设备的安装位置给出试验要求和试验判

接器上。当一些电线在这些区域结束，对这些电线使

据。如主机单位不清楚，可以和雷电测试实验室先确

用更高的等级（等级 3 或 4）或提供更多的防护。靠近

定一下要做的波形以及等级，
再让主机单位会签。合

地平面安装电线束，以利用金属结构自身的屏蔽性。

格判据可参照 2 大原则：
（1）硬件是否损坏；
（2）软件

载流导体（比如液压管，控制电缆，金属电线槽等）要

允许跳动，但能在雷击后恢复，
且对飞机影响不大。

电气接地到所有舱壁。

2.3 某型电子控制器试验波形及等级的确定

1.3.3

等级 3

某型飞机 FADEC 系统大部分组件处于飞机内

当设备及其相关电缆或者其它通过电气线连接

部，特别是电子控制器位于隔离舱内部，控制器处于

到该设备的组件，
完全位于飞机中暴露于适度的雷电

局部保护的电磁环境中，根据标准要求，试验电平等

电压瞬变的区域时，使用等级 3。定义这些区域为金

级应设为 2 级。考虑到 FADEC 属于飞机的关键系

属飞机结构的内部或者屏蔽性能和金属材料相同的

统，部分电缆连接结束在电子控制器，如出现故障需

复合材料飞机结构的内部。这些区域的例子有未使用
隔离舱壁的电子设备舱、
驾驶员座舱区域和有大的电
磁缝隙(比如没有 EMI 密封垫的门 \ 窗 \ 控制板等)的
位置。这些区域的载流导体（比如液压管，控制电缆，
电缆束，金属电线槽等）不一定电气接地到舱壁。当少
量的电线结束于这些区域，
对这些电线使用更高的等

尽快妥善处理等原因，试验电平等级升级为等级 3。
根据飞机安装要求，
雷电电磁场同时存在孔缝耦合和
电阻耦合，因此插针注入波形为 3 和 5A。考虑到连接
电缆全是屏蔽电缆，最终确定波形组为 B、K、
L，试验
电平等级为等级 3。

级（等级 4 或 5）或提供更多的防护。

3 数字电子控制器雷电感应瞬态敏感度试验

1.3.4

程序

等级 4

当设备及其相关电缆或者其它通过电气线连接到
该设备的组件,

当其位于飞机中暴露于严重的雷电

电压瞬变的区域时，
使用等级 4。定义这些区域为机身
外（比如机翼、
整流罩，
轮胎凹槽，
外挂架，
操纵面等）。
1.3.5

等级 5
当设备及其相关电缆或者其它通过电气线连接

到该设备的组件，
位于飞机中暴露于非常严重的雷电
电压瞬变的区域时，使用等级 5。FAA 定义这些区域
为：采用不良屏蔽性能复合材料的屏蔽的区域；不能
保证结构焊接情况良好的区域；其他几乎没有屏蔽的
开放区域；
广泛的安装区域。

3.1 插针注入
3.1.1

信号发生器校准
插针注入校准配置如图 1 所示。步骤如下：

（1）调节瞬态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使校准点上获
得开路电压 Voc 的波形参数满足对应的要求；
（2）记录波形参数、
电平、极性和信号发生器的设
置，
使试验期间能复现该电应力；
（3）以记录的信号发生器的设置，测量短路电流
Isc，验证 Isc 的电平在规定的容差范围内；
（4）记录 Isc 的波形参数、电平和极性。
电压

2 电子控制器雷电感应瞬态敏感度试验波形

示波器

及等级的确定

电流
电压探头

2.1 试验要求

电流探头

输出

lsc

电子控制器属于设备级，在飞机内部，不会遭受

Voc

雷直击，所以只需按适航标准要求针对感应雷进行试

脉冲源输出线

瞬态脉冲源
回线

验，包含插针注入和电缆束注入。如需考虑雷电感应
接地平板

敏感度试验对整个数控系统的影响，可针对数控系统

图 1 插针直接注入法校准配置

做系统级试验。
2.2 试验波形及等级的确定

3.1.2

电子控制器具体试验波形及试验电平等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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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尽量短的低电感导线把校准点连接到指定

3.2.2

电缆束感应试验步骤
电缆束感应试验配置如图 4 所示。步骤如下：

的电子控制器插针；

（1）按图 4 配置电子控制器、辅助设备和互连电

（2）给电子控制器供电；
（3）以校准时记录的信号发生器的设置，对选定

缆，
把注入探头套在受试电缆束上；

的插针施加 10 个脉冲信号。同时监测每个脉冲信号

（2）把电压探头和电流监测探头连接到示波器；

波形有无非预期变化，每 2 个信号之间的时间间隔为

（3）给电子控制器供电并设置为所选工作模式；

20 s；

（4）施加瞬态脉冲信号时，逐渐增加信号发生器
的输出，直到规定的试验电平或极限电平达到为止；

（4）对每根插针重复步骤（3）；
（5）反转瞬态信号发生器的输出极性，重新进行

（5）在单次回击时，
以步骤（4）确立的信号发生器
设置，施加 10 个瞬态信号，
同时监测电子控制器工作

步骤（1）～（4）；
（6）确定电子控制器的性能是否符合要求。

性能。每 2 次瞬态信号之间的时间间隔为 20 s；
（6）在多重回击时，
以步骤（4）确立的信号发生器

电压
电流

校准点

电压探头

性能。每 2 次瞬态信号之间的时间间隔为 20 s；

电流探头

信号插针
电源插件

电路

设置，施加 10 个瞬态信号，
同时监测电子控制器工作

示波器

≤5 cm
电子控制器

（7）在多重脉冲群时，以步骤（4）确立的信号发生

输出

瞬态阻断器件

脉冲源输出线

瞬态脉冲源

电源

min，
同时监测电子控制器工作性能；

回线

（8）对于需要考核的电子控制器的每个工作模式，

接地平板

重复步骤（4）～（7）；

图 2 插针直接注入法测试配置

（9）反转瞬态信号发生器的输出极性，重新进行

3.2 电缆束试验
3.2.1

器设置，每隔 3 s 施加 1 次多重脉冲群，连续施加 5

步骤（2）～（8）；

瞬态信号发生器性能确认

（10）对每根受试电缆，
重复步骤（2）～（9）；

电缆束试验采用感应试验法，瞬态信号发生器性
能确认配置如图 3 所示。步骤如下：

（11）对于每种需要施加的波形，重新确认信号发
生器性能，并重复步骤（2）～（10）；

（1）把瞬态信号发生器连接到注入探头的初级输

（12）确定电子控制器的性能是否符合要求。

入端；
（2）记录每个信号发生器指定试验电平的校准环
电流监测探头
2# 电缆束
5 ~ 15 cm
1m

开路电压以及短路电流波形参数；
（3）对于多重回击和多重脉冲群试验，还要验证

LISN

脉冲图样和时间间隔是否满足要求。
确认信号发生器所有波形满足要求后继续试验。

瞬态脉冲源

示波器
V

电源回线
在本地接地

I

校准环

探头

电子
控制器

5 ~ 50 cm

瞬态
脉冲源
1# 电缆束

注入探头

辅助
设备

最小 28，000 滋F
接地平板
接地平板 LISN
LISN
直流电源输入
LISN
电源回线在本地接 接地平板
10 滋F
10
滋F
10
滋F
地的直流电源输入配
高位线 回线
高位线 回线
最小 28,000 滋F
置
交流电源输入
交流 电源输入
直流电源输入
电源回线不
电源回 线 不
电源回线
在本地接地的
在 本 地接 地 的
在本地接地
交流电源输入
直流电源 输 入
的交流电源
配置
配置
输入配置

图 4 电缆感应测试试验配置

监测环
注入探头

示波器
v
监测环
探头

电流监测探头

4 国外航空公司复合材料飞机机载设备雷电
感应瞬态敏感度试验方法

开路环

参考了空客公司内部文件 《供应商通用要求》提

短路环

图 3 电缆感应试验瞬态信号发生器性能确认配置

到的关于设备雷电间接效应测试要求及波音公司《复
合材料飞机电磁干扰控制要求》中关于设备雷电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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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空客公司 A、B、C 产品类波形 5A 插针注入要求

瞬态敏感度测试要求。
4.1 插针注入
4.1.1

与标准通用方法主要差异
参考了空客公司及波音公司与通用试验方法差

异。总结如下：
（1）2 家公司都明确要求需考虑负载阻抗特性对
试验结果的影响，
空客公司要求插针注入测试时需分
别串联最小和最大负载阻抗进行测试，波音公司要求
可串联负载阻抗进行测试确定符合性；
（2）对于部分需要进行雷电隔离的设备，
测试时需
要确认插针在 10 kHz 以下对外壳阻抗大于 100 Ω；
（3）空客公司要求插针注入试验必须进行共模和
差模，具体方法如图 5 所示。

回线

内部参考地

表 4 波音公司雷电测试等级

图 5 空客公司共模、差模插针注入试验

4.1.2

试验电平等级

在空客公司内部有专用的产品分类，针对不同试
验波形和互连设备安装位置及产品类别，定义了不同
的测试电平要求，A、B、C 产品类波形 5A 插针注入要
求见表 3。空客公司要求做波形 2、3 和 5A。波音公司
定义的测试等级（见表 4）只跟线缆的安装位置有关，
且只要求做波形 5A。
4.2 电缆束试验
4.2.1

与标准通用方法主要差异
空客和波音公司要求断开所有屏蔽电缆的屏蔽

层后进行试验，如图 6 所示。空客公司还要求进行差

注入探头距监测探头 5~50 cm，监测探头距离被测件

模和共模注入试验，如图 7 所示。空客公司试验按照

5~15 cm。

标准 RTCA/DO-160 进行。波音公司要求注入探头距

4.2.2

被测件 15 cm，监测探头距被测件 7.5 cm。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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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WM 控制算法的 Matlab 仿真和失真度分析
余乐咏，张小妍，范

明，季国林

（中航工业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研究所，江苏无锡 214063）
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数字电子控制器的实时性和高性能要求，需保证数控系统中的传感器激励信号的高精度和低失真度，
使传感器提供更准确地反馈信号以参与航空发动机数控系统的控制。基于数字电子控制器的硬件实现，分析和总结了在航空发动
机数控系统中常见的传感器激励信号的发生方法，计算出了几种方法中对应的开启和关闭时间，并指出了各种方法的优缺点。最后
提出了 1 种在硬件实现前的准确、可行的针对 SPWM 激励波形的仿真方法。详细描述了利用 SPWM 技术发生正弦信号的基本原理和
几种常用方法中正弦信号的实际输出值对于理想输出值的逼近方法，并着重阐述了利用 Matlab 数学工具仿真生成 SPWM 信号及计
算其失真度的方法，最后得出各种方法的实际输出效果。
关键词：正弦波脉冲宽度调制；可编程逻辑门阵列；Matlab；谐波失真度；数字电子控制器；数控系统；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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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atlab Simulation and THD Analysis for SPWM Control Algorithm
YU Le-yong, ZHANG Xiao-yan, FAN Ming, JI Guo-lin
渊AVIC Aviation Motor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 Wuxi Nanjing 214063 China冤
Abstract: For the real time and high performance requirement of aeroengine digital control system, the output of the high precise and

low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THD) excitation signal of the transducer should be guaranteed to more accurately provide signal acquisition
for the control of aeroengine digital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the hardware realization of digital electronic controller analysis, several

common relevant solutions of the transducer excitation in the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of aeroengine digital control system were summarized.

The opening time and the turn-off time were calculated and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very method were performed. Finally, an

accurate and feasible simulation method for the SPWM excitation waveform was proposed before the hardware implementation. It described

the basic principles in the generation of SPWM in details and the approximate calculation method of the actual output value of the sine
signal in methods which described above for the ideal output value, and emphatically expounded the Matlab simulation, THD calculation
and the actual output effect by using mathematical tool of Matlab.

Key words: SPWM曰FPGA曰Matlab曰THD曰digital controller曰digital control system曰aeroengine

本文介绍了 SPWM 的工作原理以及一些常用的

0 引言

SPWM 波发生方法，并给出开启和关断时间的计算

正弦波脉冲宽度调制（SPWM）技术不仅在交流

方法。此外，鉴于 Matlab 中的动态仿真工具 Simulink

电机变频调速和直流电源逆变等场合有着广泛应用，

可提供强大的计算分析和仿真功能 [2]，详述了具体的

还经常用在对航空发动机传感器成附件的激励信号

Simulink 仿真实现方法，并且通过仿真得出各方案的

[1]

发生上 。特别是在小信号的处理电路中，
常利用逻辑
处理单元完成 SPWM 激励信号发生，并且在信号调
理后通过高速 AD 采集给逻辑处理单元进行分析和
监视。

失真度。

1 原理
脉冲宽度调制技术（PWM），是指以面积等效原

收稿日期：2016-03-01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余乐咏（1985），男，硕士，工程师，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数字电子控制器电子硬件研发工作；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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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为基础理论，通过对一系列的宽度调制发生所要求

继续与频率控制字进行加法。由此，在单位时间内便

的波形的技术。而正弦脉宽调制技术（SPWM）则是将

可以产生周期性变化的固定增 益，将其作为 波形

每个周期内的多个脉冲作自然或规则的宽度调制，使

ROM 的取样地址，经查表便可在其输出端得到给定

其依次调制出相当于正弦函数值的相位角和面积等

时间上的储存 SPWM 波形的脉宽值。最后经过滤波

效于正弦波的脉冲序列，
最后形成等幅不等宽的正弦

环节得到所需波形。

[2]

化波形输出 。通过改变 PWM 输出的脉冲宽度，
使得
输出电压的平均值可以无限逼近正弦波，在对传感器
发生激励信号时多有应用。
当 SPWM 波的载波比有限提高时，其正弦量面
积平均值的理论精度就会越高，
谐波分量和输出波形
的失真程度将随之减小，
但过大的载波比也意味着极
高的开关频率，随之带来的是开关管高功率损耗，甚
图 1 SPWM 波形合成和发生硬件

至无法满足过高的开关频率。因此，载波比的选择要
因需权衡而选择。

产生 SPWM 波形的算法是多种多样的，比较传
统的方法有自然采样法、等效面积法和规则采样法

2 硬件实现及常用算法
随着计算机及芯片技术的发展，在航空领域对传
感器成附件的控制要求也越来越高。如何更简单、实
时性更好地完成对传感器的激励成为深入研究的方
向。正弦脉宽调制的实现是基于冲量等效定理，即大
小和波形不相同的脉冲变量作用于惯性系统时，只要
其冲量即变量对时间的积分相等，其作用效果基本相
同[3-5]。若将 1 个带有偏置的正弦波分成 N 等分，每 1
等分所形成的面积都可以用 1 个与其面积相等的等
幅值矩形脉冲代替。其中，该矩形脉冲的中点与对应

等。下面将详述在 SPWM 技术中常用的几种方法。
2.1 自然采样法
由 SPWM 技术的基本原理可知，在正弦波和三
角波的自然交点时刻控制功率开关器件通断的生成
SPWM 波形方法称为自然采样法[3]。
自然采样法原理如图 2 所示。自然采样法根据正
弦波与三角波的交点确定脉冲宽度。在不同相位角下，
正弦波的幅值并不相同，且与三角波相交所得到的脉
冲宽度也不同。此外，当正弦波频率变化或幅值变化
时，
各脉冲的宽度也相应变化。要准确生成 SPWM 波

的正弦波等分部分的中点重合，
得到 1 组按正弦规律

形，
就应准确地算出正弦波和三角波的交点。但交点的

变化的脉冲宽度序列，即为 SPWM 波形。因此可以通

求解涉及到多次三角函数的计算和迭代，
计算量较大。

过实时或者离线的方式，
计算出各等分值并存储在波

而自然采样法实现简单、
实时性好，但其参数漂移大、

形 ROM 中，利用单位时间产生周期性变化的固定增

集成度低和设计不灵活，故更适合模拟电路来实现。

益的特性，
经查表后在输出端得到所需波形。根据采
样控制定理可以指出，脉冲频率越高，SPWM 波形越
接近正弦波。
目前，由于 FPGA（可编程逻辑门阵列）具有可靠
性高、功耗低、
设计灵活等特点，
常用于传感器的控制
和信号处理时 SPWM 激励信号的发生。利用 FPGA
实现 SPWM 波形合成和发生的硬件如图 1 所示。通
过以上分析得出，可以将通过各种算法计算出的 SPWM 波形的开启和关断时间或者等效等分的冲量数
值形成可查数表存于存储 Rom 中，当每个时钟脉冲
来临时，在频率控制字和加法器的作用下，把累加结
果送至寄存器的输入端，
以便下一时钟脉冲可以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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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等效面积法

到的阶梯波与三角波的交点时刻控制开关器件的通

等效面积法根据冲量相等而形状不同的脉冲加

断，从而实现 SPWM 波形的方法 [3-4]。原理如图 4 所

在具有惯性的环节上时效果基本相同的原理，按面积

示。从图中可见，当三角载波只在其波谷（或波峰）位

相等的原则构成与正弦等效的一系列等幅不等宽的

置对正弦波进行采样时，由阶梯波与三角波的交点所

矩形脉冲波形[5]。根据已知数据和正弦数值依次算出

确定的脉宽在 1 个载波周期（即采样周期）内的位置

每个脉冲的宽度即可通过查表的方式实时控制。

是对称的。其具体算法是以三角波对称轴与正弦波的

等效面积法原理如图 3 所示，将 1 个周期的正弦
函数波形均分为 N等份，则 N 即为载波比。

交点做 1 条平行线，
而平行线与三角波 2 边的交点即
为 SPWM 波形的开启和关断时间。设三角载波的幅
值为 1，正弦调制波的幅值为 A ，则调制比即为 A ，则
A 为调制比（A ∈[0，1]），且 A 越大，输出的 SPWM 波
形的幅值越高。

图 3 等效面积法原理

则可得
s k=A

乙

（k+1）仔
N
kx
N

图 4 规则采样法原理

sin兹d兹

=A [ cos k仔 - cos（k+1）仔 ]=啄
N
N
ton= k仔 + 1
N 2

扇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墒

蓸

蔀

由相似定理可知

仔 -啄 （2k+1）仔 啄
=
N
2N
2

toff=ton+啄=（2k+1）仔 啄
2N
2

扇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墒设

（1）

1+A sin

Tn -t
d
2

得到

蓸

2仔k
td= To - To A sin
N
4
4

由于以上方法不利于硬件实现，可以进一步通过
多时，
等分点处的幅值可以近似等于冲量面积。而每个

To
4

（3）

tCD=To-2td

（2）

近似逼近的方法改进其实现方法，即当 N 等分值足够

蓸 2仔k
N 蔀= 1

则

蔀

ton=kTo+ To - To A sin（ 2仔k ）
4 4
N

扇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墒设

冲量面积都可以通过一系列等幅而不等宽的矩形脉冲
所构成的波形与正弦半波等效[6]。这样可以通过一系列

toff=kTo+ 3To - To A sin（ 2仔k ）
N
4
4

相同数目的点描述出等分点处的幅值，得出所需的脉

（4）

（5）

宽调制波形。该方法实现简单，
形成的 SPWM 波能较

该方法简化了迭代计算，但由于 SPWM 波与正

好地逼近正弦波形，失真度较小。在后续介绍 Matlab

弦波的逼近仍存在较大误差，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引起

仿真分析时，
将详述此改进方法的实现过程。

较大谐波失真。

2.3 规则采样法

2.4 不对称规则采样法

规则采样法是利用三角波对正弦波进行采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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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峰值和负峰值点处，分别对正弦调制波进行采样，

波进行采样，
如图 6 所示。然后延长与时间轴平行的

并以延长后与三角波的交点确定 SPWM 脉冲波的起

线，
与三角载波交于 C、
D 点和 E、F 点。从而确定出高

始时间和关断时间

。原理如图 5 所示。由于三角载

电平脉冲的起始时间和关断时间，以及对应的高、低

波的频率应该远大于正弦调制波的频率，因此认为在

电平脉宽。从图中可见，采样点的水平延长线与三角

1 个三角波周期小区间内，正弦调制波为单调函数。

载波的交点分别处于正弦调制波的两侧，因此与不对

[5-6]

称采样法相比，利用峰值型采样法所得的 SPWM 高
电平脉宽更接近于 SPWM 波，使得谐波分量更小[4]。

图 5 不对称规则采样法原理

由相似定理可知
扇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墒

图 6 峰值型采样法原理

1-A sin（ 2仔k ）
N
= 1
tAC
To /4
A sin

蓘 2仔（k+1）
蓡=
N
td

得出

由相似定理可知

1
To /4

蓸

蔀

2仔k
tAC= To - To A sin
N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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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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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To A sin
4

则

蓘 2仔（k+1）
蓡
N
蓸

2仔k
ton=kTo+ To - To A sin
N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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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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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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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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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蔀

（7）

蓡

2仔（k-1）
toff=kTo+ 2To + To A sin
N
4
4

（8）

由图 5 可知，不对称规则采样法在三角载波的正
近具有较高精度，
较对称规则采样也更接近于自然采
2.5 峰值型采样法
在不对称规则采样法的基础上，可进一步逼近正
弦函数，
使采样相交点更接近自然采样的交点。即在
每个三角载波周期的正峰值上 A 、B 点处对正弦调制

www.fineprint.cn

To
4

To -t
A'D'
4
2仔k
A sin
N

To
= 4
1

蓸 蔀
2仔（k+1）
A sin 蓘
蓡= 1
N
tPE'

（9）

To
4

To -t
B'F'
4
2仔（k+1）
A sin
N

蓘

蓡

To
4
1

蓸 2仔k
N 蔀
2仔k
= T - T A sin 蓸
N 蔀
4
4
2仔（k+1）
= T A sin 蓘
蓡
N
4
2仔（k+1）
= T - T A sin 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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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4
4

tOC'= To A si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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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D'

样，谐波失真度 THD 也更小。

蓸 2仔k
N 蔀= 1
tOC'

得出

负峰值处同时采样，形成的 SPWM 波对正弦波的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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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蓸

2仔k
tC=- To + To A sin
N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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蓸

2仔k
tD= To - To A sin
N
4 4

蔀

end

蔀

outdata1 = reshape(outdata',1,N*M);
将以上计算得出的 SPWM 波序列通过 RC 低通
滤波环节得到所需的正弦波，即

蓘
蓡
2仔（k+1）
A sin 蓘
蓡
N

tF= 5To - To
4
4

即

R=10e3;C=0.33e-6;j=sqrt(-1);

（11）

2仔（k+1）
tE= 2To + To A sin
N
4
4

f1=Fs*(0:262144-1)/262144;
xn_jw=fft(outdata1,262144);
hw = 1./(j*2*pi*f1*R*C+1);
yn_jw = hw.*xn_jw;

ton=tE-tD=kTo+ To + To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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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n

yn = real(ifft(yn_jw,262144));

蓘 2仔（k+1）
蓡 + T4 A sin 蓸 2仔k
N
N 蔀
o

蓸

2仔k
toff=tD-tC=kTo+ To - To A sin
N
2
2

3 Matlab 仿真

在 Simulink 中创建 1 个.mdl 文件并添加 Power（12）

蔀

GUI 和 Scope 模块。在 Scope 模块中的
“Data History”
选
项里勾选“Save data to workspace”
，便可以在“Variable
name”
里设置变量名称 ScopeData。在
“Format”中选择
“Structure with time”
后点击运行，便可以在 Workspace
里看到变量 ScopeData。然后在 ScopeData 的 time 和

根据以上几种 SPWM 实现方法，可以利用 Matlab 及其 Simulink 工具建立仿真模型，利用这些实现
方法中的开启和关断时间形成仿真波形数据，通过
PowerGUI 工具对仿真波形数据进行 FFT 分析。下面

values(位于 signal 里)结构体赋值为导入的时间轴序列
和正弦波数据序列，就可以在“Powergui FFT Analysis
Tool”
工具的“Structure”
里面选择变量 ScopeData 并分
析波形数据的失真度 THD，
如图 7 所示。

以等效面积法为例，在 M 文件中完成频率为 3000 Hz
的正弦波。设其采样频率为 384000 Hz，采样点数为
1024，并通过 256 个时间点所构成的矩形脉冲波形近
似逼近等分后的正弦波面积，Matlab 程序如下
f = 3000; Fs = 384000;

N = 1024; M = 256;
t = [0:1:N-1]/Fs;

indata = 128+127*sin(2*pi*f*t);
for i = 1:1:N/(Fs/f)
for j = 1:1:Fs/f
for k = 1:1:M

图 7 Matlab 工具仿真

if indata((i-1)*(Fs/f)+j)>0

利用同样的方法将上述几种 SPWM 波形算法形

outdata((i-1)*(Fs/f)+j,k) = 1;
indata ((i-1)* (Fs/f)+j) = indata ((i-1)* (Fs/f)
+j) - 1;

成的数据导入 Matlab 中，通过仿真分析得到的分析
结果见表 1。
表 1 SPWM 仿真波形失真度计算结果

else
outdata((i-1)*(Fs/f)+j,k) = 0;
end
end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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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SPWM 波形算法

THD/%

1

等效面积法

2.86

2

规则采样法

1.17

3

不对称规则采样法

0.62

4

峰值型采样法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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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分级燃烧的高性能燃油分配器的
改进设计与仿真
李

鑫 1，张

荣 2，叶志锋 1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 210016；2.中航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200241）
摘要：为了提高燃料使用效率、降低污染物排放，在已有分级燃烧燃油分配器基础上，针对航空发动机双环腔燃烧室改进设计
了 1 种高性能燃油分配器。简述了分级燃烧燃油分配器的工作原理，建立了其 AMESim 模型。根据设计要求，通过仿真验证了燃油
分配器的稳定性、分配比与输入信号的稳态关系，计算了燃油分配器输出与燃油分配计划表之间的误差，分析了燃油分配器的动态
特性以及对外部参数变化的鲁棒性,并且针对该分配器的非线性特性提出了解决办法。仿真结果表明：与文献[4]所设计的燃油分配
器相比，改进设计的燃油分配器鲁棒性更好，稳态和动态性能更优。
关键词：燃油分配器；航空发动机；AMESim 建模；性能研究
中图分类号：V233.2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6.05.007

Improved Design and Simulation of High Performance Fuel Distributor for Staged Combustion
LI Xin1, ZHANG Rong2, YE Zhi-feng1
渊1. 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
2. AVIC Commercial Aircraft Engine Co. Ltd., Shanghai 200241,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fuel efficiency and reduce pollutant emissions, a high performance fuel distributor was designed for the

engine of double annular combustor based on the existing fuel distributor of staged combustion. Working principle of the fuel distributor for
staged combustion was introduced and its model was developed with the simulation software called AMESim. According to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the stability of the fuel distributo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s distribution and input signal at steady state were verified
by simulation. The error between fuel distributor's output and the fuel allocation plan table was calculated.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uel distributor and its robustness of external parameter variations were analyzed. Moreover, a solution to the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 of

the fuel distributor was propose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fuel distributor with improved design has better robustness, better
steady state and dynamic performance compared with that in reference [4].

Key words: fuel distributor; aeroengine; AMESim model; performance research

时分配燃油。

0 引言

满足分级燃烧需求的燃油分配器，需要精确控制

在航空发动机工作时燃料燃烧不充分，产生的有

燃油流量分配比，在稳态过程中保持稳定的分配比，

害物质由飞机在高空直接排放，
对于大气的危害比地

不受供油压力和负载压力的影响，
在动态调节过程中

面设备更严重，加剧了温室效应和气候变化。利用分

响应迅速，
分配比值无明显振荡和超调。南京航空航

级燃烧原理可以使发动机在不同工作状态下充分利

天大学的唐强等[4]针对双环腔燃烧室设计了相应的燃

用燃料，从而降低污染物排放[1-3]。实现分级燃烧，需要

油分配器，
但所设计的燃油分配器的分配比受负载压

设计相应的燃烧室结构，
通过优化的燃油分配器来实

力影响较大，分配比大小不能由输入信号惟一确定，

收稿日期：2016-05-10
基金项目：航空科学基金（2012ZB52）资助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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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动态性能也不理想。本文根据相同的设计指标，重

同，从 1、2 两端流入阀 2 的油液压力不同，假设 P1＜

新对燃油分配器进行了设计。

P2，压差产生的反馈作用加于阀 2 阀芯的两端使得阀

1 燃油分配器的方案设计

芯向左移动，导致可变节流口 3 减小、4 增大，最终阀

1.1 燃油分配器原理介绍

点达到平衡。在不改变 1、2 两端输出流量的前提下，

2 阀芯在左右弹簧力和液动力的共同作用下在某一

燃油分配器主要设计指标如下:

调整了 1、
2 两输出端油液的压力，使 P1、P2 基本相

（1）燃油最小流量为 50 kg/h，最大流量为 5500
kg/h；燃油分配器进口压力小于等于 9 MPa。

等，2 个出口与入口的压力差相等，两端流量之比只
与可变节流口 1、
2 的面积有关，从而分配比由阀 1 右

（2）稳态精度不低于 3%，
动态响应时间小于 0.1 s，
无明显振荡，超调量小于 5%。

端杆输入位移量信号惟一决定。
1.2 燃油分配器的尺寸参数计算

设计要求发动机在小工况下仅预燃级供油；在中

燃油分配器工作时，入口燃油流量为 Q0，压强为

等工况和大工况下预燃级和主燃级都供油。所设计的

P0，分为 2 路经过可变节流口 1、2 从阀 1 流出，对应

燃油分配器预燃级油路常开，主燃级和预燃级之间的

的预燃级、主燃级流量分别为 Q1 和 Q2，压强分别变

燃油分配器由燃油分配活门连续控制，
通过调整输入

为 P1 和 P2。2 路燃油经阀 2 可变节流口 3、4 流出后

信号实现对燃油分配比的控制，
从而实现分级燃烧的

压强变为 P3 和 P4，最后通过固定节流口 3、
4 连接负

功能。

载 P5、P6。

基于等量分流阀阀芯能够根据压差变化动态调
整的特性和流量公式设计的高性能燃油分配器

的

[5-9]

当燃油分配器预燃级和主燃级同时供油时，根据
流量公式[10]，阀 1 右端输入位移 x1 时有如下方程

原理如图 1 所示。

P0

Q0

阀1

X1

（P0-P1）/籽
Q1=Cd1w（u
1
1-x1）姨2

（1）

（P1-P3）/籽
Q1=Cd2w（u
2
2-x2）姨2

（3）

Q2=Cd1w（u
（P0-P2）/籽
1
1+x1）姨2

（2）

（P2-P4）/籽
Q2=Cd2w（u
2
2+x2）姨2

（4）

Q1=CdA 1 姨2（P3-P5）/籽 =0.25仔CdD1 姨2（P3-P5）/籽 （5）
2

Q2=CdA 2 姨2（P4-P6）/籽 =0.25仔CdD2 姨2（P4-P6）/籽 （6）
2

可变节流口 2

可变节流口 1
P1

2kx2+K fw（P
（u2-x2）=
2
1-P3）

P2

（u2+x2）+（P2-P1）A
K f w（P
2
2-P4）

阀 1 阀芯

弹簧 K

K=Q1/Q2=（u1+x1）（u
/ 1-x1）

阀2
X2

（7）
（8）

式中：
x1 为阀 1 阀芯位移即阀 1 右端输入杆输入信
号；x2 为阀 2 阀芯位移；Cd1、Cd2 和 Cd 分别为可变节流

可变节流口 3
P3
固定节流口 3
P5

口 1 和 2、3 和 4、固定节流口 3 和 4 的节流系数；K f

可变节流口 4
P4
Q1

Q2

阀 2 阀芯
固定节流口 4
P6

为液动力刚度系数

；k 为阀 2 左右两侧的弹簧刚度

[11]

系数；A 1、A 2 分别为固定节流口 3、4 的截面积；D1、
D2
分别为固定节流口 3、4 的直径；
w1、
w2 分别为可变节

图 1 高性能燃油分配器原理

流口 1 和 2、
3 和 4 的面积梯度；u1、u2 分别为可变节

从图中可见，分配器共分 2 级阀，第 1 级阀阀 1
的右端接位移输入杆，通过该杆对阀 1 的阀芯输入位

流口 1 和 2、3 和 4 的预开口量（开口形式为矩形局部
开口）。K 为主燃级和预燃级的燃油分配比。

移，直接改变可变节流口 1、2 的开口量，使两端输出

只有预燃级供油时，Q2 为零，阀 1 阀芯位置固

流量发生变化。两端的输出流量分别通入第 2 级阀阀

定，由于弹簧刚度相对较小，阀 2 阀芯位置也基本固

2 的 2 个输入口，经过阀 2 的可变节流口 3、
4 流出，

定。此时，计算变为固定压差下燃油流经固定节流口

可变节流口 3、
4 分别接预燃级和主燃级。由于流量不

的问题，验证设计结构满足要求即可，在这里不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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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介绍。

2.2.2

基本参数设定完成后，根据上述各方程和设计要

稳态性能分析
下面分析燃油分配器的稳态特性[13-14]。

（1）供油压力的影响。取 x1=5 mm，P5 不变，入口

求，借助 Matlab 可计算出各项稳态参数。

供油压力 P0=7~10 MPa，燃油分配比 K 的变化如图 4

2 燃油分配器的 AMESim 仿真建模

所示。

2.1 燃油分配器的 AMESim 模型

4.36

根据计算得到的参数，借助 AMESim 建立的燃油
分配器的仿真模型如图 2 所示[12]。
Ch

4.32
7.0

7.5

8.0

8.5
P0/MPa

9.0

10.0

9.5

图 4 分配比 K 随供油压力 P0 变化曲线

MOT

从图中可见，在 P0 从 7 MPa 变化到 10 MPa 过程
中，燃油分配比 K 始终恒定，即 K 不受 P0 变化的影

X

M

响。在其它工作点结果相同。
Ch

Ch
Ch

（2）出口压力的影响。预燃级和主燃级出口压力

Ch

发生变化的影响机理相同，限于篇幅，本文取预燃级
出 口 压 力 P5 发 生 变 化 的 情 况 进 行 研 究 。 设 x1=5

M

p

Ch

mm，
P0 不变，P5=4.0~4.5 MPa，分配比 K、阀芯位移 x2
Ch

的变化曲线如图 5 所示。

q

图 2 燃油分配器仿真模型

-1.9
K
X2

4.34

2.2 燃油分配器的仿真结果分析
2.2.1

4.32

设计要求检验

根据设计指标中的燃油分配计划表，在设计性能
要求范围内，在 1、2 级阀同时工作的情况下，通过仿

-2.0

4.30
-2.1

4.28

真获得的预燃级和主燃级燃油分配误差如图 3 所示。
在图 3 中，横坐标 Q2 为燃油分配计划表中给出的设

4.26
4.0

计主燃级流量，曲线浊1、
浊2 为对应的仿真主燃级流量
和预燃级流量与设计指标的误差。尽管预燃级流量误

4.1

4.2

P5/MPa

4.3

4.4

-2.2
4.5

图 5 分配比 K、阀芯位移 x2 随出口压力 P5 变化曲线

差相对大一些，但二者的误差都小于 2.3%，符合稳态
从图中可见，随着预燃级出口压力 P5 的变化，通

精度的要求。

过阀芯位移 x2 的自动调节，燃油分配比 K 始终保持

浊1

2.5

恒定。其它工作点结果相同，相对文献[4]，该燃油分配

浊2

器优势显著。

2.0

（3）燃油分配比与输入信号的关系。P0、P5、
P6 不

1.5

变，输入位移信号 x1=0~6 mm，分配比 K 的变化曲线

1.0

如图 6 所示。
从图中可见，分配比 K 随着 x1 的增大而增大，这

0.5

说明分配器可以根据输入杆的位移有效地控制燃油
0

20

30

40
Q2 （L/min）
/

50

60

图 3 预燃级和主燃级燃油分配误差

PDF pdfFactory Pro

分配比的大小。但受定义式数学关系的影响，在分配
比较大时，线性度不好，需要事先对分配比和输入杆
位移的关系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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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

7
6

4.36

5

4.32

8.6

K
P0

8.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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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分配比 K 随输入信号 x1 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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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供油压力 P0 发生突变分配比 K 变化曲线

影响机理相同，选取预燃级出口压力 P5 发生突变这

动态性能分析

对于动态性能，主要验证燃油分配器在输入位移
信号 x1 后的响应速度，利用阶跃响应的调节时间来
度量该响应速度。设初始时刻给予位移 x1 从 0~5 mm
的阶跃信号，在 0.2 s 时再给予 3~5 mm 的负阶跃信
号，燃油分配比 K 和阀芯位移 x2 的响应曲线如图 7

一工况进行研究。
取 x1=5 mm，P0 不变，预燃级负载压力 P5 在 4
MPa 附近于 0.5 s 和 1.5 s 2 个时刻发生±0.2 MPa 突
变的情况下，阀芯位移 x2、分配比 K 的变化曲线如图
9 所示。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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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出口负载压力 P5 突变分配比 K、阀芯位移 x2 变化曲线

0.4

图 7 分配比 K 和阀芯位移 x2 的阶跃响应曲线

从图中可见，分配器输入阶跃信号时，燃油分配
器阀芯位移 x2 和分配比 K 迅速响应，调节时间仅为
0.05 s，
且在调节过程中没有出现震荡和超调，动态性
能良好。
2.2.4

7.4
2.5

2.0

从图中可见，虽然因为出口压力 P5 的突变，导致
燃油分配比 K 发生了瞬间波动，但是由于阀 2 迅速
调节，燃油分配比 K 很快恢复了初始值，可以认为燃
油分配器在出口压力发生突变的情况下性能良好。
2.3 燃油分配器非线性特性的修正
如前文所述，分配比 K 随着输入位移信号 x1 变

鲁棒性分析
这里的鲁棒性是指分配器受到一定的外部动态

扰动下，
输出保持某一稳定值的特性[15]。
（1）供油压力突变。取 x1=5 mm，P5 不变，P0 在 8
MPa 附近于 0.5 s 和 1.5 s2 个时刻发生±0.5 MPa 突

化的关系受定义式数学关系的影响，线性度不好。为
此，将可变节流口 1、2 的开口形式由原来的矩形改变
为梯形局部开口，利用开口形状的数学变化关系来改
善线性度，开口形式如图 10 所示。

变的情况下，分配比 K 的变化曲线如图 8 所示。
从图中可见，供油压力 P0 发生突变情况下，燃油

棕1

分配比 K 基本保持不变。
（2）出口压力突变
预燃级出口压力和主燃级出口压力发生突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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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输入位移 x1=0 时，左右开口面积同为 S，左右
直角梯形的下底长度分别为 w1、w2，左右直角梯形斜
边的倾斜系数分别为 b 1、
b 2，可以得到分配比 K 的数
学计算式
S+ 1 x（2w
1
2-b 2x1）
K= 2
S- 1 x（2w
1
1-b 1x1）
2

（9）

b 2 的值，就能有效地改善分配比 K
合理设计 b 1、
随着 x1 变化曲线的线性度。如果取 b 1=0.28，
b 2=0.1，
借
助 Matlab 得到如图 11 所示的曲线，燃油分配比调节
的线性度相比图 6 有了显著改善。
5.0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0

1

2

3

4
x1 /mm

5

6

7

8

图 11 Matlab 仿真曲线

3 总结
（1）对用于分级燃烧的燃油分配器进行设计和建
模仿真表明，所设计的燃油分配器稳态、动态性能好，
抗干扰能力强，分配比控制精度高，完全可以满足工
程需要。
（2）相比于文献[4]所设计的燃油分配器，
本文所设
计的燃油分配器鲁棒性更好，
稳态和动态性能更优。根
据需要设计合适的可变节流口的开口形状，可以有效
弥补分配比随输入位移变化线性度不好的缺陷。
（3）在对分配器进行理论设计的过程中，简化了
部分结构，基于 AMESim 软件进行的仿真也存在一定
局限性，需要结合试验来进一步验证其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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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DE 在航空发动机 FADEC 软件开发中的应用
方

伟，
周彰毅

（中航工业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研究所，江苏无锡 214063）
摘要：为了探索 SCADE 开发环境在基于模型设计（MBD）的软件开发中的优势，理解其建模和自动代码生成机制，研究其在基于
模型的测试和覆盖率分析中的实现方法，基于某型航空发动机 FADEC 系统的健康管理软件开发，应用了 SCADE 开发环境的建模、仿
真、
测试及覆盖率分析、代码生成与集成的全流程的 MBD 开发方法，并进行了完整的系统测试，测试用例全部通过。系统测试的结果
验证了基于 SCADE 开发环境进行 FADEC 软件开发的正确性和可靠性，为 SCADE 开发环境在航空发动机 FADEC 软件开发中的应用提
供了技术指导和工程借鉴。
关键词：MBD；覆盖率分析；自动代码生成；SCADE；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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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CADE for Aeroengine FADEC Software
FANG Wei, ZHOU Zhang-yi
渊AVIC Aeroengine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 Wuxi Jiangsu 214063, China冤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advantage of Safety Critical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渊SCADE冤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n

software development using Model Based Development 渊MBD冤 method, apprehend its modeling and auto -code generation mechanism,
research its implement method of test and coverage analysis based on models, the full MBD development processes, include modeling,
simulation, test and coverage analysis, code generation and integration were used based on the health-monitor software development of an

aeroengine. The totally system test was completed and all the test scripts were passed. The correctness and reliability of FADEC software
development, based on SCAD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were verifi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ystem test. The technique and
project guidance of SCAD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on aeroengine FADEC software development are supplied by these researches.
Key words: MBD; coverage analysis; auto-code generation; SCADE; aeroengine

在基于模型的开发（MBD）中，
设计人员根据系统

0 引言

需求建立模型，并对模型进行仿真测试，及早发现其

传统的软件开发是以代码为中心的 V 型开发流

中的缺陷并不断进行修正和验证迭代，最后直接通过

程，
软件生命周期的重点是编码。以编码为核心的软

模型生成和移植可执行的嵌入式代码。基于模型的开

件开发严重依赖编码者的项目经验和编码水平，容易

发在设计阶段就能不断暴露软件缺陷并进行封闭，且

引入语法和逻辑错误，可靠性和效率较低，在软件开

省去了手工编码和单元测试的工作，开发人员把更多

发早期很难及时发现软件中潜在的错误；调试工作繁

精力集中到软件设计和控制算法优化上。

琐复杂，开发周期长，且需要借助复杂的专业工具软

SCADE （Safety Critical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件进行单元测试和覆盖率分析，
增加了软件开发的成

Environment）是 1 个基于模型的应用开发环境，专注

本。验证工作在软件开发的后期进行，工作量大、
难度

于高安全性系统的开发 [1]。GE、PW 和 RR 公司基于

高，且无法对验证工作进行定量评价，导致软件交付

SCADE 开发了多款航空发动机的 FADEC 系统。在基

的周期长、
成本高。

于 SCADE 进行航空发动机 FADEC 系统开发方面，

收稿日期：2016-03-01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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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尚未见使用，探索 SCADE 在航空发动机控制领

过程，然后应用图形化的操作符搭建模型。这种方式

域的应用，建立 1 套以 SCADE 为核心的 FADEC 软

适合于连续控制系统的建模，以用户定义的输入输出

件开发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变量为接口，采用类似于 C 语言中函数概念的操作

本文深入分析 SCADE 开发环境的建模机制，并

符为基本功能单元，
在操作符内部选择使用图形或文

结合其在某型航空发动机健康管理软件中的具体应

本方式实现逻辑处理。操作符之间通过运算符，如算

用，探索了基于 SCADE 进行 FADEC 软件开发的基

术运算符、逻辑运算符、比较运算符、时序运算符、选

本流程和技术要点，验证了基于 SCADE 进行 FADEC

择操作符等组成更加复杂的层次结构，相互连接组成

软件开发的正确性和可靠性，为其在航空发动机

大的节点，最终实现以图形化的方法搭建软件模型。
安全状态机是有限状态机的图形化实现。通过引

FADEC 软件开发中的应用提供了工程借鉴。

入丰富的形式化方法 [9]来处理复杂的状态结构，适用

1 SCADE 的优势及其机制分析

于离散化控制逻辑。它提供了顺序、优先级、层次、并

1.1 SCADE 的优势

行的状态结构。安全状态机的图形化方法可以很好地

SCADE 作为高安全性嵌入式软件开发环境，覆

对反应系统建模，用一系列的状态、转移和信号来表

盖了嵌入式开发的整个流程：需求建模、图形化模型

示反应系统的控制逻辑。用状态间的转移来表示系统

搭建、静态检查、模拟仿真、形式验证、覆盖率分析、代

的进展，用外部中断或内部事件处理结果来触发转

码自动生成、文档生成等 。多个客户的实践经验表

移。状态代表系统的模式，分为“激活”和“不激活”2

明，使用 SCADE 工具，可以生成 70%以上的嵌入式

种状态。不同的状态之间有互斥和并行 2 种组合关

代码，节约 50%以上的开发时间 。相比于传统的手

系：互斥意味着同一时刻仅有 1 个状态处于激活状

工编码开发流程，
其具有如下的特点和优势：

态；
并行则代表所有的状态都可能在同一时刻处于激

[2]

[3]

（1）采用形式化设计方法[4]，
以严格的数学理论保

活状态。并行的状态应该在其父状态被激活时同时被
激活，激活顺序一般按照“从外至里，从上至下”的规

证了设计的完整性和无二义性；
（2）使用图形化建模方式 [5]，易学易用，降低了对
开发人员编程经验和熟练度的依赖，也减少了开发人

则进行[10]。
1.3 SCADE 的代码生成机制
SCADE 代码自动生成的原理是根据建模平台的

员的工作量；
（3）通过 DO-178B 质量认证的代码生成器KCG，

当前目标系统模型，由代码生成器 KCG 自动生成某

可以自动生成高质量的产品级 C 代码，代码与模型

种语言的源代码[11]。具体来说，生成代码的信息来源

严格一致。简化了传统开发模式中的编码过程，且避

有 2 个：模型属性（控制代码生成方式）和元素规范

免了手工编写代码引入的人工错误，提高了软件的可

（控制代码生成内容）[12]。由 SCADE 图形开发界面生

靠性。此外，无需对所生成的代码进行单元测试，
节省

成高质量的嵌入式代码。先将图形转换为 LUSTRE 语

了开发时间，提高了开发效率[6]；

言 [13]，如前文所述，SCADE 的图形描述符实质上是建

（4）提供高效可靠的仿真和测试手段，可对各软

方程式等图形转化为 LUSTRE 语言描述，
后删除图形

件开发阶段进行定量的验证[7]。

信息，并将多个文件进行整合；再将 LUSTRE 描述文

1.2 SCADE 的建模机制
SCADE 建模的核心是同步设计程序语言 LUSTRE。LUSTRE 语言基于反应式系统和同步假设的概
念，构成了 SCADE 建模的基础，
在此之上进行模型构
建、静态检查、
模拟仿真、
形式验证、
覆盖率分析、代码
自动生成等工作[8]。SCADE 提供建模的方式主要有 2
种：数据流图和安全状态机。
采用面向过程的思想描述系统数据流图。首先将
系统模型描述为从输入到输出的信息流和数据变换

PDF pdfFactory Pro

立在 LUSTRE 语言基础上的，这一步就是把参数块、

件转换为 C 代码，并生成可追踪文件。
可控制的生成过程如图 1 所示。将用于生成代码
的 SCADE 模型作为 KCG 的输入文件，根据目标平台
选择相应的 KCG 版本及所需的优化选项，最后一键
式或者用命令行方式生成代码，其间会同时产生代码
生成日志和错误信息以供参考。

2 SCADE 基于模型的测试及覆盖率分析
根据高层需求建立的可视化 SCADE 模型，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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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监视告警、寿命统计等功能，是发动机全权限数字
电子控制系统控制软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管理模
块分为应用层（AS）和操作系统层（OS），应用层作为
控制律层，实现发动机健康管理和寿命统计功能。本
节基于 SCADE 环境，采用基于模型设计的开发方式
对 AS 层进行开发，探索 SCADE 在基于模型设计中
的建模、仿真验证、测试及覆盖率分析、代码生成和集
成验证的完整 MBD 解决方案。
3.1 控制律建模
首先利用 SCADE 提供的基本模块，搭建所需的
自定义模型库，主要包括计数器模型（Counter）、故障

图 1 KCG 生成代码过程

控制逻辑和控制算法的详细描述，模型可用于早期的
验证和测试，并进行覆盖率分析[14]。SCADE 基于模型
的测试与基于源代码的测试不同。基于源代码的测试
中，测试者忽视需求，
仅确认代码完成其行为（甚至是
错误行为），不能找出未实现的需求。SCADE 基于模
型的测试则是基于高层需求的测试，测试者基于高层
需 求 编 写 测 试 场 景 ， 通 过 SCADE 的 工 具 集 QTE

确认和清除模型（Confirm And Restore）。故障确认和
清除模型，用于监视告警模块中的故障确认和故障清
除，利用计数器模型，当输入连续 Confirm Periods 个
周期都为 True 时，输出结果为 True，确认故障；当输
入值连续 Restore Periods 个周期都为 False 时，输出
结果为 False，清除故障。其结构如图 3 所示。
Set
last忆ret

1

（Qualified Testing Environment） 和 MTC （Model Test
Coverage） 对模型进行测试和覆盖率分析。覆盖率分
析包括模型对系统需求的覆盖（验证所有系统需求已

clear
last忆ret

通过 SCADE 模型实现） 和 SCADE 模型的结构覆盖
（验证 SCADE 没有实现非预期的功能）。在软件级别
为 A 级的航空发动机控制软件中，
DO-178B 要求的
模型结构覆盖目标为 MC/DC 准则 100%覆盖。模型测
试和覆盖率分析流程如图 2 所示。

3

1
1
MonitorConstants:TRUE
1
Confirmperiods

1
Counter2

4
2
Counter2
para

2
MonitorConstants::FALSE
2
last忆ret
2

1

ret

2

RestorePeriods

图 3 故障确认和清除模型

应用层模型采用层级结构，自底向上建模，底层
使用自定义的模块库或 SCADE 自带的模块库，对各
层级的模型进行封装，形成功能清晰的操作符，每个

模型准备

操作符对应嵌入式代码的 1 个源文件。顶层模型分为

SCADE 模型
测试场景
覆盖率准则

Life Manage 和 Monitor2 大模块，如图 4 所示。对于控
制软件中常用的可调整参数，在 SCADE 模型用 Sensor 类型参数来定义。

覆盖率获取

覆盖率分析

测试场景调整

覆盖率报告

图 2 模型测试和覆盖率分析流程

3

EngineStatus
lgniFlag
N2
SWO_FMF
LedAftBurn
SWl_WL
ThrtMode
EMV_AftBurn
LedTempOver
T6
N1
PLA

基于 SCADE 的发动机健康管理模块应用

层软件开发

1

Monitor

Alarmlnfo_HM

图 4 顶层模型结构

3.2 基于需求的模型仿真

某项目的健康管理模块主要实现发动机故障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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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DE 仿真是 1 种基于后台代码的仿真，在起动仿

码规模，对顶层模型外的所有模块进行扩展，以顶层

真前，
SCADE 首先将模型生成代码，在代码层级上进

模型的操作符为根节点，输入输出变量作为参数传递

行仿真，而不是在对模型解析基础上的仿真 。针对

给根节点函数，只生成 1 个源文件。为输入输出变量

健康管理模块中寿命统计模块的起动工作时间，根据

配置接口函数，Sensor 类型的参数在生成的代码中没

需求设置对应的输入，
仿真结果如图 5 所示。

有定义，只进行了声明，所以需对该类型的参数进行

[15]

定义。生成的代码作为嵌入式软件的一部分直接集成
到软件中，
在数控系统地检验证环境中对健康管理模
块进行系统测试，应用层软件需求对应的测试用例全
部通过验证，
验证了模型和代码的正确性。

4 结束语
（1）通过对 SCADE 开发环境的机理分析，验证了

图 5 起动工作时间模块仿真结果

SCADE 开发环境所具备的易学易用、设计完整无二
3.3 模型测试和覆盖率分析

义的特点，加之其拥有通过 DO-178B A 级标准认证

仿真结束后，针对 AS 层的软件需求，编写测试
场景，对模型进行测试和覆盖率分析，覆盖率准则为
MC/DC 覆盖准则，部分测试场景脚本如图 6 所示。根

的代码生成器和完整可靠的仿真测试工具链等优势，
极大的提高了软件开发效率、
提升了软件安全性。
（2）在具体项目上的应用也证实了基于 SCADE

据获取的覆盖率数据，针对未覆盖的分支增加测试场

开发环境进行 FADEC 软件开发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景，对确定不需要经过的分支增加说明。根据 MC/DC

对其应用于 FADEC 软件开发具有工程指导意义。

覆盖率准则，
AS 层模型需要覆盖的分支为 651 个，满
足 100%覆盖率编写的测试脚本为 812 行，并需增加
46 个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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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归一化参数模型的涡轮盘和涡轮叶片蠕变分析
李宏新 1,2，王延荣 1，
程域钊 1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2.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完整描述构件 3 个阶段的蠕变变形计算，结合所发展的各向同性材料的归一化参数蠕变模型，进一步拓展到正交各
向异性材料的归一化参数蠕变模型并进行适用性验证。应用所编制的子程序对高温材料涡轮盘和定向结晶材料涡轮叶片结构，进
行了蠕变变形及应力松弛效应计算分析。结果表明：经过一定时间的蠕变变形，涡轮盘和涡轮叶片的高应力区会出现应力松弛。总
体上轮盘的应力分布更加均匀，静力分析得到的轮盘中心孔、螺栓孔边和轮缘辐板过渡段处高应力区，由于存在蠕变变形，均出现
较明显的应力松弛，但是盘中心孔处的应力松弛幅度较小，可能长时间处于高应力状态，应作为结构设计的危险部位重点考查；涡
轮叶片也具有同样的应力松弛蠕变效应，特别是随着蠕变变形的增大，叶尖径向变形(位移)逐渐增大，在结构设计中，应考虑叶片叶
尖与机匣长期工作径向碰摩而带来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涡轮盘；涡轮叶片；蠕变变形；应力松弛；归一化参数模型；Usercreep 子程序；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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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reep Based on Normalized-Parameter Model for Turbine Disk and Blade
LI Hong-xin1,2袁WANG Yan-rong1袁CHENG Yu-zhao1
渊1.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2. 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completely describe the creep deformation calculation of three stages for components and combine normalized-

parameter creep model of isotropic material, the normalized-parameter creep model of orthotropic material was developed further and the

applicability verification was performed. The creep deformation and stress relaxation behaviors of a turbine disk of high temperature material

and blade of directional crystallization material were performed by using subroutine program.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ress relaxation is
occurred at the high stress region of the turbine disk after a period of creep deformation, and the overall stress distribution is more uniform.

In addition, the static analysis of the turbine disk shows that there are high stresses near the center hole, bolt hole and the transitional fillet
of the turbine disk. There is stress relaxation obviously because of creep deformation. However, the amplitude of the stress relaxation at the

center hole of the disk is relatively small which may maintain the stress at high level. Thus, the center hole of the disk as danger position
should be checked emphatically in the structure design. The turbine blade has same creep effect of the stress relaxation, especially, the
radial deformation displacement of tip increases with the enlargement of creep deformation. In the structure design,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radial rubbing between blade and case in long term operation brought should be considered.

Key words: turbine disk; turbine blade; creep deformation; stress relaxation; normalized-parameter model; Usercreep subroutine;

aeroengine

裂。因此，
研究蠕变变形的规律对航空发动机高温结

0 引言

构件设计具有工程实际意义。

随着先进航空发动机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

高温结构件的蠕变变形的数值模拟是进行蠕变

涡轮前温度，蠕变带来的结构失效问题更为突出。蠕

研究的重要部分。当前一般采用有限元法进行数值分

变会导致结构件的塑性变形过大或产生蠕变应力断

析，有限元法求解蠕变问题的基本方法为：将蠕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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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分为时间间隔 驻t1，驻t2，…，根据当前状态计算得
到每个时间间隔 驻ti 对应的蠕变应变增量，
所有时间间

隔的蠕变应变增量的累计即为整个时间的蠕变量 。

T/Tm 与无量纲应力 滓/滓0.2 的函数，具体表达式为
ln浊i=ai+b i T +c i 滓 +di T 滓
Tm
滓0.2
Tm 滓0.2

[1]

一些通用有限元程序(如 ANSYS 或 ABAQUS)提供的
蠕变模型只能描述第 1 阶段[2-4]或前 2 个阶段的蠕变。
由材料手册中可看出，当前工程中一些常用材料的蠕
变曲线第 1 阶段并不明显，
而第 2、
3 阶段所占比例很
大。若采用当前常用的只能描述前 2 阶段的蠕变模型
进行拟合时往往舍去第 1 阶段不明显的曲线，不能充
分利用试验数据，
得到的参数误差较大，
且随着设计水
平的提高，只计算前 2 个阶段的蠕变变形已不能满足
要求。
Evans 和 Wilshire[5-6]发展的 兹 投射法虽然可以模
拟完整的蠕变变形，但未注重描述稳态蠕变阶段；
Prager[7]提出 1 种只能描述蠕变第 3 阶段的 Omega 方
法，主要用于预测持久寿命；Hyde 等引入损伤参量对
蠕变模型进行改进 [8-10]，对试验件的 3 个阶段蠕变变
形进行模拟。由于所使用的模型模拟蠕变 3 个阶段变
形能力不足，其计算精度有待提高。一些黏塑性本构
模型[11-13]虽能较好地描述循环载荷下的塑形变形，而
在描述蠕变第 3 阶段方面也须引入损伤参量对模型
进行修正，
且计算较为复杂，
尚不适用实际结构的蠕变
分析。较为理想的蠕变模型应能准确地描述蠕变前 2
个阶段，因为构件在使用寿命内几乎都处于蠕变前 2
个阶段，
同时具有能够描述第 3 阶段蠕变变形的能力，
以便判断构件是否处于比较危险的蠕变加速阶段。
本文采用王延荣等发展的基于归一化参数的蠕
变模型[14]，进一步拓展到正交各向异性材料的归一化
参数蠕变模型，完整描述蠕变 3 个阶段的变形特征，
采用编制和验证的 usercreep 子程序[15]，
将所发展的蠕
变模型用于高温材料涡轮盘和定向结晶材料涡轮叶

式中：Tm 为熔点温度；滓0.2 为屈服应力；ai、b i、c i、di (i=1,
2,3,4,5)为待定的常系数。熔点温度、
屈服应力和持久
寿命可从材料手册中得到。
此归一化参数蠕变模型具有描述蠕变 3 个阶段
变形特征的能力，且模型中的参数 浊i(i=1,2,3,4,5)为归
一化温度和归一化应力的函数，可以采用总体参数模
拟和基于物理意义模拟的方法，通过对实际材料的蠕
变曲线和数据进行参数拟合得到 1 组系数值 ai、
b i、c i、
di(i=1,2,3,4,5)，
可模拟任意温度和应力下的蠕变变形，
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内插和外推的能力。
基于归一化参数蠕变模型，在通用有限元程序
ANSYS 环境下通过编写 Usercreep 子程序，将该模型
用于试件的蠕变分析[18]。并模拟工程实际结构的蠕变
变形和应力松弛效应进行验证。
一般蠕变应变是时间、应力和温度的函数
着c=f（t，
滓，T）

向同性材料，则 滓 为 Von Mises 等效应力；若是正交
各向异性材料，则 滓 为 Hill 等效应力。
对于各向异性材料，各方向上的特性并不一样，
例如航空发动机中常用的定向结晶和单晶均为正交
各向异性材料，具有 3 个互相垂直坐标轴的对称性。
将适用于各向同性材料的 Von Mises 屈服准则推广
到适用于正交各向异性材料的 Hill 屈服准则，Hill 等
效应力表达式为[20-21]
2

式中：F、G、H、L、M、N 为材料常数。

采用前期发展的 1 种基于归一化参数的蠕变模
型，能够完整描述蠕变 3 个阶段的变形，具体表达式
为[14]
浊5

（1）

式中：灼=t/tc，为无量纲时间，tc 为给定温度和应力下的
持久寿命，则 灼∈[0,1]；
浊i (i=1,2,3,4,5) 为无量纲温度

PDF pdfFactory Pro

F= 1
2
G= 1
2

1 选择的归一化参数蠕变模型

）+浊2灼+浊1灼

2

2

1
2

滓Hill=（F（滓y-滓z）2+G（滓z-滓x）2+2L滓yz +2M滓zx +2N滓xy ） （4）

计提供依据。

-浊4灼

（3）

式中：t 为时间；T 为温度；滓 为等效应力。其中若是各

片结构蠕变变形及应力松弛效应分析，
为实际结构设

着c=浊（1-e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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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1
2
L= 3
2
M= 3
2

蓸
蓸
蓸
蓸 蔀
蓸 蔀

1 +1 +1
2
2
2
Ry Rz R
x

1 +1 +1
2
2
2
Rx Ry

Rz

1 +1 +1
2
2
2
Rx Ry Rz

1
2
R yz

1
2
R zx

蔀
蔀
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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蓸 蔀
1

N= 3
2

0

2

R xy

y

y

y

y

滓
滓
滓
滓
式中：R x=、 xy 、
R y=、 yy 、R z =、 zy 、R xy= 姨 3 xyy 、
R yz=
滓
滓
滓
滓
y

滓yz

姨3

、R zx= 姨 3

y

滓
y

y

y

y

-0.0003

程序自带
子程序

-0.0006

y

滓zx
y

滓
y

，分别为各方向的屈服应力

-0.0009

y

0

比；
滓x 、
滓y 、
滓z 、
滓xy 、
滓yz 、滓zx 分别为各方向的屈服应力；
上标 y 表示屈服；
滓 为当 Hill 等效应力 滓Hill>滓 时产
生的屈服。

40

60

80

100

t/h

（b）y 方向蠕变应变

y

y

20

0
-0.002

根据流动法则可计算得到

程序自带
子程序

-0.004

d着x=d姿[H（滓x-滓y）+G（滓x-滓z）]
d着y=d姿[F（滓y-滓z）+H（滓y-滓x）]

-0.006

d着z=d姿[H（滓z-滓x）+G（滓z-滓y）]

（6）

d着yz=d姿（2L滓yz）

-0.008
-0.010

d着zx=d姿（2M滓zx）

0

d着yz=d姿（2N滓xy）

20

40

60

80

100

t/h

軈
其中：d姿= d着c 。
滓Hill

（c）z 方向蠕变应变
图 1 2 种模型对正交各向异性材料蠕变计算结果

根据式（6）即可通过单轴的蠕变变形表达式扩展

到多轴应力状态。
对于部分各向异性材料如 DD6 合金等，持久方

2 涡轮盘的蠕变分析
首先进行了静力分析，明确应力较大的区域，重
点考查危险点的蠕变行为，
分析蠕变变形和危险点区

程使用 Manson-Succop(M-S)方程。
在 Usercreep 子程序计算设置中，对正交各向异

域的应力松弛行为与规律。涡轮盘 1/72 扇区模型如

性材料进行设置，输入 Hill 屈服准则相关参数，其他

图 2（a）所示。涡轮盘材料采用直接时效 GH4169 合

输入输出变量不变。可进行实际构件如单晶或定向涡

金，材料参数取自材料手册 [19]，熔点温度为 1290 ℃，

轮叶片的蠕变计算分析。

屈服应力及持久寿命表达式中的系数值由式（6）、
（7）

采用编写的应变硬化模型 Usercreep 子程序和

拟合得到。

ANSYS 程序自带模型，计算得到各方向蠕变应变，如

施加的边界条件为：在涡轮盘的安装边施加径向

图 1 所示。从图中可见，2 种方式对正交各向异性材

和轴向位移约束；约束涡轮盘与后轴连接螺栓位置处

料的计算结果一致，说明对于定向结晶和单晶材料可

一点的周向位移；涡轮叶片的离心载荷等效于榫齿接

用 Usercreep 子程序进行蠕变计算分析。

触面上的压应力(第 1 和、
2 对榫齿上压应力的径向分
量之和分别为叶片离心力的 60%和 40%)；转速；温度

0.010

场等。轮盘所施加的温度场如图 2（b）所示。进行静力

0.008
程序自带
子程序

0.006

求解得到的应力分布如图 2（c）~（f）所示。提取各部位
径向应力、周向应力、第 1 主应力和 Von Mises 等效应

0.004

力最大点的应力值，
危险点及应力计算结果见表 1，周

0.002

向应力最大点出现在盘心，
Von Mises 等效应力最大点

0

出现在螺栓孔边，径向应力和第 1 主应力最大点出现
0

20

40

60
t/h

（a）x 方向蠕变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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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00

在轮缘和辐板的过渡段。在蠕变分析中重点考查盘心、
螺栓孔边和轮缘腹板过渡段等危险点的蠕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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蠕变分析中采用归一化参数蠕变模型，利用所编

MX

写的 Usercreep 子程序对涡轮盘模型进行蠕变计算。
通常，蠕变变形试验的温度范围和应力范围有限，而
轮盘的温度和应力范围相对较宽，
通过温度和应力有
限范围的蠕变曲线外推出的蠕变参数可能失去了实
际意义(特别是外推出的高温度和高应力下的蠕变曲
线)，从而可能导致程序计算不收敛，例如外推得到的
表示第 1 阶段蠕变应变量的 浊1 可能非常大。因此，
在
562.419

蠕变计算中对超过蠕变试验参数范围的数据作如下

兹/℃
584.137 605.856 627.574 649.293 671.011

处理：当应力低于 400 MPa 时，认为该点不产生蠕变

（b）温度分布

应变；当应力高于 800 MPa 时，认为该点产生的蠕变

MN

应变增量取该温度下应力为 800 MPa 时对应的蠕变

475.545 497.263 518.982 540.7

（a）有限元模型

应变增量，以考查因应力集中引起的快速应力松弛。
轮盘在不同时刻的 Von Mises 等效应力分布如
图 3 所示。由于存在不均匀的蠕变应变，轮盘的应力
将重新分布，
较大应力的部位产生应力松弛现象。对
MN

比轮盘 经蠕 变 后不 同时 刻
的等效应力分布可见，总体
上轮盘 的应力 分 布 因蠕变

MX
-540.812
-160.548
219.716
-350.68
29.584
MPa
980.244 1170.38
599.98
409.848
790.112

-527.309
-198.225
130.858
-33.6834
-362.767
MPa
295.4 459.942 624.484 789.026 953.568

（c）径向应力分布

（d）周向应力分布

更加均匀，除盘 心外，基本
上 不再出现 局 部应 力很 高
的区域，特别是螺栓孔边及
轮缘与 腹板的 过渡 段等处

MN

的局部应力较大的区域，经
过一段 时间 的 蠕变 变形 之
后应力分布变得较为均匀。

MX

11.5805

253.567

374.561 495.554
MPa
979.527
737.541
1100.52
616.547
858.534
132.574

（a）t =1×10-6 h

-148.761 0.239081149.239 298.238 447.238
MPa
745.237
1043.24 1192.24
596.238
894.237

（e）第 1 主应力分布

35.076

157.115

279.153

645.269 767.308 889.347

401.192
1011.39

523.231
MPa
1133.42

（f）Von Mises 等效应力分布

图 2 涡轮盘有限元模型、温度及应力分布
26.1871

表 1 危险点及应力计算结果
温度 / 径向应力 / 周向应力 / 第 1 主应 等效应力 /
危险位置

257.266 372.806 488.346
MPa
950.504
719.425
834.964
1066.04
603.885
141.727

（b）t =10 h

16.8021
572.276

127.897
683.371

238.992
794.466

350.087
905.561

461.181
MPa
1016.66

（c）t =300 h

℃

MPa

MPa

力 /MPa

MPa

盘心

482.0

11.10

953.6

952.4

1110.6

螺栓孔边

613.5

1117.8

61.2

1152.1

1133.4

盘心、
螺栓孔边和轮缘辐板过渡段的应力和蠕变

轮缘腹板过渡段 561.6

1170.4

758.1

1192.2

1025.3

应变随时间的变化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盘心、
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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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轮盘蠕变过程中不同时刻的等效应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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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孔边及轮缘辐板过渡段 3 处作为考查点，提取 3 点

上，
该点的等效应力和蠕变应变变化如图 6 所示。由

的应力和蠕变应变随时间的变化。盘心、螺栓孔边和

于该点的蠕变应变较大，因此，
应力松弛的幅度较大，

轮缘辐板过渡段的温度分别为 482.0、
613.5 和 561.6

松弛的速度也较快。
600
580
560
540
520
500
480
460
440

℃，在这 3 处中，螺栓孔边的温度最高，等效应力也最
大，其蠕变应变也大，因而该点的应力松弛速度比其
他 2 点的要快。与盘心相比，
螺栓孔边和轮缘辐板过
渡段的应力松弛幅度较大(因温度较高)。盘心处温度较
低，产生的蠕变变形较小，因而应力松弛的幅度也很
小，
盘心将长时间处于高应力状态，
相对轮盘其他区域
而言可能更加危险，
在轮盘结构设计中应重点关注。
1200

盘心 - 周向应力
盘心 - 等效应力
螺栓孔边 - 径向应力

1100

900

100 150 200 250 300
t/h

（a）等效应力变化

螺栓孔边 - 等效应力
过渡段 - 径向应力
过渡段 - 等效应力

1000

0.010

800
700

0.008

600

0.006

500

50

0

0

50

100

150

200

250

0.004

300

t/h

0.002

（a）危险部位的应力变化

0

0.006

0

盘心 - 周向应力
盘心 - 等效应力
螺栓孔边 - 径向应力

0.004

50

100 150 200 250 300
t/h

（b）等效蠕变应变变化
图 6 蠕变应变最大点的等效应力和等效蠕变

0.002

应变随时间的变化

螺栓孔边 - 等效应力
过渡段 - 径向应力
过渡段 - 等效应力

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t/h

3 定向结晶合金涡轮转子叶片的蠕变分析
采用所发展的基于归一化参数的蠕变模型及其

（b）危险部位的蠕变应变变化
图 4 盘心、螺栓孔边和轮缘辐板过渡段的应力和
蠕变应变随时间的变化

用户子程序

[17-18]

对涡轮转子叶片结构进行了蠕变分

析。对 K417G 定向结晶合金涡轮转子叶片建立的有

在 300 h 时轮盘榫槽处的等效蠕变应变分布如
图 5 所示。蠕变应变最大点出现在第 1 对榫齿接触面

限元模型如图 7 所示。其中选用 8 节点六面体单元进
行网格划分，共 9759 个单元，12982 个节点。

℃
659.475
456.507
760.959
557.991
862.443
710.217
608.733
811.701
507.249
913.185
0.376E-08

0.001075

0.00215

0.003224

0.004299

0.005374

0.006

MPa

0.007524

0.008598 0.009673

图 7 涡轮转子叶片的有限元模型和温度场分布

图 5 300 h 时蠕变应变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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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径向变形增加而带来的

认为叶片材料是正
交各向异性的，材料力

不利影响。

学性能参数取自材料手

4 结论

册[19]。采用 ANSYS 程序

采用前期发展的能描

对叶片模型进行静力分
析，得到应力和位移分
布。按所发展的基于归

述蠕变 3 个阶段变形的归
-119.988 -59.0201 1.94786

62.9158 123.884

MPa
184.852 245.82

306.788 367.756
-6

428.724

（a）t =1×10 h

一化参数的蠕变模型及

一 化 参 数 模 型 及 在 ANSYS 环境下编制的子程序
Usercreep 对涡轮盘和转子

0.06868

0.252849

0.437018 0.621187 0.805356

mm
0.989525

1.17369

1.35786

1.54203

1.7262

图 10 叶片的径向位移分布

叶片进行了蠕变变形及应力松弛效应分析，
结果表明：
（1）在通用有限元程序 ANSYS 中，通过编写子程
序能够将所发展的归一化参数模型用于工程实际结
构(涡轮盘 / 叶片)的蠕变计算分析。
（2）对涡轮盘结构静力分析的结果表明，盘心、螺
-120.145 -62.3899 -4.6346
226.386

226.386

53.1207

110.876

284.142 341.897

399.652

-121.374

110.216

-63.4761 -5.57866

52.3188

226.011

341.806

MPa

168.114

（b）t =10 h

283.909

MPa
399.703

（c）t =100 h

栓孔边、轮缘辐板过渡段 3 处的应力较大，经过一定
时间的蠕变变形，涡轮盘的高应力区出现应力松弛，
轮盘的应力分布更加均匀；除盘心外，几乎不再存在

图 8 叶片的蠕变变形分布

局部应力很高的区域。
其材料参数的识别方法对 K417G 合金的蠕变曲线进

（3）在盘心、螺栓孔边和轮缘辐板过渡段 3 个危

行拟合，获取特征参数并进行蠕变分析。不同时刻叶

险部位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应力松弛。由于盘心温度

片的径向应力分布如图 8 所示。因蠕变应变不均匀，

较低，应变较小，
因此其应力松弛幅度有限，可能长时

叶片上的应力将重新分布，由不同时刻的径向应力分

间处于高应力状态，较为危险，应作为结构设计中重

布可见，叶身根部附近的最大应力逐渐减小，应力分

点考查部位。

布趋于均匀。

（4）应用所发展的蠕变模型及其用户子程序对涡

叶身中部蠕变应变最大点处的径向应力与径向

轮转子叶片进行了蠕变分析。蠕变应变最大点出现在

蠕变应变随时间的变化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见，由

温度较高的叶身中部附近。随着蠕变变形的增大，总

于叶身中部 1/3 附近温度高，蠕变应变较大，应力松

体上叶片的应力分布将更加均匀，最大应力值逐渐减

弛现象更明显。

小，但叶尖的径向位移逐渐增大，在涡轮叶片结构设

270

250

0.002

240

0.001

230
220

计中，应考虑其长时间工作后由蠕变变形引起的叶尖

0.003

260

径向变形(位移)增大而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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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边膨胀球面 2 元喷管雷达隐身修形研究
杨胜男，邵万仁，
尚守堂，邓洪伟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针对单边膨胀球面 2 元喷管，采用斜切出口的方式进行雷达隐身修形设计。利用迭代物理光学(IPO)方法和等效边缘电
磁流(EEC)方法进行电磁散射仿真研究，分析喷管修形设计中出口斜切角度对喷管后向散射场的影响，经仿真分析得出，水平极化
下斜切角度为 25毅的喷管具有较低的散射特性，而垂直极化下斜切角度为 1 5毅的喷管后向隐身效果较好。
关键词：雷达隐身；隐身修形；航空发动机；排气系统；雷达散射截面
中图分类号：V228.8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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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adar Stealth Shaping for Single Expansion Ramp with Spherical 2-D Nozzle
YANG Sheng-nan, SHAO Wan-ren, SHANG Shou-tang, DENG Hong-wei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The single expansion ramp with spherical 2-D nozzle was shaped by oblique cutting. Combining Iterative Physical Optics

(IPO) with Equivalent Edge Currents (EEC) method, the radar scattering field was simulated. The influence of outlet oblique angle on
backscattering field of nozzle in shaping design of nozzle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25 degrees oblique nozzle model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w scattering in horizontal polarization, and 15 degrees oblique nozzle model has good backward stealth effect in vertical
polarization.

Key words: radar stealth; stealth modification; aeroengine; exhaust system; RCS

研究；
2013 年，
李岳峰[3]等采用物理光学方法对 S 形进

0 引言

气道展开研究；2014 年，邓洪伟等针对航空发动机隐

隐身技术，又称低可探测技术，是指在一定探测

身修行技术进行技术分析 [4]，本文以单边膨胀球面 2

环境中控制和降低武器装备的特征信号，降低其被发

元喷管为研究对象，通过雷达隐身修形设计 [5-8]，研究

现概率或缩短被探测距离的技术。发动机隐身技术是

不同喷管出口形式对发动机后向电磁散射的影响，形

飞机隐身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包括红雷达波减

成具有良好雷达隐身性能的优化方案。

缩、红外辐射抑制、声隐身和视频隐身等。对于发动机
各部件，
雷达 / 红外隐身技术，
重点体现在进 / 排气系

1 雷达隐身修形原理

统的设计之中。发动机尾喷管主要功能是将高温高压

飞行器修形技术通过修整飞机器的形状轮廓、边

燃气加速喷出以期获得最佳的推力收益，随着发动机

缘、表面，使其在雷达主要威胁方向上获得后向散射

功能的多元化趋势，隐身性能成为当今及今后很长一

的减缩。通常是将高强度散射回波从 1 个角度转移到

段时间喷管部件的必备功能。

另 1 个角度，或者将后向散射变为非后向散射。但通

近年来军用发动机雷达隐身备受关注，2012 年，

常在 1 个角度域内获得 SRC 减缩的同时，另 1 个角度

陈立海 和崔金辉 等分别针对 2 元喷管和球面收敛

域的 SRC 将会增加，如果要求所有方向上都同等减

调节片喷管进行 RCS（Radar Cross-Section）数值模拟

缩，则需要运用修形和吸波材料相结合的综合技术。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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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雷达发射出的电磁波经喷管出口入射到发动
机内部，
经过发动机后腔体内一系列复杂的散射作用
后，最终由喷口退出，
形成腔体的后向散射信号，被雷
达接收机捕获。对喷管进行合理的修形设计，可减少
由电磁波进入发动机排气系统带来后向散射回波，从
而达到缩减 SRC 的目的。

3 电磁散射计算方法
根据波长和散射体特征尺寸的大小，散射过程分
为低频区、
谐振区和高频区[9]。目前对军用飞机构成威
胁的雷达探测波段主要为厘米波。发动机喷管属于电
大尺寸腔体结构，其散射过程属于高频区。由于传统
低频算法在求解高频区目标散射问题时，存在效率偏

2 喷管模型

低和资源需求过大的情况，
因此本文采用高频算法进

单边膨胀球面 2 元喷管模型如图 1 所示。图中，
琢 为出口斜切角度，L 为出口延长段长度。改变 琢，L
随之发生变化，形成 4 种修形方案，参数设置见表 1。
分别计算水平极化和垂直极化方式下，4 种喷管模型
在俯仰平面和偏航平面内后向散射场。

行研究。
目前常用的高频算法主要有几何光学法、几何绕
射理论、物理光学法、物理绕射理论、等效电磁流法、
积分方程法和时域方法等[10-12]。发动机喷管的散射总
场由腔体散射场和边缘绕射场 2 部分矢量叠加构成，
根据其电磁散射计算特点，本文选择物理光学法和等

y

效边缘电磁流法相结合的算法。
3.1 物理光学迭代（IPO）法

兹
o
z

物理光学理论（PO）[13-15]是用散射体表面的感应

x

渍

电流取代散射体本身，通过对表面感应场的近似和
积分求得散射场。F.Obelleiro 等提出的物理光学迭

琢

代法 [16]，将迭代方法应用于分析腔体散射特性，近似
L

模拟电磁波在腔体结构各部分间的多次反射等相互

图 1 单边膨胀球面 2 元喷管模型

作用过程。与其他高频算法相比，该方法迭代过程简

表 1 方案参数设置

单，不需要矩阵求逆，适合电大尺寸腔体散射特性的

模型

琢 （毅）
/

L /mm

Nozzle 1

15

1300

由理想导电壁构成的开口腔体如图 3 所示。从图

Nozzle 2

20

1000

Nozzle 3

25

750

中可见，入射波由开口 Sa 进入后，将在腔体内部 Sc 产

Nozzle 4

30

600

为了验证单边膨胀球面 2 元喷管相比于传统球
面 2 元喷管的雷达隐身优势，进一步对比雷达隐身修

分析计算。

生散射场，最终回波从入口处退出。若忽略边缘及外
部散射的贡献，其散射场来自电磁波在腔体内部的多
次反射。详细理论公式推导见文献[5]。

形的效果。将二者的电磁散射场和感应电流进行对比

（Es,H s）

分析。球面 2 元喷管模型如图 2 所示。与单边膨胀球
面 2 元喷管模型同进口同球面同 2 元矩形出口，参考

Sa
n赞

上文的方案参数设置，相当于 L=0 mm。

n赞 '

Open

End

Sc

y

（Ei,H i）

图 3 腔体结构
兹

对于轴向尺寸大于直径尺寸的管状腔体结构，入

o
渍

z

x

射电磁波在腔体壁面间多次反射，将大大降低迭代数
值方法的计算效率。为此引入前后向迭代技术[17-18]和松
弛因子应用于物理光学法的计算，
加快迭代的收敛性。

图 2 球面 2 元喷管模型

PDF pdfFactory Pro

应用前后向迭代算法，
计算腔体内壁真实电流密

www.fineprint.cn

57

杨胜男等：单边膨胀球面 2 元喷管雷达隐身修形研究

第5期

度，并加入松弛因子 棕（0<棕≤1）加速收敛。

2j cot 茁' 赞t·H
i
kN sin 茁'

3.2 等效电磁流（EEC）法
由于物理光学理论在处理腔体边缘散射方面存
在缺陷，
为此引入等效电磁流法来处理腔体边缘的绕
射问题。EEC 法直接组合等效电磁流来移去射线方
法解的奇异性，是求解边缘绕射场应用最广泛的方
法。常用的形式有 Mitzner 的增量长度绕射系数 和

PO

II =

于边缘为 C 的任意劈，远区边缘绕射场表示为

乙

i

0

i

PO
MI = -2j浊0 sin 准U（仔-准'）
k sin 茁' sin茁（cos 准'+滋）

式中：N仔 为外劈角；U（x）为单位阶跃函数。
大学自编软件进行计算。为验证自编程序的计算精
度，对金属平板进行 SRC 计算，将计算程序得到的数

{浊0s赞 ×[s赞 ×J（r'）]+s赞 ×M（r'）}e

jk s赞·r'

dl

（1）

式中：s赞 为观察方向单位矢量； 赞t 为 C 的切向单位矢

值解与理论解进行对比。计算模型设置如图 5 所示，
图中n軌
是平面法向量。

量；r' 为从原点到边缘上某点的径向矢量；dl 为沿 C

軋
n

的弧长增量。各参数关系如图 4 所示(虚线分别为入

k軋e
兹

射和观察方向在 xy 平面上的投影)。
y

金属
平板

O

y
渍

入射方向

x

i赞
观察方向

准

s赞
茁
z

边a

图 5 平板计算模型

准'
茁'

x

掠绕射线
滓

面1

边b

軋
k e'

茁'

O

t赞

（7）

依据以上电磁理论进行数值算法，利用西北工业

-jkr
Ed≈jk e ·
4仔r

C

2jU（仔-准'） ·
k sin 茁'（cos 准'-滋）

蓘 浊sinsin准'茁' 赞t·E -（cot 茁' cos 准'+cot 茁 cos 准）赞t·H 蓡（6）

[19]

Michaeli 的等效电流[20]。本文应用 Michaeli 的表述，
对

（5）

有限尺寸的金属平板高频区理论解为
滓（兹，渍）= 4仔A
·
姿2
2

N仔
面2

sin 兹 cos 渍） cos（kb sin 兹 cos 渍）
蓘 sin（ka
蓡 ·cos 兹（8）
ka sin 兹 cos 渍
kb sin 兹 cos 渍
2

图 4 劈尖散射结构

等效边缘线电流和线磁流可以进一步表达为
f
f
）赞t = 蓸 I1 -I2 蔀 赞t
J（r'）=I（r'
e

（2）

f
f
M（r'）=I（r'
）赞t = 蓸 M1 -M2 蔀 赞t
m

（3）

式中：J（r'）为等效边缘线电流；M（r'）为线磁流。

式中：A 为金属平板的面积，其值等于边长 a 与 b 的
乘积；
姿 为入射波波长。
取 a=b=16.5 cm，波长 姿=5 cm，在水平极化方式

下进行计算，程序的数值解与理论解比较结果如图 6
所示。
10

用等效电磁流减去物理光学的贡献，就得到了边
f

PO

I1=
扇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墒设

f

PO

（4）

-30

伤

sin（准'/N）赞t·E + sin（仔-琢）/N ·设设设
i
设
浊0 sin 茁'
sin 琢
设
商-

（滋 cot 茁'-cot 茁 cos 准）赞t·H i

-10
-20

2j
1/N
·
ksin茁' cos（准'/N）-cos[（仔-琢）/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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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散射贡献的结果。
Ii =Ii-Ii ，
Mi =Mi-Mi ，
（i=1，
2）

2

-40

设
设
设
设
赏设

0

10

20
兹/（毅）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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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程序计算值与理论精确解 SRC 曲线整

表 2 偏航平面喷管模型 SRC 平均值

体趋势一致，结果基本吻合，平均误差小于 2％，程序
水平极化

计算精度较好，结果可信。

垂直极化

4 计算结果分析
4.1 水平平面

dB·m2

15毅

20毅

25毅

30毅

30.53

30.21

28.09

29.14

28.38

29.33

29.00

31.20

综合考虑 2 种极化方式下 4 种喷管斜切出口方

将计算得到单边膨胀 2 元喷管各方案的后向散

案的后向散射，琢=25毅的单边膨胀球面 2 元喷管(以下

射情况，
绘制成 SRC 分布曲线，分别如图 7、8 所示。在

简称单边 2 元喷管)模型具有较好的低散射特性。为

偏航平面下，电磁入射角度 兹=0毅时，
喷管后向散射 SRC

进一步分析修形的优化作用，
将单边膨胀球面 2 元模

达到峰值，随着入射角度进一步增大，SRC 呈减小趋

型与球面 2 元喷管模型进行对比，形成 SRC 曲线如图

势。在小角度入射时，4 种模型 SRC 分布曲线基本重
合，但当水平极化下入射角度大于 12毅和垂直极化下

9～12 所示。基准喷管和单边 2 元模型 SRC 平均值见
表 3、4。

入射角度大于 20毅以后，各模型 SRC 分布曲线差异越
来越大，这说明喷管 琢 和 L 的变化对散射场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大角度情况下。

图 9 水平极化边缘绕射场

图 7 水平极化喷管散射总场（水平平面）

图 10 垂直极化边缘绕射场

从边缘散射场 SRC 的分布曲线可见，采用斜切方
式的修形大幅降低出口绕射场后向散射，水平极化时
图 8 垂直极化喷管散射总场（水平平面）

平均降低 20.21 dB·m2，垂直极化时平均降低 44.11

计算得到各模型的 SRC 平均值见表 2。水平极化

dB·m2。通过对比腔体散射场和散射总场 SRC 分布情

下 琢=25毅的喷管模型具有较好的低散射特性，而垂直

况，可以分析出对于后向散射，边缘绕射场对散射总

极化下 琢=15毅的模型 SRC 值最小，琢=25毅的模型次之。

场的影响有限。也就是说，在没有采用 RAM 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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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极化下减小了 7％。但是这种出口形式并不是在
所有入射角度均能够起到减小 SRC 的效果 (具体数值
见表 3、
4)，
水平极化下修形的优势角度是 20毅<琢≤40毅，
同比减缩 16％；垂直极化下修形的优势角度是 18毅
<琢≤40毅，
同比减缩 25％。在小角度下(兹<20毅)，斜切形
成的出口侧壁和底面增长，
对回波产生一定的聚集作
用，
反而使这一域内的散射加剧。随着 兹 增大，
出口收
集电磁射线的有效面积逐渐缩小，
由于这种斜切出口
形式增加了 L 段，对回波的遮挡作用进一步增强，说
明单边 2 元喷管对后向散射的减缩作用在大角度时
集中体现。

图 11 水平极化散射总场

电磁波以垂直极化方式入射，
在偏航平面内入射
角度 渍=32毅的情况下基准模型和斜切口模型感应电
流对比如图 13、14 所示。观察壁面上感应电流反映的
大小和分布，
可以看出该状态下球面 2 元喷管比单边
2 元喷管激发的电流强度更高，中等强度的电流分布
也更广。这是由于球面 2 元喷管出口未做任何修形，
对入射线没有遮挡，
而单边 2 元喷管在大角度下收集
电磁射线的有效面积大幅缩小，从而减少了进入喷管
腔体参与散射过程的电磁波，进而减弱了在壁面上产
生感应电流。
图 12 垂直极化散射总场
表 3 基准喷管和单边 2 元模型 SRC 平均值
（水平极化）

0.0005

0.0020

0.0035

0.0050

0.0065

0.0080

0.0095

0.0110

0.0125

dB·m2

0毅≤渍≤20毅

20毅≤渍≤40毅

a11

Basic

33.73

28.09

33.73

琢=25毅

36.83

23.50

36.83

表 4 基准喷管和单边 2 元模型 SRC 平均值
（垂直极化）

dB·m2

0毅≤渍≤20毅

20毅≤渍≤40毅

a11

Basic

33.16

29.60

31.26

琢=25毅

36.48

22.20

29.00

basic model_VV_渍=32毅

图 13 球面 2 元喷管感应电流 (垂直极化，渍=32毅 )

注：表中“basic”表示球面 2 元喷管，
“琢=xx°”表示相应出口修形角
0.0005

度的单边 2 元喷管。

0.0020

0.0035

0.0050

0.0065

0.0080

0.0095

0.0110

0.0125

情况下，
喷管出口修形主要通过降低喷管腔体散射场
来实现。采用包括修形和 RAM 等一系列综合隐身技
术，腔体散射得到有效抑制后，边缘绕射回波不再是
弱散射源，将成为主要的散射源，参与对散射总场的
贡献。
从图 11、12 中可见，总体上，单边 2 元喷管比球
面 2 元喷管的 SRC 有所减小，水平极化下减小了 1％，

PDF pdfFactory Pro

slope 25deg_VV_渍=32毅

图 14 单边 2 元喷管感应电流 (垂直极化，渍=32毅 )

www.fineprint.cn

60

第 42 卷

航 空 发 动 机

对 SRC减缩仍然具有优势。

4.2 俯仰平面
在俯仰平面内模拟电磁波从喷管底部至喷管上

（3）分布曲线的主瓣出现在 兹∈[-6毅，
6毅]区域内，

方入射的情况，计算了入射角度 兹∈[-44毅，
44毅]喷管模

这时大部分入射线可以进入喷口到达腔体内部，在底

体上随入射角度的增大呈增大趋势，在 兹=0毅处达到

（4）增大到 6毅以后，斜切角度 琢 较大的喷管模

型的后向散射，结果如图 15、
16 所示。SRC分布曲线整
峰值后短暂减小后又逐步增大。

部形成较强的镜面回波对后向散射。
型，反而增大了腔体的开口面积，对后向散射的减缩
不再占有优势。
分别计算各方案模型的 SRC 平均值(见表 5)，优选
水平极化和垂直极化 2 种情形各角度的计算值，
琢=20毅的出口斜切方案对喷管后向散射具有较好的隐
身性。
表 5 俯仰平面喷管模型 SRC 平均值

dB·m2

15毅

20毅

25毅

30毅

水平极化

26.73

27.53

28.62

29.56

垂直极化

30.56

28.64

31.05

30.35

为进一步分析修形的优化作用，将 琢=20毅的单边
图 15 俯仰平面喷管模型 SRC 分布曲线（水平极化）

2 元喷管与球面 2 元喷管进行对比，对比情况如图
17～20 所示，
并见表 5。

图 16 俯仰平面喷管模型 SRC 分布曲线（垂直极化）

图 17 水平极化边缘绕射场

（1）在初始阶段，曲线有 1 段类似于直线的变化
平缓区域，这段区域随模型斜切角度 琢 减小(即出口
延长段长度 L 增大)而加大。在这段区域对应的角度
范围内，入射线仅在延长段出口边缘处产生少量的边
缘绕射，而无法从喷管尾部进入腔体内部参与腔体散
射，也就是说 L 越长，对入射电磁波形成完全遮挡的
角度范围就越大。
（2）电磁波由喷管底部向上照射，当入射角度达
到 兹=-6毅以后，入射波逐渐照射到喷管腔体内部，分
布曲线显现出腔体散射的波动性，较长的出口段能够
有效减少对负角度入射线的收集，所以 L 较长的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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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球面 2 元模型和单边 2 元模型 SRC 平均值

从图 17、18 中可知边缘绕射的情况，单边 2 元喷
管比球面 2 元喷管 SRC有所减小，但减小幅度小于电

（水平极化）
-40毅≤渍≤-6毅

6毅≤渍≤40毅

a11

Basic

33.73

28.09

33.73

琢=20毅

36.83

23.50

36.83

磁波由偏航平面入射的情况。由于斜切出口延长段的
遮挡，入射负角度增大到一定程度后将没有电磁波进
入到腔体内。

dB·m2

边缘绕射场和腔体散射场叠加成为散射总场如

表 7 球面 2 元模型和单边 2 元模型 SRC 平均值

图 19、20 所示，观察分布曲线可知，在电磁负角度入

（垂直极化）

射喷管时，
出口斜切修形对喷管后向散射减缩作用良

dB·m2

-40毅≤渍≤-6毅

6毅≤渍≤40毅

a11

好。球面 2 元喷管和单边 2 元喷管分区域 SRC 平均值

Basic

33.16

29.60

31.26

计算结果(见表 6、
7)表明，入射角度为 -40毅≤兹≤-6毅

琢=20毅

36.48

22.20

29.00

时，2 种极化方式下修形技术获得的 SRC 缩减分别达
到了 47％和 38％；在 -40毅≤兹≤-6毅的对称角度范围
(6毅≤兹≤40毅)内，这种方式的喷管出口却造成了散射
的增强；在各角度的总散射量方面，修形对喷管 SRC的
减缩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将这种出口斜切的 2 元
喷管应用于高空突防的飞机更为合理。

4 结论
（1）电磁波在水平面入射，喷管斜切角度琢和长度
的变化对散射场的影响主要在大角度下体现；
（2）在水平极化下 琢=25毅的单边 2 元喷管模型具
有较好的低散射特性，而在垂直极化下 琢=15毅的模型
SRC值最小；
（3）感应电流云图显示，单边 2 元喷管在大角度
下收集电磁射线的有效面积大幅缩小，从而减少进入
喷管腔体参与散射过程的电磁波，
进而减弱了在壁面
上产生感应电流。
（4）电磁波在俯仰平面入射，较长的出口段能够
有效减少对负角度入射线的收集，所以 L 较长的喷管
对 SRC减缩仍然具有优势。
（5）采用喷管斜切出口修形的方式，在电磁波从
喷管下方探测的情况下，对发动机后腔体后向 SRC有
较好的抑制作用，将这种形式的隐身修形方式应用于

图 19 水平极化散射总场

高空突防军事用途的飞机将起到良好的雷达隐身效
果。
（6）本文研究的喷管模型将终端简化为一金属平
板，造成强烈的镜面反射，而实际排气系统内部结构
复杂，包含涡轮叶片、加力中心锥、火焰稳定器、喷油
杆等部件，虽然实际的散射机理更为复杂，但是其最
终的后向散射值可能小于本文的仿真计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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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冰引气对组合压气机性能影响的数值模拟研究
贺

丹，李

杜，
张锦纶，邹学奇

（中国航空动力机械研究所，湖南株洲 412002）
摘要：为了研究防冰引气系统对轴流 - 离心组合压气机性能、内部流场和级间匹配关系的变化的影响，以带有防冰引气系统
的组合压气机为研究对象，在离心压气机离心叶轮约 3/4 相对弦长位置轮缘处开槽引气，在轴流进口导叶叶片表面开孔喷气，进行
3 维数值模拟计算，并与不带引气和喷气系统的原始压气机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防冰引气会引起组合压气机的性能降低，喘
振裕度减小；轴流前 2 级由于折合转速下降，近工作点效率略有提高，但喘振裕度减小；离心级特性线向小流量方向移动，效率降
低，
稳定工作范围减小。
关键词：组合压气机；防冰引气；喷气；数值模拟；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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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Investigation on Influence of Anti-icing Bleed
on Performance of Combined Compressor
HE Dan, LI Du, ZHANG Jin-lun, ZOU Xue-qi
渊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 Zhuzhou China 412002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research the influence of the anti-icing system on the performance of axial-centrifugal combined compressor,

the internal flow field and the variation of inter-stage matching relation, taking the combined compressor with anti-icing system as research
object, bleeding by opening slot at about 3/4 relative chord position flange of centrifugal impeller for a centrifugal compressor, injecting air

by making holes on vane blade surface of axial flow inlet, the three-dimensional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combined compressor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ombined compressor with and without the anti-icing system was perform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nti-icing system causes the degeneration of compressor performance and stall margin. Due to the decline of corrected rotation

speed, the efficiency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axial stage is increased but the stall margin is decreased. The performance curve of the
centrifugal compressor is moved towards low mass flow, the efficiency and the steady operation range are reduced.
Key words: combined compressor; anti-icing bleed; air injection; numerical simulation; aeroengine

采用压气机引气，并传输到进口导叶内腔进行加

0 引言

热的方法，可以较为简单的实现防冰气流的自动或

目前，随着科技水平发展，不论是军用还是民用

手动控制，是较常用的防冰方式。防冰引气作为航

领域，对直升机的飞行要求也日益提高。由于直升机

空发动机空气系统的一部分，是航空发动机研制的

的飞行状态变化大、环境恶劣的特点，容易发生旋翼

关键技术之一，其对压气机性能影响的研究文献很

[1]

或发动机进气道结冰的现象 。发动机进气道结冰会

少，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空气系统对发动机热力

改变流道形状，不仅影响其性能，还有可能引起冰块

循环性能的影响 [2]，以及换热结构和空气系统本身

打坏叶片，
造成生命财产的重大事故。涡轴发动机作

的分析等方面[3-4]。

为直升机的主要动力装置，必须通过空气系统保证发
动机具有防冰能力。

对于压气机而言，可以通过引气和喷气对压气机
内部流动进行控制，
无论是在轴流压气机[5-9]还是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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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PDF pdfFactory Pro

www.fineprint.cn

64

第 42 卷

航 空 发 动 机

压气机领域[10-13]都是研究热点，包括流场结构、引气位

孔、气腔真实网格求解，网格划分时间、网格规模、计

置和流量、喷气位置和流量等。压气机中引气对压气

算难度和求解时间将大大提高。为了节省时间和资

机流场的影响较为复杂，根据引气位置、流量等关键

源，在进气导叶处采用源项法，即导叶吸力面近尾缘

参数的选取不同而对性能的影响有利有弊，而对于轴

处分别在 15%、50%及 85%叶高位置添加源项来模拟

流 - 离心组合压气机的研究很少。在组合压气机中，

防冰气体的喷入，
如图 2（a）所示。对于离心叶轮轮缘

由于引气和喷气会改变压气机级间参数，导致轴流各

处放气槽，
将环形槽与离心叶轮轮缘面之间的滑移片

级和离心级工作在非设计折合转速范围，同时影响压

拆分做转静交界面，
环形槽的网格如图 2（b）所示。离

气机各级进口流场，必然会引起压气机性能的变化。

心叶轮处的引气，用来对进气道支板和压气机进口导

本文以组合压气机为研究对象，在离心压气机轮

叶叶片内腔进行加热（而进气道支板不在本文研究的

缘某位置开槽引气，在轴流进口导叶叶片表面开孔喷

计算域内），即对进口导叶进行防冰的气流流量仅为

气，研究此复杂的引气、进气环境对组合压气机性能

离心轮缘引气流量的一部分，且进口导叶的气流温度

和级间匹配的影响。

低于引气点引气温度。因此，引气及喷气部分不能组

1 数值计算

成 1 个完整的自循环模式，
其对压气机性能的影响是
独立的。

1.1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某轴流 - 离心组合压气机，引
气位置为离心叶轮约 3/4 相对弦长位置轮缘处，形状
为环形槽。一部分防冰热气从进口导叶轴颈进入导叶
内部，通过导叶吸力面近尾缘处沿叶高方向分布的 3
个矩形孔进入压气机主流道。组合压气机防冰引气如
图 1 所示。

（a）进口导叶采用

（b）离心外罩引气槽真实网格

源项法
图 2 防冰引气处理方法

1.3 计算方法
3 维数值计算采用时间平均法求解控制方程组
加湍流模型的数值模拟方法，选用 Spalart-Allmaras

图 1 组合压气机防冰引气

一方程湍流模型来封闭上述方程组。采用守恒形式的
1.2 网格模型

有限体积法、中心差分格式进行空间离散，时间推进

原始模型为某轴流 - 离心的组合压气机，
为了验
证防冰引气对组合压气机的影响，对其性能进行了全

采用 4 步 Runge-Kutta 法，利用多重网格和隐式残差
均化对流动实施加速收敛，
同时也节约了时间。

3 维计算，采用 NUMECA 软件的 Autogrid 模块生成

计算包括 2 个模型，即不带防冰引气系统的原始

网格，每排叶片平均网格数在 40 万以上（离心叶轮网

状态组合压气机（以下简称
“原始状态”
），以及带离心

格在 100 万以上），并保证 y 值小于 10。

引气和进口导叶尾缘喷气的防冰引气状态组合压气

+

利用 FINE/Turbo 软件对采用气膜冷却及抽吸气

机（以下简称“防冰引气”
）。计算工质采用理想气体，

技术的旋转机械进行数值模拟，
一般采用 2 种方法求

边界条件设置为：进口给定总压、总温和进气角，出口

解。1 种是划分气膜孔或抽吸孔的网格后直接求解；

给定静压。每个叶片排计算单个通道，给定周期性的

另 1 种是源项法，即采用假设的方法，在叶片表面气

边界，流固结合面给定固壁绝热边界。

膜冷却或抽吸位置相对应的网格点上添加质量源项、
动量源项、能量源项，针对导叶表面喷气，若建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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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通过逐渐加大组合压气机出口截面的静压
获得不同状态点工况。计算得到原始状态的性能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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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流场结果。在防冰引气的计算中，在相同背压原始
状态计算结果中对应的离心叶轮近轮缘引气位置获
取引气温度，从而设定相应的引气量及导叶处的进气
量进行计算。随压气机压比的增大，防冰引气的引气
量和进口导叶的喷气量随着离心外罩引气位置的温
度升高而减少。

k-1
k

*

mout（（
*

浊ice =

Pout
*

Pin

*

（mout-ma）
（
*

*

Tout
*

Tin

*

） -1）
*

-1）+m（
a

Tout
*

Tin

*

-

*

Tin

）+m（
b

Tb
*

Tin

-1）

*

式中：Tin 、
Ta 、Tb 、Tout 分别为压气机进口截面、导叶叶
温，K；
ma、mb、mout 分别为导叶叶片喷气处、离心叶轮

2.1 性能计算公式

引气处及压气机出口截面的流量，kg/s。

总压比、效率和稳定裕度是衡量压气机性能的关

某折合转速下压气机工作的稳定工作裕度 SM 为

键指标，因此，从这 3 方面对组合压气机的性能进行

SM=（

对比分析。
总压比可表示为

*

Pout

（1）

*

Pin

*

式中： Pin 、Pout 分别为压气机进、出口截面的总压，Pa。
不考虑引气及喷气条件下的效率可表示为
（
浊*=

Pout
*

Pin

*

*

（8）

*

*

量和压比；m o 、仔o 为某折合转速对应的工作点上的流
量和压比。
为合理比较 2 种状态下组合压气机性能的变化，

的进口条件，
故需对式（7）进行相应修正，
修正公式为
*

mout（（

-1

*

浊ice =

效率进行了探究，并给出了相应的效率修正公式，但
均不适用于本文防冰引气的情况。为准确评估压气机
在防冰引气条件下的效率，需同时考虑引气及喷气共
同工作的作用。将气流分为主气流、喷气气流及引气
气流 3 部分来对式（2）进行修正。
压气机所需等熵压缩功仅考虑主气流，可表示为
k-1
k

*
*
P
L ad,k =mout k RTin（（ out
） -1）
*
k-1
P

（3）

Pout
*

Pin

k-1
k

） -1）

*

mout（

文献[14-15]分别对引气及喷气条件下的压气机

*

-1）×100%

*

（2）

*

Tin

*

仔 o ms

不包括进口导叶部分。进口导叶处喷气仅改变压气机

） -1

Tout

*

定义第 1 级转子进口截面为组合压气机进口截面，即

k-1
k

*

*

仔 s mo

式中：ms 、仔s 为某折合转速对应的不稳定边界上的流

*

仔*=

Tout
*

Tin

（9）

*

-1）+m（
b

Tb
*

Tin

-1）

带防冰引气前、后压气机的性能特性对比如图
3～5 所示（效率、压比及流量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从图 3、4 中可见，采用防冰引气后，压气机的堵点折
合流量减少了约 0.56%，这是由于部分引气流量被用
于进气道的加热而导致的；在整个流量范围内，压比
及效率均有所降低；就近设计点而言，带防冰引气的
压气机折合流量约减少 0.5%，效率约降低 0.78%，压

in

压气机所需实际消耗功则需考虑主气流、喷气气
流及引气气流 3 部分，分别表示为
L k1=（mout-ma） k R（Tout -Tin ）
k-1
*

*

*
*
L k2=ma k R（Tout -Tin ）
k-1
*
*
L k3=mb k R（Tb -Tin ）
k-1

（4）
（5）
（6）

因此，带防冰引气的组合压气机的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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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Ta

片喷气处、离心叶轮引气处及压气机出口截面的总

2 防冰引气的影响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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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流量 - 压比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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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约降低 0.68%。从图 5 中可见，防冰引气使得组合
压气机的性能整体略有降低。采用防冰引气前、后压
气机的稳定裕度降低了 2.44%，说明防冰引气使得组
合压气机的稳定工作范围明显减小。

（b）无量纲总压分布
图 6 组合压气机进口导叶出口流场

根据计算结果得到的在防冰引气状态下参数的
图 4 流量 - 效率特性

变化见表 1，表中包括了轴流第 1 级转子进口、离心
压气机进口和组合压气机出口 3 个位置，其中近堵
点、近工作点和近喘点均分别在相同背压下进行比
较。从图 6 中可见，在进行防冰引气之后，由于进口导
叶喷入了高温气体，
在各状态下轴流第 1 级转子进口
总温和总压有所升高，折合转速下降。
表 1 防冰引气造成的状态变化

图 5 效率 - 压比特性

轴流第 1 级

2.2 状态比较

转子进口

在防冰引气状态下，
防冰热气从进口导叶吸力面
近尾缘位置进入主流道，
因此对第 1 级转子的进口条

离心压气机进口

件必然产生影响。由于进口导叶尾缘向主流道内喷气
而形成的出口流场如图 6 所示。在 2 种状态下的导叶
出口总温分布如图 6（a）所示，可见在导叶尾缘下游

组合压气机出口

近堵点

近工作点

近喘点

总温变化 /K

1.96

1.81

1.77

总压变化 /%

0.87

0.65

0.58

相对折合转速 /%

99.62

99.64

99.65

总温变化 /K

1.32

1.74

4.79

总压变化 /%

-0.53

0.03

1.07

相对折合转速 /%

99.83

98.08

95.76

总温变化 /K

1.175

2.284

6.592

总压变化 /%

-0.12

-0.11

-0.02

形成了高温区。导叶出口的总压分布如图 6（b）所示，
可见在原始状态下，由于叶片尾迹而产生了低压区；

离心压气机进口总温相对于原始状态的均有不

在防冰引气状态下，由于近尾缘处喷入较高能量气

同程度的升高，从近堵点到近喘点温度的增幅变大，

体，在叶片下游的对应位置形成了高压区。

近喘点温度上升幅度最大，
折合转速降低的幅度也随
之变大。组合压气机出口的变化趋势与离心进口的类
似，
总压的变化相对较小。

3 压气机级间匹配特性分析
压气机进口导叶喷入高温高压气体，导致第 1 级
转子前进口条件变化，轴流第 1 级（不包括进口导叶）
的特性线变化情况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由于原
始状态下堵点到喘点进口条件不变，因此折合转速不
变；在防冰引气状态下进口总温升高，折合转速减小，
（a）总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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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由于从堵点到喘点的过程中进口导叶防冰的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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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热量不断减少，
导致第 1 级转子进口折合转速持续

67

变化。因此，在防冰引气的影响下，
第 1 级转子由于进
口总温升高，折合转速减小，压气机工作点向左移动，
同时进口条件变化，
稳定工作范围明显减小。防冰引气
状态近喘点与原始状态相同背压点的折合流量有较大
幅度减小，
将导致第 1 级较原始状态更早失速，
减小了
压气机的喘振裕度。值得注意的，
由于折合转速下降，
防冰引气状态下近工作点的级效率有所提高。
轴流第 2 级的特性曲线如图 8 所示。与第 1 级相
同的是，堵点折合流量减少，近喘点压比减小,喘振裕
度减小。但是由于特性线左移，
最高效率点左移，
导致

（a）折合转速 - 流量特性

在近设计压比点效率有所提高，
如图 8（c）所示。

（b）压比 - 流量特性

（a）压比 - 流量特性

（b）效率 - 流量特性
（c）效率 - 流量特性

（c）压比 - 效率特性
图 8 轴流第 2 级特性曲线

轴流第 3 级的特性曲线如图 9 所示。与前 2 级不

（d）压比 - 效率特性
图 7 轴流第 1 级特性曲线（不包括进口导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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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是，在原始状态和防冰引气状态下的轴流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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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进口折合流量几乎一

增加，压比喘振裕度略有不足；由于离心叶轮轮缘位

致，喘振裕度降低幅度较

置存在放气，
因此离心级的效率为

小。在防冰引气状态下的

*

浊=

近设计压比点效率略有减
小，如图 9（c）所示。
（a）压比 - 流量特性

（k-1）/k

G out（Pr
*

-1）
*

G out（Tout /Tin-1）+G b（Tb /Tin-1）

（10）

式中：
Pr 为离心压气机压比；Tin、Tb、Tout 分别为离心压
气机进口截面、离心叶轮外罩引气处及离心压气机出
口截面的总温，K；G b、
G out 分别离心叶轮外罩引气处
及离心压气机出口截面的物理流量，
kg/s。由此可见，
防冰引气的离心压气机随着流量的减少，效率相对与
于原始状态降低得更加明显。

（b）效率 - 流量特性

（c）压比 - 效率特性

图 9 轴流第 3 级特性曲线

5 结论
通过 3 维数值模拟计算，对防冰引气条件下的

整个轴流级（不包括进口导叶）的特性曲线如图

组合压气机各级特性与原始状态进行了比较，分析

10 所示。与前文所述的轴流前 2 级的特性趋势基本

了轴流各级和离心级的性能和匹配关系变化，得到

一致，即堵点流量减小，喘振裕度减小，而近工作点压

如下结论：
（1）在整个流量范围内，防冰引气使得压比及效

比下的效率有所提高。
离心压气机的特性曲线如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
见，由于轴流出口总温的升高，离心压气机工作的折
合转速有所下降；
在防冰引气状态下的堵点流量略有

率均有所降低，并且组合压气机的稳定裕度减小了
2.44%。
（2）在防冰引气状态下，进口折合流量有所减少，
轴流转子前折合转速略有下降，轴流压气机作功能力
减弱，但从近堵点到近工作点效率有所提高。
（3）不包括进口导叶的轴流第 1 级特性变化较为
明显，流量范围明显减小，可能是造成整个组合压气
机在防冰引气状态下喘振裕度减小的主要原因。轴流
第 3 级特性变化较小。

（a）压比 - 流量特性

（c）压比 - 效率特性

（4）离心压气机受防冰引气的影响，折合转速降
低，
但堵点流量有所增加，
喘振裕度略有减小，近工作
点到近喘点的效率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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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帽罩表面积冰甩脱位置的数值模拟
傅

亮，陈

勇，
王安正

（上海交通大学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为了更好地理解旋转帽罩表面积冰的甩脱机理和过程，采用水杯法在万能试验机上分别测得积冰 / 铝板界面黏附强度
值和积冰内部拉伸强度值。参考试验测得的这 2 个数据，结合内聚力模型（CZM）和扩展有限元法（X-FEM），在有限元软件 ANSYS 中分
别模拟得到积冰与旋转帽罩之间的界面分离区域和冰形内部裂纹路径及其扩展过程，对旋转帽罩表面积冰甩脱的位置和体积作出
预测。预测结果与帽罩表面积冰甩脱试验结果作比较，证明了 CZM 和 X-FEM 耦合的数值模拟方法可行。为实际工程应用中的热气
或者电防冰系统的布置提供参考。
关键词：积冰甩脱；黏附强度；拉伸强度；内聚力模型；扩展有限元法；旋转帽罩；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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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f Ice Shedding from Spinning Cone
FU Liang, CHEN Yong, WANG An-zheng
渊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and process of ice shedding for spinning cone, the cup method was introduced to

measure the ice/Aluminum interfacial adhesive strength and the ice internal tensile strength. The Cohesive Zone Model (CZM) and the

eXtended Finite Element Method (X -FEM) were introduced to simulate the ice shedding process from a spinning cone. The CZM was
applied to simulate the initiation and propagation of ice/spinning cone interface crack. The X-FEM was introduced to model crack growth
inside the ice. The research metho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ice shedding analysis of other parts of aeroengine. The comparation between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hod is feasible and could also be used to further study optimization of the electro thermal and hot-air deicing system.

Key words: ice shedding曰interfacial strength曰tension strength曰Cohesive Zone Model曰 eXtended Finite Element Method曰spinning

cone曰aeroengine

度等。国内外学者采用了多种试验方法测量积冰 / 金

0 引言

属界面黏附强度[1]，但不同学者提供的结果相差较大。

当飞机在结冰条件下飞行时，发动机的旋转帽罩

Loughborough [2] 发现冰 / 铜和冰 / 铝界面黏附强度分

会因为大气中过冷水滴的撞击、
积聚而结冰。帽罩积

别为 0.85 MPa 和 1.52 MPa；Druez[3]发现冰 / 铝界面黏

冰会影响发动机进气流场，降低气动性能，并且甩脱

附强度在 0.075～0.12 MPa 间随表面粗糙度的增大

的积冰可能会打坏风扇叶片甚至压气机部件，影响飞

而增大；Raraty 和 Tabor [4] 试验发现，在 -6 ℃和 -15

行安全。因此有必要对帽罩积冰在甩脱的具体位置及

℃条件下，冰 / 抛光不锈钢界面黏附强度分别为 0.03

体积进行预测，为实际工程应用中的热气防冰或电防

MPa 和 0.16 MPa；丁金波等 [5]也通过试验对不同粗糙

冰系统的布置提供参考。

度金属表面的积冰黏附性能做了研究，黏附强度数值

积冰 / 界面黏附强度与很多因素有关，比如基底

在 0.02～0.13 MPa 之间；李清英等 [6]利用电脉冲除冰

材料的表面特性、
积冰的形成条件、空气温度、冻结速

系统来减小积冰的黏附强度；W. Dong 等 [7]对旋转帽

收稿日期：2016-04-3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376122）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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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进行热分析，利用热气来减小积冰的黏附强度。

用夹具将铝板固定在拉伸机底座上，水杯端通过 1 段

冰内部物理属性也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环境

柔性连接固定在上方夹具上。设置拉伸机向上位移速

温度、形成方式、杂质比例等，不同试验测得的冰内拉

度参数为 5 mm/min，最大位移量为 20 mm，启动拉伸

伸强度差别也很大。Xian 和 Scavuzzo[8]发现当测试温

机，直到水杯中冰块与铝板界面完全分离后停止，输

度从 -23.3 ℃升高到 -3.9 ℃的过程中，积冰拉伸强

出拉力与时间的关系图像，得到过程中最大拉力值

度从 1.172 MPa 减小到 0.827 MPa；
Reich 试验测得

Fmax 和水杯冰块本身的重力值 G clamp，则界面黏附强度

霜冰和明冰的拉伸强度不一样，霜冰的拉伸强度是

滓n 为

[9]

滓n= Fmax-G clamp
S

0.12 MPa，明冰的拉伸强度为 0.62～2.3 MPa。
本文利用水杯法分别测量得到积冰 / 铝板界面
黏附强度值和积冰内部拉伸强度值，然后在有限元
软件 ANSYS 中，利用内聚力模型定义冰形与帽罩表
面接触单元，模拟得到冰形与旋转帽罩之间的界面
分离区域；利用扩展有限元法模拟得到积冰内部裂

（1）

式中：S=3.14×10-4 m2，为界面接触面积，即水杯底面
积；
滓n 为积冰 / 铝板界面黏附强度，为了减小试验误
差，
多次重复试验取平均值，最终算得 0.07 MPa。
万能拉
伸机

纹路径及其扩展过程，最终预测旋转帽罩表面积冰

传感器
计算机

甩脱的位置和体积，并与之前学者的试验结果 [10] 进
行比较。

水杯
铝板

1 试验方法

固定底座

理论上只有当界面分离和冰内部裂纹同时出现
时，旋转帽罩表面的积冰才会发生甩脱，如图 1 紫色
方框部分所示。积冰与帽罩表面界面分离的难易是由
积冰 / 界面黏附强度决定的，而冰内部裂纹形成的难
易是由积冰内部拉伸强度决定的。

E1, 滋1

1.2 积冰内部拉伸强度测试
同样采用水杯法测量积冰内部拉伸强度如图 3
所示。将 2 个完全相同的水杯对接好，
并注入适量水，
放置冰柜中冻结 24 h 后，2 个水杯通过其中的 1 块
整冰牢固地黏在一起，将 2 个水杯上下固定在拉伸试

Centrifugal Force

Material 1（ice）

图 2 积冰 / 铝板界面黏附强度测试装置

Crack in ice
(XFEM)

Shedding

验机上，拉伸机参数设置与第 1.1 节的相同，启动拉
伸机，直到 2 个水杯完全分离后停止，输出拉力与时

Interface separation
(CZM)

间的关系（图 3），
得到过程中最大拉伸应力 F 'max 和夹
具本身的重力 G'clamp，则利用式（1）计算得到积冰内部

Material 2（spinning cone）
E2, 滋2

拉伸强度 滓t=0.38 MPa。
220 N

20 mm

图 1 旋转帽罩表面积冰甩脱

Fmax

1.1 积冰 / 铝板界面黏附强度测试
采用水杯法测量积冰 / 铝板界面黏附强度如图 2
5N

所示。其中 1 为数据采集计算机，内置测试软件为
Material Test4.1；
2 为 UTM6104 万能拉伸试验机；
3为
量程为 500 N 的拉力传感器；4 为倒置的水杯，杯口

图 3 冰拉伸强度试验装置及结果

直径为 20 mm；5 为铝板；6 为拉伸机固定底座。测量

2 数值方法

前，先通过水杯底面的小孔给杯中注入 3 mL 蒸馏

2.1 内聚力模型

水，约占水杯容积的 2/3。然后将水杯和铝板整体放入
冰柜里，冰柜温度设置为 -15 ℃，冻结 24 h 后取出，

PDF pdfFactory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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蓸 GG 蔀 + 蓸 GG 蔀 =1

面积冰的甩脱问题。内聚力模型通过 ANSYS 软件中
的接触单元来实现，如图 4 所示。OB 显示了线弹性加
载阶段，BD 为线性软化阶段。在 B 点法向 / 切向接触

其中

G n=

性。一旦达到材料的开裂强度（B 点），其损伤会随循
环载荷的增大而累积，而在起裂后的加载 / 卸载过程

（2）

式中：
i=n,t,m，分别对应纯法向型、纯剪切型和混合模
式裂纹。界面损伤程度 di 定义为

蓸

蔀

（3）

（10）

t

D

的断裂能 G c=0.2 N/mm。
扩展有限元法
扩展有限元法由 Belytschko 和 Black

[13]

首先提

出，方修君等 利用扩展有限元法对 3 点弯梁的开
裂过程进行了模拟。应用扩展有限元法时，不需要
材料 1

C

是界面黏附强度 滓max 和界面断裂能 G c，数值模拟中

[14]

内聚力区

F

实时地对裂纹尖端区域重新进行网格划分，因为与
传统有限元法相比，扩展有限元法修正了有限元的

E

位移函数，改进了对不连续边界的描述方法，使其

材料 2

滓

独立于网格划分，扩展有限元法的位移函数为

B

滓max

t

（9）

n

利用 ANSYS 中的内聚力模型对积冰 / 帽罩界面

2.2

1
di= 1字
驻i

B

（8）

破坏区域进行模拟，模拟过程中最重要的 2 个参数
滓i=K i啄（1-d
i
i）

A

n

t

中，其斜率与界面损伤程度 di 有关，界面应力 滓t 与开

O

t

ct

乙 滓 d啄
G = 乙 滓 d啄

应力达到最大值，OB 的斜率代表了材料的脆性或黏

裂位移 啄i 的关系式为

n

cn

F

传统有限元部分
ui +移H（x）N（x）
琢i+
u（x）=移N（x）
i
i

C

A

i沂 I

斜率为 K i

O

D
啄0

啄max

移N（x）移F（x）b

E
啄f

啄n

2
2
驻n= 啄n ，驻t= 啄t ，驻m= 姨驻n +驻t
啄軃
啄軃
n
t

（4）

i

（11）

为传统有限元法节点 i 位移矢量；琢i 为节点 i 的扩
j

展自由度变量；F（x）
为裂纹尖端弹性渐 进函数；b i
j
为裂纹尖端节点自由度变量；H（x）为阶跃函数
H（x）=

c

啄
）=（ c t ）
啄n -啄軃
啄t -啄軃
n
t

（5）

c

三角形 OBD 的面积为界面断裂过程中释放的能
量即断裂能 G c，
一般通过试验获得，
其表达式为
G cn= 1 滓n,max 啄n,max
2
G ct= 1 滓t,max 啄t,max
2

j

式中：N（x）
为节点 i 对应的传统有限元法形函数；ui
i

表示为

啄n

j沂j

j

改进部分

当 驻i≤1 时 di=0，而 驻i≥1 时 0<di ≤1，其余参数

字=（

i

i沂 I

图 4 内聚力模型

c

i沂 I

嗓

+1,（x*-x）
·n<0
-1,（x*-x）
·n>0’

（12）

式中：x* 为考察点 x 在裂纹面上的投影点；n 为裂纹
面的单位外法向。
利用 X-FEM 模拟冰形内部具体的裂纹路径，设
置正确的裂纹初始单元十分重要，
所以要先对冰形内

（6）
（7）

积冰 / 帽罩界面分离既不是单纯的法向分离，

部作应力分析，
找到最大应力位置，参考试验值，设置
极限拉伸强度为 0.38 MPa。
2.3 数值模拟流程
分别利用 ANSYS 中自带的内聚力模型和扩展有

又不是单纯的切向滑移，在这种混合模式下，断裂

限元方法对积冰 / 帽罩金属表面的界面分离及积冰

能满足

内部的裂纹扩展进行模拟，分析流程如图 5 所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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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缺少冰风洞等试验条件，帽罩、冰形几何模型的选

之间建立接触对，采用 2 维 3 节点接触单元 CON-

择与文献[10]的相符。王健等通过试验手段分析旋转

TA172，帽罩表面设为目标面，冰形界面设为接触面，

帽罩表面冰生长 / 脱落过程，
得到如图 6（a）的几何模

法向和切向刚度均采用默认值，接触类型设为初始接

型，本文利用 GetData 提取出帽罩及最厚的冰形曲线，

触类型。约束和载荷条件与文献[10]的一致，
在帽罩底

在 ANSYS 里完成几何建模，
几何模型中旋转帽罩的锥

面 所 有 节 点 设 置 轴 向 约 束 ， 帽 罩 100% 转 速 设 为

底直径为 100 mm，
锥角为 84毅。胡娅萍等 发现帽罩锥

1591.74 rad/s，
计算求解。积冰与旋转帽罩接触应力分

角的不同对积冰影响很大。积冰的物性参数如下，
密度

布如图 7 所示，根据最大应力强度准则，当界面应力

为 897 kg/m ，弹性模量为 9000 MPa，泊松比为 0.325，

等于 0.07 MPa 时，假设该

拉伸强度设为 0.38 MPa；
帽罩部分的物性参数如下，
密

部分界面发生分离，分离

度为 2700 kg/m3，弹性模量 70 GPa，泊松比为 0.3，积

界面如图 8 红色区域所

冰在帽罩表面的黏附强度设为 0.07 MPa。

示。当帽罩转速递增时，损

[15]

3

应力 /MPa
1360.31
11872.6
22384.9
32897.2
43409.5
53921.8
64434.1
70000.0
70000.1

伤系数最大的位置始终不
帽罩、冰形几何建模

变，距积冰底面 17.5 mm， 图 7 积冰 / 帽罩界面接触
积冰物性参数

应力分布

如图 8 所示。

帽罩、冰形有限元建模

应力 /MPa

应力 /MPa

0.021160

0.063362

0.042321

0.126723

0.063481

0.190085

0.084641

0.253447

0.105801

0.316808

0.126962

0.380170

0.148122

0.443532

0.169282

0.506893

冰形内部应力分析
找出应力最大位置

建立接触单元
分析界面应力

内聚力模型（CZM）
局部界面分离区域

0

0

扩展有限元（XFEM）
冰形内部裂纹路径

0.570255

0.190443

（a）70%转速下 di 分布

应力 /MPa

（b）80%转速下 di 分布

应力 /MPa

0

0

0.092721

0.110734

0.185442

0.221468

0.278163

0.332202

0.370884

0.442936

0.463605

0.553670

0.556326

0.664404

有限元模型如图 6 所示。其中图 6（b）为帽罩和

0.649047

0.775138

0.741768

0.885872

冰形 2 维有限元网格，紫色为帽罩部分，有 2556 个四

0.834489

综合分析
积冰甩脱位置

图 5 数值模拟分析流程

边形网格，积冰部分有 568 个四边形网格。模拟过程

（c）90%转速下 di 分布

中进行过网格无关性检验，发现加密网格对结果影响

1.0

不大。

0.8

0.996606

（d）100%转速下 di 分布

100%
90%
80%
70%

17.5 mm

0.6
0.4

积冰

0.2

84°

0
帽罩

（a）几何模型

0.02
0.03
axial location/m

0.045
0.04

（e）不同转速对比曲线

（b）2 维有限元模型

图 8 不同转速下界面损伤系数 di 分布

图 6 积冰 / 帽罩几何和有限元模型

3 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3.2 冰形内部应力
在模拟积冰内裂纹路径之前，
要先对积冰作整体

3.1 界面分离区域
采用 ANSYS 内置的内聚力模型模拟界面分离区
域，因为几何模型的对称性，在冰形和旋转帽罩表面

PDF pdfFactory Pro

0.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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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分析，找到冰形中拉伸应力最大的位置，以便准
确设置裂纹初始单元。计算过程中的接触、
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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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条件设置参照第 3.1 节，积冰在特定转速（70%、

应力 /MPa

80%、
90%、100%） 下内部拉伸应力分布如图 9 所示。

42232.3

从图中可见，随着转速的增加，最大应力位置保持不

126696

变（恰好距离积冰最底部也是 17.5 mm，与图 8 界面

211161

损伤系数最大的位置相一致），该位置是冰内最容易

295625

.189515
84464.4
168929
253393
337857

发生断裂的位置，
应该在该区域设置裂纹初始单元。
应力 /MPa
-11815.6
8310.41
28436.4
48562.5
68688.5
88814.5
108941
129067
149193
169319

（a）70%转速

应力 /MPa
-17014.5
11967
40948.5
69930
98911.5
127893
156874
185856
214837
243819

350000
300000

图 10 裂纹完全扩展拉伸应力
应力 /MPa
NODAL SOLUTION

应力 /MPa
-23158.6
16288.4
55735.4
95182.5
134629
174077
213524
252971
292418
331865

应力 /MPa
-30248
21274.6
72797.3
124320
175843
227365
278888
330411
381933
433456

应力 /MPa

.271E-10

.335E-10

NODAL SOLUTION

.670E-10

.542E-10

.101E-09

.813E-10
.108E-09

a

（b）80%转速

（c）90%转速
400000

380089

.134E-09

b

.136E-09

.168E-09

.163E-09

.201E-09

.190E-09

.235E-09

.217E-09

.268E-09

.244E-09

.302E-09

应力 /MPa
NODAL SOLUTION

.410E-10

应力 /MPa
NODAL SOLUTION

.931E-08

.123E-09

.140E-07

.164E-09

c

.205E-09

（d）100%转速
17.5 mm

.465E-08

.821E-10

.186E-07

d

.233E-07

.246E-09

.279E-07

.287E-09

.326E-07

.328E-09

.372E-07

.369E-09

.419E-07

图 11 裂纹扩展过程

70%
80%
90%
100%

中积冰甩脱瞬间如图 12（a）所示。从图中可见，试验

250000
200000

中距离积冰底部 5~20 mm 的区域的积冰发生甩脱。

150000

本文积冰甩脱位置的模拟结果如图 12（b）所示，其中

100000

紫色线框部分是积冰预测甩脱区域，与积冰底部的距

50000
0.0275
0

0.01

0.02
0.03
axial location/m

0.045
0.04

0.05

（e）不同转速对比曲线
图 9 不同转速冰形内部拉伸应力分布

离在 3~17.5 mm 之间，积冰甩脱的位置都是在靠近积
冰底部的后半段，说明本文采用的内聚力模型和扩展
有限元法耦合的数值模拟方法可行。

3.3 冰形内部裂纹扩展
扩展有限元法模拟冰形内部具体的裂纹位置，以
最大拉应力理论作为积冰内部断裂准则，极限拉伸强
度为 0.38 MPa。由于冰形周向对称，所以可以将整体
冰形简化为 2 维进行处理，总时间设为 1，最小时间
步长设为 0.0001。裂纹扩展路径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

（a）试验中积冰甩脱瞬间

可见，裂纹近似平行于轴线方向，裂纹尖端的拉伸应
力为 0.38 MPa，
与极限拉伸强度相一致。裂纹扩展过
程 4 个时刻裂纹附近的位移如图 11 所示，裂纹扩展

4 结论
本文利用水杯法分别测量积冰 / 铝板界面黏附

顺序由 a 至 d。

强度值 滓n 和积冰内部拉伸强度值 滓t；并采用数值模

3.4 模拟结果验证
王健等 [10]利用高速摄影机拍摄的帽罩旋转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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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积冰甩脱模拟

图 12 试验结果与模拟结果的对比

拟方法，利用内聚力模型对界面接触单元进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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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等：旋转帽罩表面积冰甩脱位置的数值模拟

对界面分离区域进行预测，再利用扩展有限元法对积
冰内部应力位置进行裂纹初始单元设置，进而有效模
拟出积冰内部裂纹扩展路径，最终确定积冰甩脱位
置，主要结论如下：

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electro-impulse de-icing system[J].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2012,27(2):350-356.（in Chinese）
[7] Dong W，Zhu J ，
Zheng M. Thermal analysis and testing of a cone with
leading edge hot air anti-icing system[R]. AIAA-2014-0739.
[8] Xian X，
Chu M L，
Scavuzzo R J，
et al. An experimental evaluation of

（1）内聚力模型与扩展有限元法的耦合能有效地
模拟预测得到帽罩表面积冰甩脱的位置，也为其他部
件表面积冰甩脱的分析提供新的思路。
（2）当试验环境温度在 -15 ℃时，由水杯法测得
的积冰 / 铝板界面黏附强度为 0.07 MPa，积冰内部拉

the tensile strength of impact ice [J].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Letters，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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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有效面积作用的膜盒式压力比
敏感元件设计
王战生 1，
崔国序 2
（1.中航工业太原航空仪表有限公司，太原 030006；2.中航工业长春航空液压控制有限公司，长春 130102）
摘要：为研究膜盒作为压力比敏感元件对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整体性能的影响，对 1 种航空发动机的气动式防喘放气活门结
构和工作原理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膜盒式压力比敏感元件的概念。以力平衡方程为基础建立了敏感元件膜盒的简化物理模型，给出
了不同压力比膜盒的结构参数设计方法。结果表明：膜盒有效面积比参数与压比参数呈反比关系，改变膜盒的有效面积比即可调整
工作压比。根据该方法设计的不同压比膜盒已在多型发动机防喘放气活门中应用。
关键词：敏感元件；压力比；膜盒；
有效面积；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31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6.05.01 3

Design of Capsule Pressure-Ratio Sensitive Element Based on Effect of Effective Area
WANG Zhan-sheng1袁CUI Guo-xu2
渊1.AVIC Taiyuan Aero-instruments Co.,Ltd. Taiyuan, China,030006; 2. AVIC Changchun Aviation Hydraulic
Controls Co.,Ltd.Changchun, China,130102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research the influence of capsule pressure-ratio sensitive element on performance of aeroengine control system,

the structure and working principle of an aeroengine pneumatic anti-surge bleed valve were analyzed and the concept of capsule pressure-

ratio sensitive element was performed. The simplified physical model of the sensitive element capsule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equilibrium equation, as well as the method of parameter design of different pressure-ratio capsu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ssure-ratio
parameter i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e effective area parameter. The pressure -ratio will change with the effective area changing. The
different pressure-ratio diaphragm has been used in multi type engines anti-surge bleed valves according to the design method.
Key words: sensitive element; pressure-ratio; capsule; effective area; aeroengine

本文介绍了 1 种组合嵌套焊接波纹管结构的膜

0 引言

盒式压力比敏感元件，可以不需要结合分压器而独立

压力比敏感元件是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中的重

用于压力比测量控制。与分压器式压力比敏感元件相

要基础元件，其稳定性和动态性能直接影响控制系统

比，
膜盒式压力比敏感元件的准确度和工作稳定性有

的整体性能 。膜片、膜盒等机械式弹性敏感元件常作

明显改善。

[1]

为压力、压差敏感元件使用，但无法直接用于压力比
测量。用于压力比测量时，需增加分压器组合工作[2]。

1 膜片、膜盒及焊接波纹管概述

某型涡扇发动机的涡轮膨胀比调节器中即采用分压

膜片是金属材料制成的带有多圈同心波纹、硬中

器式的压力比敏感元件用于测量控制机构，但其工作

心和环形边缘的薄片，常用材料有锡青铜、铍青铜、不

稳定性不够理想[3]。

锈钢、精密合金等，按形状分为平膜片和波纹膜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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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片的刚度较大，允许的中心位移小，压力与输出位
移大致呈抛物线关系；波纹膜片的刚度较小，允许的
中心位移比平膜片的大，
压力与输出位移可以呈线性
关系。波纹膜片波形种类如图 1 所示，其中包括正弦
形、梯形、三角形、圆弧形等[4]。
啄
（a）

H
l

a

（b）

H

l
（c）

H

l

（d）

l

R3

H

图 1 波纹膜片波形种类
图 3 各类波形的焊接波纹管

膜盒由 2 个波纹膜片沿周边焊接构成。将几个膜
盒沿硬中心依次叠加起来便是膜盒组（串）。膜盒的位

称压比。空气（或燃气）压力比是表示发动机性能或工

移是 2 个膜片位移之和，
膜盒组（串）的位移是各膜盒

作状态的重要参数，例如压气机的增压比、涡轮的膨

位移之和（膜盒组如图 2 所示）。

胀比等。典型的机械式压力比敏感元件如图 4 所示。
其由分压器和薄膜式压力（差）敏感元件组成，用来测
量 p 3 与 p 2 的比值 着3= p 3 /p 2。其中，分压器由 2 个节流
嘴和一定容积的中腔（分压室）构成，分压器的中腔与
薄膜式压力 （差） 敏感元件的上腔相通，薄膜式压力
（差）敏感元件的下腔作用有 p 3 气体。进入分压器的进
气压力为 p 2 ，中腔压力为 p 1 ，出口压力为 p（通常为
0
环境压力），p 2 >p 1 >p 0，并且 p 1 / p 2= 常数[1]。

图 2 膜盒组

膜盒根据结构可分为开口膜盒与闭口膜盒。开口

p0

p2

膜盒又称为压力膜盒，可以用来测量膜盒内外的压力
差；闭口膜盒又有真空膜盒与充填膜盒之分，真空膜
p1

盒可以测量外部的绝对压力值，
在闭口膜盒内充填气
体、液体或饱和蒸汽，可以感受外部环境温度的变化
输出位移或力[4]。

p3

焊接波纹管采用多组环形膜片沿内外边缘依次
焊接组合而成。与液压成形波纹管相比，焊接波纹管
具有形状尺寸精度高、性能精度高、
性能一致性好、压

图 4 分压器式压力比测量元件原理

缩量大等优点。各类波形的焊接波纹管如图 3 所示。
根据膜片波形可分为对称式波形（图 3 中左列）和层
叠式波形（图 3 中右列） 。
[5]

某型发动机的防喘放气活门中，使用了 1 种并联
组合嵌套结构的焊接波纹管式压力比敏感元件（简称

以上几种类型的弹性敏感元件都可以用来感受

膜盒）。与分压器类型的压力比敏感元件相比，该膜盒

测量发动机控制过程中的各类压力、压差参数，但不

压比元件具有尺寸紧凑、质量轻、控制精度高和性能

适用于压力比的测量。压力比即 2 个压力的比值，简

稳定可靠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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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放气活门中的压比膜盒

活门控制部分
信号输出部分

压力控制部分（膜盒）

在航空发动机中，防止压气机喘振极其重要，某
型发动机采用放气活门防止发动机喘振，
该型放气活
门带有可以测量空气压比的膜盒。这种膜盒是放气活

P2

门中的核心部件。放气活门原理如图 5 所示 。
[6]

P2
A

B

活塞腔

薄膜控制腔
P0

图 6 放气活门结构

活塞
微型开关
P'1

放气活门开 / 闭的准确性非常重要，准确测量

压比测量膜盒

P2/P0 是关键。膜盒是放气活门中测量 P2/P0 压比的核
扇形齿轮
信
号
旗

心敏感部件。

活门

3

图 5 放气活门工作原理

膜盒的结构与压力比特性分析
膜盒剖视和结构分别如图 7、8 所示。膜盒由一大

该型航空发动机的压气机有 2 级，放气活门装在

一小 2 个焊接波纹管并联嵌套后通过上膜片、中心杆

压气机机匣上，与 2 级压气机之间的空气流道相通。

与底座组合焊接而成，2 个焊接波纹管与上膜片、中

放气活门打开时可以放出 2 级压气机之间的空气，使

心杆与底座组合形成的封闭腔为真空状态。底座上安

压气机工作线远离喘振边界，避免压气机喘振[9]。

装有止动套，常压下与中心杆底部接触止动[15]。

放气活门根据发动机第 2 级压气机后的空气压
力与大气压力的比值（P2/P0）控制开闭。

中心杆

P0

真空腔

上膜片
大膜片

在发动机停车时，放气活门处于打开位置。在发

小膜片

动机起动后，P2/P0 逐渐增大，当达到设定数值时，放

止动套

气活门关闭，此时压气机工作线已经远离喘振边界。
在发动机减速过程中，P2/P0 逐渐减小，当达到设定数
值时，放气活门打开。
放气活门的膜盒感受 P2 和 P0，膜盒内部作用着

P2

图 7 膜盒剖视

底座

图 8 膜盒结构

在膜盒工作时，
外界环境压力 P0 不变的情况下，

P2 空气压力，膜盒外部作用着 P0 空气压力。在发动机

随内腔压力 P2 增大（P2/P0 增大），膜盒中心杆与止动

加速过程中，当 P2/P0 增大到调定值时，膜盒因伸长而

套脱离止动并产生向上的位移，直至 P2 达到规定值，

关小薄膜控制腔的泄漏口，控制腔（节流嘴 B 下游）

位移达到最大值；
反之，内腔压力 P2 减小（P2/P0 减小）

压力升高，薄膜左移关闭活塞腔的泄漏口，活塞腔内

时，膜盒中心杆逐渐向下位移，直至与止动套接触止

压力升高，活塞克服弹簧力下移，通过扇形齿轮将活

动。外界环境压力 P0 对应于不同的飞行高度。膜盒中

门关闭。

心杆位移同时取决于 P2、P0 的影响，膜盒的最大位移

在发动机减速过程中，当 P2/P0 减小到调定值时，

值与 P2/P0 的比值相关。以上特性也决定了放气活门

膜盒收缩，
薄膜右移，
活塞腔内压力降低，活塞在弹簧

在不同飞行高度的动作

力作用下上移，通过扇形齿轮打开活门。

点仅与 P2/P0 相关，而不

放气活门安装在压气机机匣锥形段上方，主要结
构由 3 部分构成（如图 6 所示）：
（1）压力控制部分（包

受飞行高度气压 P0 绝对
值的影响。

括膜盒、
气滤组件、
节流片、
稳流片）；
（2）活门控制部分

简化的膜盒物理模

（包括齿套、
弹簧、
齿轮、
轴封、
活门壳体组件等）；
（3）信

型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

号输出部分（包括微动开关、
滚轮弹性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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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图 9 简化物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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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 个不同端面积（A 0、
A 2）的活塞，该端部面积对应

表 2 焊接波纹管参数计算

于焊接波纹管的有效面积 A 0。2 个活塞构成组合体，

所求项目

已知参数

分别感受相向的均布压力 P0、P2 作用，当 P2×A 2>P0×

名称

符号及数值

名称

A 0 时，F2>F0，中心杆向上移动，反之向下移动。P2 ×

外半径

R=24.5 mm

波深系数

k= R
r

内半径

r=18.25 mm

波高系数

k 1= H
h

根 据 力 平 衡 方 程 P2·A 2=P0·A 0， 可 得 P2：P0=A 0:

膜片厚度

h=0.125 mm

无量纲刚度

A 2。亦即感受 P0、P2 的焊接波纹管有效面积之比等于

波纹高度

H=1.0 mm

A 2=P0×A 0 时，组合体两端力平衡，膜盒中心杆处于动
作点位置[7]。

压缩比的反比。通过对样件膜盒结构参数的分析和验
算，证实了上述关系。膜盒参数计算对比见表 1。从表
中可见，某型膜盒的 A 0/A 2=5.9，放气活门 P2/P0=6，二

在满足强度、耐压和工艺性等要求的前提下，应尽可

3

有效面积

R

400 0.8

K=20.2（N/mm）
A=14.3 cm2

軍 軍
H =2 滓w 滓p
h
125 0.25
12
12
20 100 0.20

r

500 1.0

1 =8
0.125

K=218

K= K仔Eh
nR 2
A=f0πR 2

刚度

能减小其刚度值。

4 膜盒设计与计算

k 1=

f0=0.76

K f0

焊接波纹管的刚性反力作用。在设计焊接波纹管时，

k= 24.5 =1.34
18.25

K, f0

有效面积

弹性模量 E=1.96×105 MPa

者基本一致。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简化模型中忽略了

计算结果

无量纲

n=22

波片数

公式

26

在将膜盒用于其他压比控制用途时，需改变膜盒
结构参数来调整 A 0/A 2。放气活门用于其他涡轴发动

300 0.6

f0

机时，因发动机总增压比发生变化，活门工作点也必
须随之变化，其中核心部件膜盒的结构性能参数需相

200 0.4

应变化。例如 BB、CC 型号发动机分别提出工作点为
4、5、
7、9 等压比参数的需求，原有的压比为 6 的膜盒
无法满足需求。保持膜盒 A 0 不变，调整 A 2 的大小，从
盒外形尺寸保持不变，避免了放气活门配合安装零件
变化，减少了设计变更环节，
简化了工艺难度，保持零

0

0

25 0.05

K

1.2

1.6

2.0

2.4

0.15

50 0.10

H =2~26
h
軍w
滓

100 0.2

而改变 A 0/A 2，使之与目标压比值一致。这样做使得膜

軍p
75
滓
H =2~26
h

k=R

0

軍w，滓
軍p 的曲线
图 10 确定平板型波纹管 f0，K，滓

组件通用性，提高设计标准化程度（表 1）。
表 1 膜盒参数计算对比
型号

P2/P0

A 0/A 2

A 0/cm2

A 2/cm2

AA 机

6

5.9

14.3

2.44

BB 机

4

4.1

14.3

3.48

CC 机

9

9.1

14.3

1.58

焊接波纹管有效面积 A =f0πR 2，表示波纹管输出
的集中力与输入的均布力之比，
cm2，反映了波纹管的
图 11 膜盒压比 - 位移特性曲线

均布力转化能力。式中符号含义及计算示例见表2[5]。
根据以上方法设计的压比为 4 的膜盒已装于 BB

条曲线斜率虽然不同，但全部汇聚于 1 点，说明膜盒

发动机，工作情况良好。压比为 9 的膜盒的特性曲线

在该点的位移只与压比相关，而与 P0 值无关。该点对

如图 11 所示，
目前正在试制、验证过程中。从图中可

应的压比值即膜盒压比动作点，是由膜盒结构参数决

见，
4 条曲线代表同一膜盒 4 种 P0 状态 （对应于气压

定的固有属性，不受外界其他参数变化的影响。在深

高度 0、3000、4500、
6000 m） 下的压比 - 位移关系，4

入分析其工作原理的基础上，进行逆向工程设计，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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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有效面积作用原理，调整膜盒内部小膜盒串的膜片
直径尺寸，
即可获得 4～10 范围的任一压比结果。在
不改变放气活门的结构参数和安装尺寸的前提下，实
现放气活门产品的系列化，满足了更多发动机型号的
使用需求。

gine WZ-8 [J]. Gas Turbine Experiment and Research，
2003，16（5）：
14-17. (in Chinese)
[7] Mario Di Giovnanni. Flat and corrugated diaphragm design handbook
[M]. New York：
Marcel Dekker Incorporation, 1982：
251-253.
[8] 王战生.弹性敏感元件的真空焊接封接[J]. 电子工艺技术，1997（5）：
101-103.
WANG Zhansheng. Welding vacuum package of elastic sensitive ele-

5 结束语

ments [J]. Electronics Process Technology,1997 （5）:101-103.(in Chi-

该膜盒式压比敏感元件结构设计独特，在 1 个组
件上嵌套 2 只焊接波纹管，
使元件在承受内压和外压
时具有了 2 个不同的有效面积值，
从而实现压力比的
测量。大小 2 只焊接波纹管的有效面积之比与膜盒压
比性能呈反比关系。

nese)
[9] 旷桂兰，姚峥嵘，王道波，等. 某涡轴发动机整机逼喘试验研究[J].
航空动力学报，
2009，
24（3）：
588-595.
KUANG Guilan,YAO Zhengrong,WANG Daobo,et al. Surge experimentation research for a whole turbine-shaft engine [J].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 2009,24（3）:588-595.(in Chinese)

与分压器式压力比测量元件相比，该膜盒式压比

[10] 邢益临，彭国平，马水全.某型涡轴发动机台架试车喘振故障分析

元件具有尺寸紧凑、质量轻、控制精度高和性能稳定

[J]. 航空维修与工程，2008（4）：
23-24.

可靠等优点。在使用特性方面有以下不同之处：
首先，

XING Yilin,PENG Guoping,MA Shuiquan.The surging failure analysis

该膜盒适用于 2 个绝对压力之比值的测量控制；其
次，该膜盒工作时需要由止动状态到达规定压比工作
点，而不是在压比变化时由平衡状态输出位移。

of a turbo shaft engine in the land-testing [J].Aviation Maintena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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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速轴流压气机旋转失速演化机制研究
贺

象 1，
银越千 1，黄生勤 1，马宏伟 2，
魏

巍2

（1.中国航空机械动力研究所，湖南株洲 412002；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为深入探讨轴流压气机旋转失速机理，利用全环非定常数值模拟在出口边界添加节流阀模型模拟压气机节流过程，通
过试验测量与数值模拟结果对比分析，澄清了低速轴流压气机失速先兆及失速团的产生和演化过程。研究结果表明：压气机在转子
叶片安装角存在几何偏差的情况下，spike 型失速先兆是由 2 阶模态的整阶扰动演化而来，并最终直接形成 2 个大尺寸全叶高的失
速团；与轴对称转子模型相比，考虑存在几何偏差的转子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更为接近试验测量结果。
关键词：轴流压气机；全环非定常数值模拟；节流阀模型；失速先兆；失速团；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 .3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6.05.01 4

Investigation on the Rotating Stall in a Low-Speed Axial Compressor
HE Xiang1袁YIN Yue-qian1袁HUANG Sheng-qin1袁MA Hong-wei2袁WEI Wei2
渊1. AVIC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 Zhuzhou Hunan, 412002袁China曰 2.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Beihang University袁Beijing 100191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axial flow compressor rotating stall mechanism, the compressor stall process was simulated

via the methods of full-annulus unsteady numerical simulation in which a throttle model was imposed on the outlet boundary. Wit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results, the gener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stall inception and the stall cell in a

low-speed axial-compressor was clarifi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wo spike inceptions are induced by the shaft order perturbations of the
second order and evolve into two full -span stall cells in this compressor in the case of some deviation in the rotor blade stagger angle.

Comparing with the symmetric rotor model, the numerical results of the rotor model with geometry deviation agreed well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Key words: axial compressor曰full-annulus unsteady simulation曰throttle model曰stall inception曰stall cell曰aeroengine

压气机和涡轮在实际加工和装配过程中难免出

0 引言

现偏差，一般可分为 2 类：1 类是固定在绝对坐标系

旋转失速会造成压气机性能急剧下降，严重时可

下的机匣圆度、机匣与转子同心度偏差造成的叶尖间

能对压气机造成机械损伤，对发动机安全具有极大危

隙不均匀，其不但会造成压气机性能降低，在近失速

害。因此，
弄清其产生机理和发展过程一直是重要的

点还会产生短尺度非定常扰动，并可进一步发展成

研究方向。

spike 失速先兆 [4-6]；另 1 类是固定在相对坐标系下的

20 世纪 90 年代的大量研究表明，失速团形成之

转子叶型的几何偏差，该情况形成了 Day 等 [3]所发现

前存在失速先兆，
一般可分为 2 类：模态波先兆[1]和突

的整阶扰动。其在很多压气机上均有不同程度的体

尖波先兆[2-3]。此外，还存在高频失速、整阶扰动等先兆

现，不仅出现在近失速点 [6-7]，还可能出现在远离稳定

扰动形式[3]。整阶扰动的周向传播速度和方向与压气

边界的设计点[8]，而且在整机环境的压缩部件试验中

机旋转速度相同，Day 等 [3]认为该扰动的形成与压气

也观察到这种扰动形式[9]。

机几何偏差（几何不对称性）存在很大关系。

近年来，采用 3 维黏性多通道甚至全环的非定常

收稿日期：2016-03-27
作者简介：贺象(1984)，男，工程师，主要从事压气机气动设计工作；E-mail：
4121301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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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模拟也可以捕捉到压气机失速先兆以及旋转失
[10]

速的发展过程。Hoying 首次捕捉到突变型失速先兆

2 数值模拟方案
在压气机分解过程中对转子几何参数进行计量，

扰动，指出泄漏涡是否溢出相邻叶片前缘可作为压气

发现该压气机转子存在明显的几何偏差[16]，其中由安

机是否失速的判段依据，Vo 等 [11]进一步完善了该判

装角不均匀产生的影响最大。本文压气机数值计算模

断准则。随后，Gourdian 等 和 Chen 等 分别针对低

型包括转子叶片安装角周向均匀和非均匀 2 种情况。

速和高速轴流压气机进行全环非定常数值模拟，均捕

对于非均匀情况，依据转子实际计量的安装角分布，

捉到短尺度扰动（spike 先兆）的形成以及失速团的演

在转子的 4 个周向位置共 7 个叶片调整了安装角大

化过程，但是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仍存在较大差异。

小如图 1 所示，得到转子叶片安装角周向分布的波数

Gourdian 指出 ，在将来的研究中应采用接近真实情

为 4。采用 ICEM 生成的六面体结构网格如图 2 所示，

况的几何模型（进、出段长度和几何偏差等），才能得

计算模型总网格数为 865 万。其中进、
出口计算域长度

到更准确的模拟结果。Choi 等[14]改变了某个转子叶片

分别为 0.5、
1 倍流道外径，网格分别为 200 万和 250

的安装角并进行节流失速全环非定常数值模拟，研究

万，
设置为静止域。转动域计算网格拓扑为 HOH，
单通

表明，小失速团最先产生于该叶片附近的尖区；Pullan

道网格数约为 24 万，
整圈网格总数为 415 万。

[12]

[13]

[12]

等[15]也调整了某个转子叶片安装角，数值模拟结果捕
捉到了整阶扰动，
但是很难界定失速先兆是否由整阶

+2毅 -1毅
1

扰动发展而来。因此，存在几何偏差条件下的压气机

2

流动方向
-1毅 +1毅

-1毅 +1毅
3

4

5

6

7

-2毅

8 9 10 11 12 13
转动方向

14 15 16 17

图 1 转子周向叶片安装角分布

整阶扰动与失速先兆之间关联性仍存在许多值得考
究的地方，
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结合试验与数值模拟方法，对比分析研究了
转子叶片安装角均匀和非均匀 2 种情况下低速轴流
压气机旋转失速先兆及失速团的产生和演化机制。

1 试验装置及测量方案
试验装置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低速大尺寸轴流
压气机，
机匣直径 1 m，轮毂比 0.6，
叶片数 17，
叶尖间

图 2 低速大尺寸轴流压气机数值模拟计算网格

采用 CFX12.0 求解 3 维 黏性雷诺平 均 N-S 方

隙 3 mm(1.5%叶高)。试验在折合转速 n=900 r/min 下

程，
模拟压气机全环非定常流场。空间离散采用 2 阶

进行。

格式，湍流模型采用 资-着。标准壁面函数处理近壁区

压气机流量管周向布置 4 个静压测点测量进口

域流动，壁面最大 y＋约为 20，满足壁面函数的要求。

平均静压，根据大气总压计算进口速度 V ，从而得到

进口边界条件给定标准大气压、轴向进气，湍流度为

流量系数 椎=V /Utip。其中 Utip 为叶尖切向速度。在转子

5%。转、
静掺混面选择 Transient Rotor Stator。物理时

上、下游机匣壁面周向分别布置 4 个测点测量平均静

间步的选择保证转子每转过 1 个通道 的步数均为

2

压，计算压气机静压升系数 鬃=驻Ps /0.5籽Utip ，从而测量
压气机静压升特性。
在转子上游 10%弦长机匣壁面，周向均布 8 个
动态压力测点；在转子叶顶机匣壁面弦向布置 14
个测点。数据采集系统多路并行连续采集动态压力
信号和锁相信号，采样速率为 20 kHz。试验测量记
录多个稳定工况点，随后在近失速点快速关闭节流
阀，压气机进入完全失速状态，记录失速过程动态

20。出口边界条件设置如下：
（1）稳定工况点非定常数值模拟
出口边界条件给定平均静压。
收敛准则：当监测的转子进口压力信号具有明显
的周期性，并且在 500 个物理时间步内，出口流量脉
动不大于 0.5%，即认为此工况点非定常数值收敛。
（2）节流失速过程的数值模拟
出口平均静压 Ps, out根据节流阀模型[17]确定，
定义为

压力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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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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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t 为参考大气压；密度 籽 为常数；k 0 为常数；
k 1 为阀门开度，随计算时间步的增大而减小。

3 压气机静压升特性
对比安装角非均匀和均匀情况数值模拟获得的
压气机特性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转子安装角非
均匀引起静压升系数减小，压气机性能衰减，而且数
值模拟捕捉到的非均匀情况失速点流量比均匀情况
的更大。对比数值模拟与试验测得的特性曲线，非均
匀情况数值模拟捕捉到的失速点流量与试验测得的
一致，而与均匀情况数值模拟捕捉到的失速点流量偏
差较大。表明采用更接近真实压气机几何情况的计算
模型进行非定常数值模拟，所获得的节流失速特性更
接近试验测量结果。
0.60

ncor=900 r/min

近失速
椎=0.42
0.55
椎=0.52
近失速（试验）

0.50

试验结果
安装角均匀情况定常数值模拟
安装角均匀情况非定常数值模拟
安装角均匀情况节流失速模拟
安装角非均匀情况定常数值模拟
安装角非均匀情况非定常数值模拟
安装角非均匀情况节流失速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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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系数 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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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小波能量谱 /lgo2（power）
图 4 压气机节流失速过程无量纲压力信号及其小波谱

整阶扰动向失速先兆演变过程如图 5 所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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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子上游 10%弦长机匣壁面的传感器测得的
节流失速过程动态压力信号分布和信号小波变换 [16]
能量谱分别如图 4（a）、
（b）所示。对于图 4（b），横坐标
为时间，用转子转过的转数表示，纵坐标为无量纲频
率，1 frot 为转频，17 为叶片通过频率(BPF)，谱图的幅
值代表不同频率分量在不同时刻下的能量高低。在第
70 转之前，除 BPF 之外，2 frot 整阶扰动[16]最强，
4 frot 整
阶扰动次之。

60

传播速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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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压气机节流失速过程

55

P1 信号上虚线圈 M 标示了 a 和 b 2 个 2 frot 整阶扰
动，其传播速度与转速相同，与图 4（b）中 M 所标出的
2 frot 对应。在第 70 转左右，
整阶的 2 frot 扰动向 1.5 frot
扰动演化，该过程实际是 a 和 b 2 个扰动周向传播速
度降低、尺度和强度增大、向失速先兆扰动演化的过
程。在第 73 转时刻其传播速度约为 82%。再经历 10
多转的时间，2 个先兆扰动尺度和强度明显增大，最
终形成 2 个大尺度失速团，
如图 6 所示。其传播速度
为 65%转速，压气机进入完全失速状态。由此可知，
该压气机失速先兆波是由 2 frot(模态数为 2)发展而来
的，并最终形成了2 个失速团。

图 5 整阶扰动向失速先兆演变过程

图 3 静压升特性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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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失速先兆和失速团的周向传播

在转子安装角非均匀情况压气机节流失速过程
数值模拟监测的 压力 信号及 其小 波谱分 别如 图 7
（a）、
（b）所示。虚拟探针布置位置与试验相同。压气机
先兆扰动产生之前，除 BPF 和 1 frot 扰动强度较大之
外，
4 frot 整阶扰动强度也较大。对于图 7（b），字母 a 和
b 对应 4 frot 整阶扰动，这与压气机转子计算模型在周
向 4 个位置调整了安装角存在直接关系（安装角周向
分布的波数为 4）。其传播速度与转速相同，
传播特征
[16]
与近失速点的情况相同 ，且随压气机节流扰动强度
升高逐渐增大。而在接下来的 1 转中，表示能量较高
斑点的字母 c 向低频方向倾斜，
表明 4 frot 整阶扰动向
失速先兆波演化，其尺度增大、传播速度降低，到第
19.5 转左右，周向传播速度下降至 83%转速。在第 20
转左右时刻，
C5、C7 这 2 个周向位置的原始信号上能
够清晰地观察到失速先兆波，分别用黑色和红色虚线
箭头标识了这 2 个先兆扰动的周向传播路径，如图 8

www.fineprint.cn

84

第 42 卷

航 空 发 动 机

所示。在 C1 信号上，N 所标示的先兆扰动与图 7 中的
扰动相对应。随后，2 个先兆扰动尺度进一步增大，传
播速度进一步降低，演化成 2 个小失速团。在失速团
形成初期，其周向传播速度约为 75%转速，进入完全
失速状态之后，形成 2 个大尺度的失速团，周向传播
速度降至 67%转速。
失速先兆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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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2
1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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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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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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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压力信号

叶片通过频率

5 叶尖泄漏流动与失速先兆的关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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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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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速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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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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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小波能量谱 /lgo2（power）
图 7 转子安装角非均匀情况，数值模拟监测节流失速过程的
压力信号及其小波谱
压力信号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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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00
1000
0
-1000
1000
0
-1000
1000
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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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00
15

经比较可知，在安装角非均匀情况下，数值模拟
获得的节流失速过程与试验测量结果类似，2 个失速
先兆是由整阶扰动演化而来，并最终直接形成 2 个以
约 65%转速沿周向传播的大尺度失速团。而在转子
安装角均匀情况下，周向存在多个失速先兆，虽然同
样最终形成周向传播速度为 63%转速的 2 个大失速
团，但失速先兆和失速团的产生和演化过程与试验结
果偏差较大。因此，
考虑了转子叶片几何偏差的压气
机节流失速数值模拟获得的结果显然更为接近试验
测量结果。

传播速度：75% 传播速度：67%

①
②

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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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时间 /rotor rev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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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转子安装角非均匀情况，数值模拟监测的失速
先兆周向传播

对比分析数值模拟和试验测量的压气机节流失
速过程的静压信号之后，进一步剖析失速先兆产生和
发展过程中转子叶尖流场的演化过程。
在转子通道前缘附近熵增分布中，梯度较大的位
置即高熵增区与主流之间的分界线，可表示泄漏涡影
响区与主流之间的分界线[11]。98%叶高的压气机叶顶
叶片前缘发生溢流导致失速先兆如图 10 所示。从图
中可见，在失速先兆产生时，安装角均匀情况下，周向
至少 4 个通道的泄漏流溢出相邻叶片前缘，而在安装
角非均匀情况下，周向仅有 2 个位置存在泄漏流溢出
相邻叶片前缘的现象（8、
13 号叶片），其它通道泄漏
流与主流的交界线并没有超出额线。泄漏流溢出相邻
叶片前缘的流动现象符合 Hoying、Vo 等[10-11]提出的突
变型失速先兆产生条件，可见数值模拟获得的失速起
始扰动为 spike 失速先兆。
熵增 （J
/ ·kg-1·K-1）

转子安装角均匀情况节流失速过程数值模拟监
测的压力信号如图 9 所示，虚拟探针布置位置与试验
相同。在第 8.8 转左右之前，
原始压力信号及其小波谱
上均观察不到整阶扰动。之后压气机周向多个通道突
然同时产生失速先兆扰动，
并合并成 3 个小失速团，
如
图 9 中 A、
B 和 C 所标示传播路径。在第 12.5 转左右
时，
失速团 A 被失速团 C 吞并，
最终形成 2 个失速团，
传播速度为 63%转速，
压气机进入完全失速状态。
压力信号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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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速先兆

（a）安装角均匀情况

63%

失速团传播速度 68%

AB

a

C

（b）安装角非均匀情况

A

图 10 98%叶高的压气机叶顶叶片前缘发生溢流
导致失速先兆
8
失速先兆

9

11
10
时间 /rotor rev
3 个失速团

12

13

14

2 个失速团

图 9 转子安装角均匀情况，数值模拟监测的失速先兆和
失速团周向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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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测量结果表明压气机失速先兆是由具有模
态特征的 2 frot 演化而来，试验所观察到的失速先兆
属于 spike 还是 modal 先兆，
需要进一步对比分析。
在失速先兆产生和演化过程中的转子叶顶流动
如图 11 所示。从图 11（a）中可见，A1 为整阶扰动，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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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是 2 个相邻通道静压明显比两侧通道高，即与时
序信号中所观察到的压力突增相对应。
静压升系数 -0.14 -0.06 0.02 0.10 0.18 0.26 0.34 0.42

0.50
试验 结果

（a）试验测得整阶扰动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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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童志庭[18]所测得
“spike”
失速先兆流动结构相同。数
值模拟同样捕捉到类似的流动结构，
如图 11（e）所示。
由以上试验和数值模拟结果对比分析可以确定，
该压气机失速先兆形式为 spike 先兆，是由模态数为
2 的 2 frot 整阶扰动演化而来。

6 完全失速状态叶顶流场

B1

试验结果

在完全失速状态下试验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的
对比以及熵增分布和速度矢量分布如图 12 所示。图
中可以明显观察到周向存在的 2 个失速团。

（b）试验测得失速先兆的产生

（c）数值模拟得到的失速先兆的产生
A1

B1

试验结果

试验 结果

静压升系数

-0.26 -0.18 -0.10 -0.02 0.06 0.14 0.22 0.30 0.38

0.46 0.54

（a）试验测得周向 2 个失速团的静压

（d）试验测得先兆扰动演化成小失速团
静压升系数

数值模拟结果 98%叶高

数值模拟

（e）数值模拟得到的先兆扰动演化成小失速团

（b）数值模拟得到周向 2 个失速团的静压

图 11 失速先兆产生和演化过程中的转子叶顶流动

从图 11（b）中可见，随压气机节流，整阶扰动向
失速先兆演化。此时 A1 位置的 2 个通道压升也比较
高，与图 11（a）中的类似。需要注意的是，在 A1 右侧
的 B1 所标示的 2 个通道的前缘位置表示泄漏涡的
低静压区延伸到相邻叶片的压力面，整个通道前缘附
近的静压均非常低。即失速先兆的特征为高压区 A1
和低压区 B1 组合流场结构。
从图 11（c）中可见，由数值模拟获得的 spike 先
兆流动（1~3 叶片间 A1、
B1 通道），与图 11（b）中 A1、
B1 流动结构相似。由于 A1 通道中间存在较大尺度的
低速旋涡结构(速度矢量图)，堵塞转子通道导致静压
增大(静压云图)，而相邻的 B1 通道存在向相邻叶片
前缘溢出的流动现象(速度矢量图)，即形成 spike 失
速先兆。由于存在溢流现象，B1 通道流动速度并不
低，因而静压相对较低(静压云图)。从图 8 可知，失速
先兆沿着周向传播速度为 75%转速，从相对坐标系
下看，在接下来的某个时刻，溢出的流动与 3 号叶片
泄漏涡相互作用形成大尺度旋涡，然后向 4 号叶片压
力面移动，并溢出 4 号叶片前缘，即失速先兆从 3 号
叶片前缘(B1 通道)传播至 4 号叶片。在该过程中，B1
通道的旋涡尺度进一步增大，通道堵塞也增大，形成
类似 A1 通道流动状态，因而 B1 通道静压增大。同
时，
A1 通道中低速旋涡流出通道，流动恢复正常。
从图 11（d）中可见，随着压气机节流，失速先兆
在周向传播的过程中，随着尺度的不断增大，其传播
速度也会降低，趋于形成小失速团。A1、
B1 所示的失
速先兆的影响范围达到 3~4 个通道(前缘低静压区)，
这

PDF pdfFactory Pro

（c）数值模拟得到周向 2 个失速团的速度矢量分布
数值模拟结果

熵增 （J
/ ·kg-1·K-1）
0 0.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d）数值模拟得到周向 2 个失速团的熵增
图 12 在完全失速状态下数值模拟与试验结果的对比

从图 12（c）中可见，位于叶排上游的低静压区实
际为顺时针方向旋转的回流旋涡。旋涡左侧气流逆着
进气方向，
因而滞止形成高静压区，左侧主流偏转，对
于转子叶片从相对坐标系来看减小了其攻角；而在旋
涡右侧，主流趋向于向右侧偏转，从相对坐标系来看
增大了转子叶片的攻角；从而，右侧转子通道分离增
大，
左侧分离减小，分离区相对于叶片排向右侧传播，
即形成相对转子叶片按照转速方向相反的方向转动
的旋转失速现象。王洪伟 [19]以及 Lepicovsky[20]利用热
线风速仪测量了失速团内部速度矢量，获得了类似的
位于失速团内的大尺度回流旋涡流动结构。
从图 12（d）中可见失速团的影响范围，每个失速
团占据了约 5 个转子通道的宽度。失速区之外的通道
流动比较稳定，如图 12（b）、
（d）所示。由于失速区的
流动堵塞，造成压气机周向流量重新分配，失速区流
量迅速减小，其余通道流量有所增大流动趋于稳定，
从而使压气机适应过小的流量状态，
而非试图把流量
的减小平均分配到所有的叶片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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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子出口熵增如图 13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完全
失速状态下，压气机失速团影响范围扩展至叶根，显
然这是 1 种全叶高失速。另外，
数值模拟获得的失速
团在周向并不是对称分布，试验测量结果也显示了类
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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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主燃烧室高温测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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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依据航空发动机主燃烧室结构及 RR 等国外发动机公司的研制经验，阐述了航空发动机主燃烧室试验器应当采用的合
理布局。结合各类主燃烧室试验器的结构，以测量燃烧室出口温度场为目的，介绍了 4 种可用于燃烧室试验器温度场测量的技术，
同时给出了 1 种燃气分析燃烧温度通用计算方法。对 4 种高温测试技术在不同类型燃烧试验器上的应用特点进行了比较。指出燃
气分析方法测量燃烧室出口温度场具有可测量高温、数据精度高、高压环境性能可靠、在使用寿命周期内成本低的优势，是目前温
度场测试的首选。
关键词：燃烧试验器；测温技术；燃气分析；热电偶；光纤测温；相干反斯托克斯拉曼散射；燃烧室；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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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Technology for Main Combustion Chamber of Aeroengine
WANG Ming-rui, WANG Zhen-hua, HAN Bing, LI Ya-juan, GE Xin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g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Based on main combustion chamber structure of aeroengine and experience from predominate engine company such as

Rolls-Royce, the reasonable layout of main combustion chamber rig of aeroengine was elaborated. For the purpose of measuring the outlet

temperature field of main combustion chamber, combined with the structure of main combustion chamber, four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technologies for combustion rig were introduced and general calculating method on gas analysis was presen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ur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technologies applied to different combustion rigs were compared. The result follows that gas analysis is regarded

as the best technology for measuring combustor temperature field because of its high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ability, high precision, good
reliability in high pressure environment and low life cycle cost.

Key words: combustion rig;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technology; gas analysis; thermocouple; optical fiber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CARS; combustor; aeroengine

真实状况，一般认为主燃烧室的工作压力在 1.2 MPa

0 引言

以上，其性能参数才相对稳定，因此在工程研究中，

新型航空发动机主燃烧室研制的试验工作一般

1.2 MPa 以上压力乃至全压的试验器逐渐成为主流。

从单头部试验开始。国外各大发动机公司的数据统计

温度分布是航空发动机主燃烧室最重要的参数

表明：在整个研制周期内总试验时数中，单头部的试

之一，直接影响涡轮的寿命。随着航空发动机向更高

验时数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扇形试验时数，全环试

推重比发展，主燃烧室的排气温度也越来越高，目前

验时数最少。因此，合理安排各类试验器的数量对于

推重比 12～15 的航空发动机主燃烧室出口平均温度

缩短航空发动机燃烧室研制时间、
降低试验件和试验

已达 1900 K 以上，热点温度高达 2300 K 以上，已超

费用有重要意义。试验器的试验压力是影响燃烧性能

过 B 型热电偶的测温范围。能测量更高温度的热电

的重要因素，航空发动机主燃烧室设计点压力较高，

偶，由于未能有效解决高温氧化环境下寿命短的难

中低压模拟试验不能真实反映主燃烧室在设计点的

题，基本不适合在燃烧室这类强氧化环境中使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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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高温燃气测试技术已成为航空发动机主燃烧室试

个头部开展试验研究可利用的测试手段多，可以获得

验的瓶颈之一。

大量的数据，有利于准确判定燃烧室的性能，及时发

本文针对不同类型主燃烧室试验器的结构特点

现和解决问题，
这也是国外发动机公司单头部燃烧室

和工作范围，对几种已用于或有潜力用于航空发动机

试验占总试验时数 70%的原因。单头部试验件加工

主燃烧室温度测试的技术的优缺点进行了比较 ，
并给

费用低、周期短、
改进设计的成本也较少，单头部试验

出了含 C、
H、O、N 4 种元素燃料燃烧的燃气分析计算

器几乎可以开展所有的燃烧试验项目，运行费用较全

方法。

环试验器的也大大降低。更高的温升和更低的污染物

1 主燃烧室试验器

排放是先进燃气轮机燃烧室发展的两个主要方向，高

[1]

作为测温技术应用平台的主燃烧室试验器，按结
构可分为单头部试验器、扇形试验器和全环试验器；
按试验压力分为常压试验器、中压试验器和高压试验
器。高压试验器通常指试验压力为 1.2 MPa 以上的试
验器，能较为真实反映燃烧室的流动、温度分布、火焰
筒壁面热区、污染物排放以及耐久性等指标[2-3]。
中国航空发动机主燃烧室已从仿制阶段过渡到
自主设计阶段，燃烧室设计体系的建设、发展和完善
已成为当务之急，
试验研究和验证在其中将发挥更大
作用。随着各型号燃烧室研制进展，燃烧试验器类型
布局不合理、数量不足的问题开始显现。燃烧试验主
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全环试验器多，单头部和扇形
试验器少，
使得本应在单头部和扇形试验器开展的试
验集中到全环燃烧室上进行，造成设备改造成本增
加、测试系统不匹配、
运行成本高等问题。单头部试验
器数量不足，导致一些只能在单头部试验器上开展的
试验项目未能开展，如利用光学技术研究主燃区的流

温升燃烧室的头部进气量增加导致冷却和掺混气量
的减少，为获得满意的温度场分布，主燃区的燃烧组
织方式成为关注的重点；主燃区的温度分布是影响超
低污染燃烧室 NOx 排放最为重要的因素。但由于主
燃区的温度高、区域小，为减小对主燃区工作性能的
影响，此类试验研究工作只能利用 PLIF、燃气分析、
相干反斯托克斯拉曼散射（CARS）、高速摄影等无干
扰或较小干扰的测试技术来获取温度场、压力场、浓
度场、速度场的数据，以更深入了解燃烧室性能，为改
进燃烧室的设计提供数据支持。以上测试技术受其测
试方法的影响，更适合用在结构相对简单的单头部试
验器上。在充分开展单头部试验的基础上开展扇形试
验，以了解头部之间的性能，扇形试验器一般以 4～5
个头部为好，以中间的 2～3 个头部为研究对象，以减
小边界效应的影响。在良好的扇形试验结果的基础上
进行全环试验，一般以检测温度场为主要项目。

2 高温测试技术

场、浓度场以及油气匹配等试验项目，使得本应在研

航空发动机主燃烧室出口截面的温度分布是最

制前期暴露的问题，延迟到全环试验阶段，给问题的

重要的参数之一，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选择温度测

解决带来困难，也造成研制周期延长；二是中低压试

试技术。
（1）
“点”测试技术。测试针对燃烧室出口的温

验器多，
高压试验器少，试验数据统计结果表明，降压

度分布，尤其是热点温度；
（2）数据的独立性。测试结

模拟的试验结果与燃烧室实际工况的结果差异较大；

果应只随被测燃气的温度变化而变化，不受所使用环

三是测试系统比较落后，
如热电偶受到燃烧室内环境

境的影响或者影响很小，这是保证数据准确或者通过

影响，测试结果的不确定性较大，给数据分析带来很

修正得到准确数据的前提条件；
（3）高温测量能力。测

大困难。全环燃烧室由于结构的原因也限制了如光学

温能力应能覆盖燃烧室排气的热点温度；
（4） 响应时

等先进测试技术的应用。

间。较短的测试响应时间可以减少试验器在高温、高

从国外新型燃烧室研制经验来看，试验都要经历

压状态工作时间，减少运行成本、降低风险；
（5）综合

单头部试验、扇形试验和全环试验的过程，统计表明

成本，应综合考虑费用成本，包括测试设备初期投入

单头部的试验时数占 70％，
扇形试验时数占 20％，全

成本和日常维护成本，试验运行成本以及测试设备损

环试验时数占 10％，这是从燃烧室结构特征、减少研

坏未能获得有效数据的风险，为获得精度较高数据的

制时间和降低试验研究成本综合优化的结果。航空发

额外支出等。

动机主燃烧室一般由约 20 个相同的头部组成，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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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f）=ia+f×（浊×Hu+d毅）

器类型从上述 5 个方面来比较其优缺点。

（6）

2.1 燃气分析

式中：I 为燃烧室出口燃气的焓值；ia 为燃烧室进口空

2.1.1

气的焓值；浊 为燃烧室的燃烧效率；Hu 为燃料的热

测试原理
采用燃气分析技术直接测量燃烧室出口的燃气

值；d毅为燃料在 25℃下的定温燃烧焓差
H CO + n ×H H O
2
d毅=
12.011+1.008×n

成分，通过计算方法得到燃烧室的油气比，利用燃料

°

的低热值计算出燃烧效率，结合燃烧室的进口温度以
及燃气焓值表或平均定压比热容，计算燃气温度。其
计算化学平衡式为

CHaObNc+XH2O+

P0[R（O2）+S（N2）+T（CO2）+h（H2O）]

寅CO2+H2O+O2+N2+CO+H2+CH4

°

2

2

（7）

根据计算出的 I 值，再利用文献[4]中的焓值表可
得到对应的燃烧温度。

（1）

焓值法燃烧温度存在以下问题：
（1） 焓值表定义
CHn 为燃料分子式，因此不适用计算含有 O、N 成分
燃料的燃烧温度；
（2）焓值表的数据都来自于国外，没

+NO+NO2

式中：a、b、c 为燃料中 H、O、
N 与 C 的摩尔比；X 为燃
烧室喷水量与燃料的摩尔比；P0 为空气的摩尔数，R、
S、T 为 空 气 中 O2、N2、CO2 的 体 积 分 数 ；h 为 空 气 中
H2O 的摩尔含湿量。
由于各组分测量所用仪器不同，得到的燃气组分
有干基体积分数和湿基体积分数之分，为便于计算需
统一，定义：湿基体积分数 =K ×干基体积分数（K 为
干湿基转化系数）
（A-C+4×D）×[CH4]-（D-B）×[NO2]+2×B
K=
（2）
2×D+（B-3×D）×[H2]d+（B-D-A+C）×[CO]d-（A-C）×[CO2]d

有详细描述如何获得燃气焓值的方法，不能清晰界定
燃气焓值是化学平衡下的还是完全燃烧态下的。在燃
气温度较低时，二者之间差别较小，但当燃气温度超
过 1400 ℃时，差别随着燃气温度的升高而增大。在
考虑热离解的情况下，更适合采用平均定压比热容法
来计算燃气温度，但需求解元素平衡、
化学平衡、能量
平衡等方程所组成的方程组，运算复杂，在此不做详
细讨论。
2.1.2

测试能力分析
燃气分析是 1 种间接测温技术，影响燃气分析温

其 中 ：A = （2+2h）×（b+c- a ）；B=2-bT-cT+ aT ；
2
2

度测量精度因素包括余气系数、燃烧效率、进口温度

C=a+2b+2c+4X；D=2+2h- aT -bT-cT-2XT。
2

余气系数的误差为 1.1％，燃烧效率的误差为 0.2％，
进口温度的误差为 0.4％±2℃，以燃烧室出口温度为

余气系数为
琢= 0.209495P0
1+ a - b
4 2

基准的相对误差小于 0.2%，可以确定出燃烧温度的
（3）

油气比为
（4）

15.999（2+ a -b）
2
其中：L 0=
0.231529（12.011+1.008a+15.99b+14.0067c）
燃烧效率为
浊=1-（1+TP0）×（282710[CO]+241595[H2]+801536[CH4]+90204[NO]）（5）
Hu（[CO]+[CO2]+[CH4]）滋g

其中：滋g=12.011+1.008a+15.999b+14.01c。
焓值法燃烧温度 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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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小于 1.0％。
燃气分析测试需要先将样气冷却到 500 ℃以

z 1- a -b-c-2X
2
其中：P0=
；
z 1= 2-[H2]-[CO]+[NO2] 。
2+2h-z 1T
[CO2]+[CO]+[CH4]
f= 1
琢L 0

和计算方法的精度。在不考虑计算方法时，燃气分析

下，
即产生所谓的使化学反应停止的
“骤冷”效果。虽
然“骤冷”
方式能使不完全燃烧组分的化学反应停止，
但并不能阻止热离解组分从燃烧室温度下的平衡态
向样气冷却后温度下平衡态的迁移，
即样气在温度降
低的过程中，存在着热离解组分复合的过程，使得样
气成分与燃烧室内燃气成分不同，
燃气分析燃烧效率
只表明了不完全燃烧损失，
未包括热离解平衡态和完
全燃烧态的偏离。
由于热离解的存在，燃气温度平衡态的放热量较
完全燃烧态的减少，其偏差是燃烧温度的函数，可以
通过计算来减少乃至消除该误差。在计算燃气温度
时，燃烧效率定义应为实际放热量与理论放热量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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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因此用燃气分析效率计算的燃烧温度较实际温度

条件以及热电偶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实际误差远高于

高，随着燃烧温度的升高、燃烧室压力降低和热离解

0.5％。以常用的带有陶瓷管护套的热电偶为例，
在燃

程度提高，
燃气分析燃烧温度与燃烧室实际燃烧温度

烧室内影响其测量精度的因素有[6]：
热气流对偶丝对流

的偏差变大。通过计算得到燃烧室温度下的平衡态和

换热 Q1，热气流对偶丝的辐射换热 Q2，热气流对遮蔽

理论完全燃烧态的偏离，其过程是：根据燃气分析数

罩的对流换热 Q3，热气流对遮蔽罩的辐射换热 Q4，
偶

据计算出燃烧温度，求解热离解方程，得到此温度下

丝对遮蔽罩的辐射换热 Q5，遮蔽罩对冷壁的辐射换热

的各燃气成分的体积分数以及所蕴含的热量，计算出

Q6，偶丝的导热损失 Q7，气流动能转化为热能的比例

新的燃烧效率，依此燃烧效率重新计算燃烧温度，经

Q8，
偶丝的表面催化效应 Q9，
陶瓷管的导热损失 Q10。

多次迭代就可得到包含不完全燃烧热离解平衡态的

由于被测燃气成分、速度、温度、燃烧室边界条

燃烧温度[5]。理论计算结果表明，燃气温度在 1400 ℃

件、热电偶冷却气量以及偶丝表面状态的不同，以上

以下，热离解对燃烧温度的影响较小；而在 1400 ℃

因素会对热电偶测量值产生影响。这些误差很难定

以上，热离解对燃烧温度的影响逐渐增大。

量，
使得修正热电偶的测量温度极为困难。此外热电

燃气分析燃烧温度计算所需的余气系数和燃烧

偶温度误差随压力和温度提高而增大。为减少辐射损

效率不受环境因素影响，
只由燃料种类、燃烧状态、测

失，一般在偶丝外增加保护套管，测量结果为气流的

量方式和仪器精度决定，系统精度可控；燃烧室进口

总温，只能通过换算得到静温，这也是产生测量值误

温度一般为 400～700 ℃，此时电偶具有较高的测量

差的 1 个原因。

精度；试验器上有较长的整流段，可保证燃烧室进口

严格来说，热电偶只有在相同的环境下，如相同

气流的温度场为均匀场，
通过化学分析可获得燃料成

类型的试验件、相同的试验件工作状态、相同的测量

分和低热值的精确值，以上 3 个因素保证了燃气分析

段，
其测量结果才有较好的重复性。热电偶测量值的

法燃烧温度的测试精度，这也是国外先进发动机公司

实际精度很难界定，
可以从几方面来证明热电偶的测

信赖燃气分析测量温度的原因。燃气分析的测温能力

量值确实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

取决于取样器的耐温能力，一般使用水冷取样器，理

以某型燃烧室的长期试验数据统计为例，进口温

论计算结果表明，取样器可可用于 2500 ℃的燃气温

度为 500 ℃，出口温度约为 1420 ℃，燃烧室压力在

度测试，
目前已完成 2039 ℃的燃气测试。

0.5 MPa 左右，油气比约为 0.027，在上述条件下，热

燃气分析测试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1）

离解造成的热损失很小，燃烧效率为 99.5％～100％，

响应时间长，包括样气输送时间、样气置换时间、仪器

长期用热电偶测量燃烧室出口温度场的统计结果显

响应时间，一次测量总计需 20~30 s；
（2）系统复杂，初

示，热效率的变化在 93％～102％之间波动，明显不

期投资较大，简化后的单个燃气分析测温通道的投资

合理。导致此结果的主要因素有：
燃料热值的变化、
油

约为 22 万元人民币。虽然存在以上不足，
但由于其数

气比的偏差和热电偶测量精度。根据化验单确定燃料

据精度高、燃气取样器的水冷方式保证了其运行可

的热值，当热值变化较大时，可通过修改计算方法消

靠，降低了运行成本；
虽然初投资较大，但仪器一般能

除此影响。油气比的偏差来自于燃油流量测量值、空

使用 ８～10 a，只需增加较少的标气成本，从使用寿

气流量测量值和空气流量测量点到试验件进口管段

命期内来看，其成本并不高。

的漏气量。空气流量的测量偏差 <1.5％，燃油流量的

2.2 热电偶

偏差 <1％，试验中通过检查管道的漏气量，可确保管

热电偶是将 2 种不同材料的金属焊接在一起，当
参考端和测量端有温差时，就会产生电动势，根据该

道漏气量 <1％，因此油气比的极限偏差应 <3.5％。剩
余约 4％的波动是由热电偶的测量波动引起的。

电动势与温度的单值关系可以得到测量端温度。热电

用燃气分析和 B 型热电偶测量某型燃烧度出口

偶具有结构简单，响应快，适宜远距离测量和自动控

截面同一位置温度的对比如图 1 所示 。其偏差在

制的特点，
应用比较广泛。

-150～125 ℃之间波动。燃气分析方法的温度通过测

在理想状态下，热电偶的理论误差 <0.5％，但在

量燃气中的 CO 和 CO2 的体积分数后计算得到的，B

实际测量中，其测量精度还受到燃烧室内气流和边界

型热电偶测温上限为 1820 ℃。根据燃气分析测量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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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精度优于 1.0%，可以推断出燃气温度在 1800 ℃

主要指接触型光纤传感器。光纤传感器的优点有抗电

以下时，其温度误差 <18.2 ℃，证明热电偶的测量值

磁干扰、电绝缘、
灵敏度高、
质量轻、体积小、测量对象

存在较大偏差。

广泛，对被测对象的影响小等。测量误差小于 0.2%，
温度分辨率可达 0.00002 ℃，测温时无需进行冷端温
度补偿[7-11]。
美国的 R.R.Dils 率先成功研制出蓝宝石光纤高
温测试仪器，1988 年获美国专利。Luxtron 公司生产的
蓝宝石光纤温度仪测试的瞬态温度最高可达 2100
℃。20 世纪 80 年代末，浙江大学的沈永行等成功研
制了蓝宝石单晶光纤传感器；清华大学的周炳琨成功
研制出了光纤黑体腔温度传感器，测试温度上限为
1300 ℃。

图 1 燃气分析和热电偶温度的比较

利用热电偶和燃气分析分别测量同一燃烧室得
到的周向平均温度沿径向的分布如图 2 所示。在径向
腔道高度 15％～65％的范围内，虽然热电偶的平均
温度偏低，
但还较规律。而在油气比 0.030 和 0.033 的
2 个状态下，通过热电偶温度得到的在径向高度约
8％、73％和 85％的 3 个位置的周向平均温度明显不
合理。

蓝宝石黑体空腔光纤传感器是最接近航空发动
机主燃烧室测量需求的测温装置，但还存在一些不
足，限制了进一步使用。首先蓝宝石熔点只有 2050
℃，其测温能力取决于其表面镀层金属的熔点，镀铂
膜黑体腔能测量 1700 ℃以下的温度，镀铱膜黑体腔
能测量 2040 ℃以下温度；此外，在燃烧室的温度和
压力下，还要保持一定的强度以保证光纤在气动力作
用下不发生变形，实际能测量的温度会更低。目前，
商
业光纤温度传感器的测温能力一般在 1300 ℃以下，
能测量 1700 ℃的光纤温度传感器还处于实验室研
究阶段，虽然根据相应的测试理论采取一定的技术措
施，提高了光纤温度传感器的瞬时测温能力，但并不
能提高长期稳态测量的测温能力。从测量方式和研究
进展看，进一步提高接触式光纤温度传感器的测温能
力有一定困难。

图 2 周向平均温度沿径向分布

2.4 CARS 法测温

随着燃烧试验向高温高压方向发展，燃气温度已

CARS 法的测量原理为：当 2 束频率为 wP 和 wS

超过目前常用的较长寿命热电偶的测量范围，铱铑和

的高能激光束 （ 浦 Pump 和斯托克斯 Stokes 激光

钨铼等高温热电偶在强氧化环境中寿命短的问题尚

束）聚焦在 1 点入射到被测介质中时，通过分子中的

未解决，高压环境会导致热电偶的冷却效果减弱，引

非线性过程互相作用产生第 3 束类似于 CARS 光束

起热电偶在试验过程中的损坏，
影响试验顺利进行的

的偏振光，如果 wR=2wP-wS 正好是分子的某一共振谱

同时也造成试验成本提高。但热电偶使用简便，适用

线，
且满足非线性光学中的相位匹配条件，那么 wR 频

各类型燃烧试验器，仍是燃烧试验测温的重要手段。

率的光会极大地增强。用这一信号就可以对燃气成分

2.3 光纤测温

和浓度进行鉴别。比较测验光谱与已知其温度的理论

光纤温度传感器一般分为 2 类：利用光纤本身的

光谱即可求得温度。要执行这些反复迭代的最小二乘

某种敏感功能来测量温度；光纤只传输光，在光纤端

法计算程序，还需要具备相当的计算能力，
CARS 可

面加装其它感温部件构成的传输型传感器。按测量方

用于燃烧诊断、等离子体分析、
光化动力学、反应动力

式又可分为接触型和非接触型光纤传感器。依据航空

学等方面的研究[12-14]。CARS 能实时无干扰的测量燃

发动机主燃烧室的结构和测量要求，文中光纤传感器

烧室工作状态下的气体浓度、温度和压力，理论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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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供纳秒级的时间分辨率和微米级的空间分辨率

（2）综合比较 4 种可测量温度的技术，属于间接

及较高的精度，得到的是燃气在燃烧室内温度和压力

测量方法的燃气分析技术在测试精度和使用方便性

下的平衡状态燃气参数，
反映了不完全燃烧和热离解

2 方面有其优势，虽然响应时间较长，是现阶段燃烧

的影响，是测量燃烧过程热离解态与理想状态的偏差

室温度测量的最优选择；

的重要技术手段，
可用于高温燃烧室平衡态实际燃烧

（3）热电偶测温受测试精度和环境影响大，高温

温度计算结果的试验验证。从测试机理看，CARS 测

测量能力差，
精度低，但由于使用方便，也是燃烧试验

温结果为燃烧室内燃气的实际温度，对于研究燃烧机

重要的测温手段；
（4）光纤测温技术受制于受感部分的耐温能力，

理和燃烧室内的实际工作状态有重要作用。
CARS 系统应用在燃烧室试验器的难点之一是
激光怎样到达测量区域和信号，
怎样被接受。此外，燃

无法长时间测量 2000 ℃以上的温度；
（5）CARS 技术能测量平衡态的燃气成分和温度，

气中烟尘粒子的反射和折射会降低接收信号的强度，

对使用者有很高的技术能力要求，误差也较大，主要

这也限制了其在高压条件下运行的航空发动机燃烧

用于燃烧反应过程研究。

室中的使用，不适用于复杂结构型式的燃烧室测量，
一般用于开放空间或结构比较简单的单头部试验器。
Black 和 Magre 等 [15]于 1996 年测得了在 0.32 MPa 压
力下的高质量的 CARS 波谱；1998 年 Hassa 等

[15]

用

CARS 系统测量了在 0.6～0.7 MPa 压力下运行的试
验设备内的温度。在测量中，
数据量大幅减少，在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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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火焰筒矩形点焊换段修理技术研究
梁

键，赵

海，
许勇刚

（中航工业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西安 710021）
摘要：针对某型航空发动机火焰筒大修时出现的裂纹、烧伤及侵蚀问题，开展了火焰筒第 4～6 段换段修理工艺试验。通过分
析火焰筒的结构，确定了用新段替换相应的故障段的方法对火焰筒进行修复。在拆分故障段时，尽量减小保留段壁厚的局部减薄
量；
在重新装配时，避免在原电阻焊点处再次焊接；通过采取以上工艺措施，实现了火焰筒的换段修理。同时进行了电阻焊焊接拉伸
试验、撕破检查、金相组织检查等工艺验证试验。换段修理的火焰筒通过了发动机试车考核验证。换段工艺方法也可作为批生产过
程中部分段制造有缺陷时的补救方案。
关键词：火焰筒；修理；矩形点焊；换段；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61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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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Study on Section-Change Repair with Rectangular Spot Welding of
Combustor Liner for Aeroengine
LIANG Jian, ZHAO Hai, XU Yong-gang
渊AVIC Xi'an Aero-Engine (Group) Ltd., Xi'an 710021, China冤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cracks, burning and erosion on combustion liners of an aeroengine in overhaul, a repair technique

of section-change was tested on sections No.4, No.5 and No.6 of the liner. A method of defining and removing failure section and replacing

it with new section was presented through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liner. During disassembly, the technique of controlling the local reducing
of material of the remaining section was adopted. During reassembly, the technique of avoiding second -time resistance spot weld in the

thinning place was adopted. In the mean time, the verification tests of resistance spot weld, rupture check, metallographical check were

made so as to arrive at a successful section-change repair of liner. Liner repaired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have passed the verification of
on-engine test. The method can be taken as remedy means due to manufacturing defects of some sections during mass production.
Key words: combustor liner曰repair曰rectangular spot welding曰section-change曰aeroengine

0 引言

响，
修复修理工作未能开展。

火焰筒是航空发动机燃烧室的重要组成部件[1-4]。

本文通过实施修理工艺分解及复装、修理件材料

由于发动机反复起动、
停车，
使得火焰筒承受大小、方

电阻焊焊接试验、撕破检查、
金相检查；采用选配错开

向随时间变化的循环交变载荷，这是引起火焰筒产生

原焊点减薄处，再滑合装配焊接完成换段修复，完整

裂纹、掉块故障的主要原因 。火焰筒换段修复技术是

地掌握了火焰筒换段修理技术，对航空发动机修理技

发动机使用 1 个寿命期后修复火焰筒裂纹的有效方

术的提升储备有着现实意义。

[5]

法之一，
由于在某型发动机修复过程分解剥离火焰筒
各段与相连的波纹板时，在原矩形点焊处出现的局部
材料减薄，已超出相关设置和评定标准；同时受到修
理材料的焊接性能及修理的可操作性等未知因素影

1 燃烧室及火焰筒结构
某型发动机的燃烧室(如图 1 所示)由火焰筒、燃
烧室机匣、喷嘴、
涡流器、点火器等组成。

收稿日期：2015-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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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13

14

处，允许存在材料最大减薄 0.135 mm；波纹隔圈在点

15

焊处，允许存在材料最大减薄 0.175 mm。

16
17

21

20

95

3.1.1

修理件“段”材料减薄机理分析
修理件通常是火焰筒使用超过千小时以上的大

修故障件。对修理换段件测量并进行分析。

19 18

1—扩散机匣；2—鱼嘴形空气进口；3—喷水嘴；4—涡流器；5—燃油喷
嘴；6—火焰筒固定销；7—火焰筒头部锥体；8—整流罩；9—进气斗；
10—联焰管；
11—火焰筒圆柱段；12—燃烧室外套；13—低压冷却空气

（1）测量结果：矩形点焊处的材料厚度为 1.15 ～
1.36 mm，
其中最薄点为 1.15 mm，
则段减薄 0.17 mm，

集气环；14—燃气导管；15—高压涡轮第 1 级导向器；16—低压冷却空

该处材料厚度仅为 0.73 mm。分解后要保持材料厚度

气出气管；
17—高压涡轮轴承支座；18—挡气板；19—导流板 (空气隔

大于 0.72 mm 是难以实现的。

板) ；
20—装配窗盖；21—隔热屏（燃烧室内套)

（2）测量非矩形点焊处的材料厚度结果为 0.88～

图 1 某型发动机燃烧室

从图中可见，其火焰筒属气膜冷却式火焰筒，安
装于空气进气口和燃气导管之间，主要由呈球形锥状
的头部、５ 道波纹板气膜冷却结构组成的圆柱段及
左、
右联焰管等组成。第 3～6 段间有 5 道波纹板，其
节点与各段连接处采用矩形点焊连接以形成环道，2
股空气通过环道形成 1 层冷却气膜，用以冷却筒体内
表面，以降低火焰筒的壁面温度。火焰筒各圆柱段均
由 GH163 合金板材制成，材料厚度为 0.9 mm。波纹
板均由 GH3030 合金板材制成，材料厚度为 0.7 mm。

0.90 mm，
与原材料厚度比近乎无变化。
（3）修理件矩形点焊处的材料减薄原因：焊接熔
合时焊接压力或火焰筒工况下点焊处的烧伤、侵蚀；
（4）非矩形点焊处的材料厚度未减薄的原因：该
处未进行熔合加压焊接，在火焰筒工况下，该处是波
纹板的波谷与火焰筒各段形成气膜环道处，
2 股空气
通过环道形成 1 层冷却气膜来冷却筒体表面，对于材
料的烧伤、侵蚀影响甚小。
3.1.2

新制造件段材料减薄机理分析
新制造件经过点焊后，在矩形点焊处材料减薄

2 故障检查与修理

0.17～0.22 mm，段最大减薄 0.08 mm，段与波纹板在

2.1 故障检查

矩形点焊处的剥离量为 0.90-0.08-0.72=0.10 mm，材

对火焰筒各段、波纹板及相连接处目视检查：

料厚度存在修理剥离换段裕度，可以满足换段修理允

（1）裂纹长度超过 25.4 mm，则换段修理；

许的最小材料厚度为 0.72 mm 的要求。

（2）烧伤及侵蚀深度超过 0.127 mm，
则换段修理。

3.1.3

修理挂机件段的材料厚度状态
火焰筒实施手工打磨分解换段，修理后进行发动

2.2 修理后的检查要求
（1）火焰筒换段修理允许的最小材料厚度是 0.72 mm；

机挂机考核，
分离剥离后较理想的材料厚度状态如下：
（1）
“段”在原点焊 处材料厚度 为 0.65～0.82

（2）检查新波纹板，以保证间隙内没有焊接飞溅；
（3）对焊接部位进行荧光检查；

mm，
其中有 2 个点材料厚度存在偏薄现象，不符合修

（4）进行空气流量试验，保证设计要求。

理要求。
（2）
“段”在非点焊 处材料厚度 为 0.77～0.90

3 火焰筒换段的修理

mm，
符合修理要求。

3.1 修理件的分解检查

3.2 换段修理

由于波纹板是采用电阻焊的方法焊接到火焰筒

换段修理首先须解决修理件的材料焊接性能及

各段上的，要使波纹板从火焰筒上剥离且不伤及各段

如何进行焊接的问题。针对以上分析，在矩形点焊处

基体，存在较大难度，经过多次分解尝试未能取得理

由于材料减薄，再次焊接将导致更加严重的材料减薄

想效果。依据火焰筒焊接质量及性能评定标准，火焰

及烧伤、侵蚀现象，因此，只有采取避开（错开）原有焊

筒各段矩形点焊的压痕深度不得超过 15%，波纹板

点的措施，才能满足修理设计要求及火焰筒焊接设置

的压痕深度最大为 25%。即在焊接熔合及压力作用

和评定标准。

下，在焊点处会出现材料厚度减薄点，减薄极值为 1.6

3.2.1

- (0.9×15%+0.7×25%）= 1.29 mm，其中“段”在点焊

PDF pdfFactory Pro

焊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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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状态与正式修理焊接应保持一致。清洁试片、装
配，装配点焊，点焊时波纹板与火焰筒段的点焊处须
错开原有焊点。焊接试片的焊机必须与点焊正式零件
的焊机一致，试件的搭接量应与零件的搭接量要求相
同，电极需采用特制电极。焊接参数见表 1。
表 1 焊接参数
焊机

电源电压

功率级数

反馈形式

点焊预压 / 周

25KVA

380 V

4

电压反馈

20

焊接 / 周

维持 / 周

3 1次

15

2
焊接压力 （kg/cm
/
）

7 2次

图 3 火焰筒换段分解

热量 /%

+2.2

751 次

-1.2

452 次

去除最少，
检查圆周 70 个焊点，其点焊处的最小厚度
为 0.65 mm 且不可连续，零件表面是圆滑转接的，不
允许有锯齿状表面，
记录检查结果。分解剥离磨削换
段过程应间歇渐近磨削，避免零件发生烧蚀现象，必
要时用水冷却。采用试验件进行换段分解磨削试验是
非常必要的。剥离过程不得采用强撕的方法，以避免
分离产生孔洞。
修理复装是关键之一。为保证零组件整体装配关

图 2 焊接试片

3.2.2

系及尺寸要求，在复装过程中使用专用工装。焊接电
极采用特制电极以形成矩形焊点及波纹要求的尺寸，

试验检测

（1）测量修理件焊接试片，矩形点焊处的材料厚

在夹具上预装配新的火焰筒第 4～6 段下半部组件，

度为 1.33～1.38 mm；最小点为 1.33 mm, 符合大于

将上、下半部 2 组件滑合装配在一起，检查新的焊点

1.29 mm 火焰筒焊接设置和评定标准值。

是否已错开原有焊点。如未错开，则更换新件再试，
直

（2）目检试片：未见表面裂纹、表面严重粘损、压

至满足焊点位置要求。新、
旧焊点在组件焊接后的状
态如图 4 所示。

痕、烧伤烧穿、
飞溅、焊点的边缘胀裂等现象。
（3）撕破检查：撕破 12 个焊点，焊点均达到长
度≥3.25 mm、
宽度≥1.25 mm 的凿切试验要求。其结
果符合撕破检验评定标准要求。
（4）金相检测：检测 1、2、
3 号件，焊透率为 47%、
30%、
34%，无点焊缺陷，
报告结论为合格。
3.2.3

换段分离及复装

修理件材料的焊接性能可满足修理要求后，根据
从修理的可靠性、安全性出发将风险降到最小的原
则，选取修理更换火焰筒第 4～6 段，火焰筒换段分解
如图 3 所示，该项配套更换件及工艺装备较成熟。不

图 4 修理复装

希望减薄火焰筒换段分离主体材料，应尽可能保留原
有材料壁厚。

修理复装后进行流量试验，以控制通过火焰筒波

采用线切割分离方法去掉有缺陷的第 4～6 段。
使用风动工具磨削去除波纹板及残留的第 4 段，并随

纹板空气的流量，使其达到火焰筒流量设计要求。
3.3 挂机考核

时测量火焰筒第 3 段分离处的壁厚，在非矩形点焊处

将经过换段修理的火焰筒装机进行试车考核，挂

保持原有材料厚度，在矩形点焊连接处剥离应使材料

机考核后分解检查未见异常，通过了质量验证试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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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说明修理工艺可行。

failures for intermediate casing [J].Aeroengine，
2014,40（6）：
68-72.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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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民用客机发动机技术评价与选型
王

鹏 1,2，
陈迎春 1，司江涛 1，何必海 1

（1.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上海 201210；2.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层次分析法是 １ 种有效实用的多目标决策方法。针对在大型客机研制中科学选择适合的民用航空发动机问题特点，基
于层次分析法，将发动机的选型要求层次化分解，建立了指标技术评估模型，并考虑不同评估专家分配不同权重的方法。以现有民
用发动机为例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层次分析法在民用客机发动机选择中具有合理性、科学性，符合市场实际情况，适用于民用
客机发动机方案选型，并可为民用客机发动机工程技术评估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层次分析法；
民用客机；航空发动机；选型
中图分类号：V2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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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Evaluation and Choice of Civil Aircraft Engine Based o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WANG Peng1,2, CHEN Ying-chun1, SI Jiang-tao1, HE Bi-hai1
渊1.COMAC Shanghai Aircraft Design Institute, Shanghai 201210, China; 2. School of Aeronaufics and Astronautic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冤
Abstract: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is an effective and practical multi-objective decision-making method. Aiming 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itable civil aeroengine selected scientifically in development of civil aircraft, the choice requirement of engine was

decomposed hierarchically based on AHP. The evaluation model of index technology was built, and the method of different evaluation

experts assigned different weights was considered. Taking the existing civil engine as example,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AHP is
reasonable, scientific in the choice of civil aircraft engine, and fits market fact. The method is suitable for the scheme choice of civil aircraft
engine, and provides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engineering technology evaluation for civil aircraft engine.
Key words: AHP; civil aircraft; aeroengine; choice

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这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

0 引言

方法，对候选航空民用发动机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

发动机的噪声和排放直接影响民用客机的适航

与技术选择[2-6]，并且考虑发动机需满足飞机要求的各

性和舒适性，发动机的耗油率和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

项指标，建立 1 套技术评价指标体系，得出各种影响

影响飞机的经济性和安全性。在民用客机设计初期，

因素的权重系数。通过对影响民用发动机各指标的评

对候选民用客机发动机的评价要取得成效，必须依据

价和分析，对候选发动机进行综合技术评估，选出符

1 套科学可信的评估选择方法。

合民用客机要求的最适合的发动机[7-8]。为整体综合评

民用客机发动机的技术选型是 1 项复杂的系统
工程，涉及到学科和内容有飞机性能、
发动机性能、气
动阻力、质量尺寸、安全性、环保性、供应商能力经验
等。并且由于民用客机的售价高达上亿美元，使用寿

价候选民用发动机提供 1 种实用可行的定量综合评
价方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技术评估指标

命在 20 a 左右，因此，民用发动机技术参数的选择是

民用发动机的评价涉及到的多种参数之间关系

否合理，选型是否合适、将会直接影响航空公司未来

复杂，某些评估指标之间相互影响和制约，所以不能

20 a 的发展和盈利 。

简单使用定量的方法来确定。评价指标选择应有代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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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数据可信性、独立性的原则上选取[9]。从而按照

类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等进行计算决策。其中层次分

评价指标全面、层次清晰，能够简明科学地构建反映

析法计算的误差最小，并且由于其在处理复杂的决策

民用发动机综合性能的评估模型，其评价指标的选取

问题上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在大型决策问题中应用最

应着眼于发动机整体性能和飞机总体需求。本文选取

广。其最大优点是可以处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问

发动机综合性能评价指标的流程[10]如图 1 所示。

题，可以将决策者的主观判断与政策经验导入模型，
并加以量化处理。采用层次分析法综合评估候选民用
客机发动机供应商。
层次分析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
AHP）是将与任务决策相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
方案等层次，
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
合的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论。该方法是美国运筹学家
匹茨堡大学教授萨蒂（T·L·Satty）于 20 世纪 70 年代
初提出的 1 种层次权重决策分析方法。其特点是在对
需要决策的复杂问题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关系等进
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少量的定量数据使决策的
过程数学化，从而能为多准则、无明显结构特性的复
杂决策问题提供简便的决策方法。
2.2 计算流程
运用 AHP 方法建模，通常分为 5 个步骤进行 [10]，
计算流程如图 3 所示。

图 1 评价指标建立流程

评价民用发动机的指标与因素较多，各指标的范
畴不尽相同，因此民用发动机选型是 1 个复杂的决策
过程。对于发动机的总体评价可分解为多方面，本文
确定发动机技术评价指标[1,11-15]如图 2 所示。对选用指
标进行分类，归纳到某具体特性来反映民用飞机总体
性能的分性能[5]，构成评估模型的中间层。

图 3 计算流程

2.3 递阶层次结构模型建立
民用客机发动机优化选型模型，首先要将民用发
动机选型评估问题条理化、层次化，构造出 1 个层次
分析的结构模型。在分析模型中，
将选型的复杂问题
图 2 发动机技术评价指标

分解为各种组成部分（称为元素），
再按属性将元素分
成若干组。将同组元素作为准则，
对组内元素起支配

2 层次分析法
2.1 层次分析法的概念

作用，同时又受到同一层次目标层的支配。最高层是
[16-17]

目标层，是需要解决问题的预定目标，中间层各组为

民用发动机优化选型的决策问题可以归结为运
筹学研究的范围，目前国内外多采用模糊评判法、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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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目标所涉及、考虑的准则，最底层为实现目标
可能采取的各种措施、技术指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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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候选发动机 AHP 模型结构

使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发动机选型模型包括 4 个
层次：第 1 层目标层为最终优选民用客机发动机；第
2 层准则层为发动机选优的评价方面（准则）；第 3 层
为各准则层下对应的具体发动机指标参数；第 4 层方
案层为备选民用发动机。
判断矩阵构造、权重系数计算、判断矩阵一致性
检验、目标层的权重计算等采用常规方法，不在此详
细描述。

3 民用发动机评估
3.1 评估模型建立
根据民用飞机的顶层发动机需求，首先提出 1 个
总目标。为了能对候选发动机进行评价，提高选型评
估和选择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将各指标和需求按层次
分解。将发动机相关各参数和因素根据其相互关联和
隶属关系划分为 1 个多层次的分析结构模型，对同一
层次内的诸因素通过两两比较的方法确定出相对于
上 1 层目标的各自的权系数。这样层层分析下去，直
到最后 1 层，即可给出所有因素相对于总目标而言的
重要性程度的排序。分析步骤[5]如图 4 所示。

0.0954），以及所有指标层对准则层的相对权重系数
（0.5396 0.2970 0.1634），
（0.6667 0.3333）。由式（3）
可计算出所有指标层参数对目标层的权重系数
（0.2522

0.1496

0.0864

0.0515

…

…

0.1089

0.0545）。同时考虑不同专家间的权重影响。
针对被评候选民用发动机，采用发动机原始数据

图 4 发动机选型 AHP 分析步骤

建立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动力装置系统选择评估
模型，用来进行发动机评价和选择，见表 1。

对比和专家定性评估相结合的方法，生成判断矩阵，
计算方法同上。

4 实例分析

3.2 专家打分与客观数据结合的权重计算
由于各发动机评价和分性能指标对发动机综合

为了能够更好地说明以 上建立的候 选民 用发

性能的影响程度不同，需要明确评估指标间的权重。

动机技术评价方法和评估模型，以国际知名的 3 种

采用专家打分的方法构成判断矩阵，请专家将指标层

发动机为评价对象，根据民用客机的实际需求，举

对准则层的重要程度，准则层对目标层的重要程度进

例分析。按照 AHP 法建立的评估模型，通过专家打

行比较，得出判断矩阵。如准则层 6 个分性能对准则

分计算得出最终的准则层对目标层的权重系数见

层的判断矩阵为

表 2。
杉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删

1

2

3

1/2

1

2

1/3

1/2

1

煽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闪

同样，
通过专家打分计算得出指标层对准则层的
权重系数，
见表 3。
候选发动机评估结果见表 4，
发动机 A 与 B 分析

计算得出准则层 3 个分性能对目标层的相对权
重为（0.5396

0.2970

0.1634），同理可以计算出指

标层对准则层的相对权重 （0.4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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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2

0.1601

结果相差不大，此 2 型发动机在国际上市场占有量
大，
分析结果符合实际航空公司选择结果。计算结果
显示发动机 A 最优，表示该型发动机更适合该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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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准则层对目标层的权重系数

表 4 候选发动机评估结果

准则层

对目标层的权系数

性能参数

0.2707

环保性

0.0922

4 性指标

0.0930

质量和尺寸

0.1637

集成特性

0.1844

技术风险

0.0776

项目

0.0528

供应商能力

0.0656

分项权系数
性能参数
环保性
4 性指标
质量和尺寸
集成特性
技术风险
项目
供应商能力
优选总权重

发动机 A
9.8591
4.5148
4.2661
5.6764
6.4940
2.6674
1.9193
2.2387
37.6358

发动机 B
9.4379
3.6360
3.2171
5.5091
6.4434
2.2228
1.7499
2.0843
34.3006

发动机 C
7.7699
1.0673
1.8134
5.1878
5.5068
2.8703
1.6094
2.2387
28.0636

注：
分析用发动机数据来自供应商和互联网。

表 3 指标层对准则层的权重系数

机。算例表明使用层次分析法建立的发动机选型分析

方法，并建立选型评估模型，实现了对候选发动机实

计算模型正确、客观的反映了动力装置评估内容，并

施有效、科学、客观的综合评估和选择。从以上应用实

形成 1 个直观的数值结果。

例的分析评价结果看，该方法切实可行、符合客观实

5 结束语

际。将候选发动机的各种影响因素以数值形式表现出

民用客机发动机是 1 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对民用
客机的影响因素繁多，因此对候选民用发动机客观的
技术评估是 1 件难度较大且复杂的工作，而民用客机
发动机选型直接影响民用客机运营的性能和研发成
本。本文将层次分析法引入民用客机候选发动机的技
术评价与选择，建立其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选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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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对比效果直观，有助于选择适合的民用客机发动
机，提高客机在未来市场中的竞争力，并为民用发动
机综合评估论证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具有非常重
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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