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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物理试验起动阶段低温燃油流量计量技术路径探究
史春雨
（中国航发动力控制系统研究所，
江苏无锡 214063）

摘要：针对装备数控系统的 2 个型号发动机分别在台架试验和飞行试验中发生的低温起动失败故障，从数控系统半物理试验
燃油流量计量宽范围、快响应、高精度的测量要求入手，分析了试验的测量环境与涡轮流量计检定条件要求的环境存在的较大差
异，在低温条件下燃油黏度提高，造成了流量系数减小，试验室测量流量示值小于实际流量，低温燃油流量测量准确度存在不可接
受的偏差；阐述了发动机低温起动失败故障时供油不足，
不能通过当前的流量测量方法进行确认和故障定位，提出了解决高响应低
温小流量测量技术问题的研究路径及关键技术的方案和思路，
主要方案和思路有：
质量流量计串联标定法、
常温涡轮流量计串联标
定法、
体积管串联标定法。
关键词：流量计量；
燃油；
半物理试验；
低温起动；
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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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Technology of Fuel Flow under Low Temperature Starting in Semi-physical Test
SHI Chun-yu
渊AECC Aero Engine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袁 Wuxi Jiangsu 214063, China冤
Abstract: Aiming at the failure of low temperature start that happened respectively in rig and flight test for two types of aeroengine

with digital control systems, the measurement requirements such as wide range, fast response and high accuracy of fuel metering during
semi-physical test applied to digital control systems were described.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easuring condition and the

factual condition in the verification process of turbine flowmeters were analyzed. The increase of fuel viscosity in the condition of low
temperature caused the reduce of flow coefficient which resulted that the indicated value of measured flow rate in test was less than the

actual flow rate and unacceptable deviation appeared in measurement accuracy of low temperature. It was stated that the fault of low
temperature start was caused by insufficient fuel supply and thus were unable to identify and locate. Some ideas of research route and key
technology schemes were proposed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technology validation of high response, low temperature, and low flow rate
measurement. which mainly are the connection series of mass flowmeters, thrmostatic turbine flowmeters and volume tube calibration device.
Key words: flow metering; fuel; semi-physical; low temperature; viscidity; aeroengine

0 引言

轮流量计作为试验中的优选传感器，易受介质的温
度、压力、黏度等因素的影响，由于试验的测量环境与

按国军标的要求，发动机燃油与控制系统在装机

涡轮流量计检定条件 [1]要求的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在

前应进行燃油高、低温条件下的模拟飞行试验，发动

低温条件下燃油黏度有较大幅度提高，流量测量会产

机控制系统以质量流量作为燃油流量的控制指标，而

生偏差。文献[2]指导了涡轮流量计燃油流量计算修正

控制系统计量油量的控制原理多采用在等压差状态

的完整方法和过程，但更适用于燃油温度稳定的台架

下调节通流面积的方法实现体积流量控制。在半物理

试验，并指明了在过度的高黏度、小流量条件下应用

模拟试验中，
动态闭环试验要求连续测量计量燃油流

会产生严重错误。前苏联的 Н.Ф.杜博夫金等对喷气

量，需要宽范围、
快响应、高精度的燃油流量测量。涡

燃料性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试验研究 [3]；国内基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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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各种流量测量场合的实际问题也开展了多方面

能或输出至发动机数学模型进行控制系统的闭环试

的研究：马彬等通过试验分析了流体黏度对涡轮流量

验。在飞行环境温度范围内，主机单位提供的若干温

计性能的影响，特别是对小规格流量计影响更大 ；王

度点发动机起动加减速供油规律是以质量流量定义

鲁海等对低流量条件下涡轮流量计的黏度响应特性

供油量要求，要求供油量控制精度不劣于±1%，把起

开展了试验研究[5]，
提出可以通过少量的高黏度试验，

动过程控制精度要求提高到±0.5%，因此在试验过

推导出不同黏度的修正关系；
陈洁根据试验并建立补

程中流量测量准确度应优于 GJB 5109-2004[10]中被测

偿模型，对 LW25 流量变送器进行了黏度补偿，提高

装备精度 1/4 的要求，即测量 准确度最好 优于 ±

了测量精度[6]；官志坚等以 LWGY15 涡轮流量计与德

0.1%。在常温条件下，FT4 涡轮流量计校验精度为±

国 KRACHT 公司 VC5 齿轮流量计为样本开展了涡

0.05%，可以满足使用要求。

[4]

轮流量计与齿轮流量计对黏度的适应性试验，提出了

JJG1037-2008[1]规定在流量检定过程中环境温度

涡轮流量计用于高黏度介质流量测量时应进行高黏

为常温 5~45 ℃，还规定了在检定过程中介质温度变

度校准[7]；曹广军等也通过试验证明 LWGY80EX 涡轮

化不大于±0.5 ℃，
SAE ARP4990A [2]要求燃油介质流

流量计流体的黏性对涡轮流量计的仪表系数具有很

量计的检定温度为 26.67 ℃。
但在低温条件下，
燃油的黏度和密度的改变对流

大影响[8]。
从检索的文献分析，大多数的研究者是针对各自
行业的特定测量场景和限定范围开展的理论分析与
试验性研究，方法与结论可作为借鉴，没能找到 1 套

量计量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SAE ARP4990A

[2]

指

出流量测量和修正会导致重大错误发生。
GB 6537-2006

[11]

规定了 3 号喷气燃料在 20 ℃

适用喷气燃料低温小流量测量的完整解决方案。所谓

下，密度为 775~830 kg/m3，黏度为不小于 1.25 mm2/s；

小流量在本文中定义为常温下接近涡轮流量计下限

在 -20 ℃下黏度不大于 8.0 mm2/s，由于喷气燃料的

工作的流量状态。喷气燃料的使用温度环境范围大，

性质与原油产地、炼制厂生产工艺、
批次等有关，标准

动态过程变化剧烈，而受燃油物理性能和涡轮流量计

只给出了燃油特定点密度、黏度范围，因此采用《中国

环境影响的性能的基础数据缺乏、燃油介质温度快速

喷气燃料》[12] 所提供的 RP-3 样本数据和公式进行物

测量技术水平不足等因素的制约，造成燃油低温小流

理性质计算，见表 1。

量测量技术不能满足试验与确认的要求。
本文为解决低温燃油流量测量的准确性问题，提

表 1 RP-3 物理性质及 0.41 L/min 流量时的 f/γ 估值
温度 /℃

3
密度 （kg/m
/
）

黏度 （
/ mm2/s）

f/酌

出了采用质量流量计串联标定法、常温涡轮流量计串

20

779.6

1.48

55

联标定法、体积管串联标定法，对涡轮流量计低温流

-15

805.8

2.87

28

量测量进行标定和修正的技术方案和研究路径的一

-40

826.0

5.89

14

些思路，供从事低温试验工程技术人员在构建燃油流

-54

836.8

10.3

8

-57.5

839.2

12

6.8

量测量系统时参考。

1 问题概述与分析
《航空涡轮喷气和涡轮风扇发动机通用规范》

随着黏度的提高，涡轮流量计的流量系数 运
(K=f/Q，即输出频率 / 体积流量)会减小，同时线性度

（GJB241A） 规定了发动机应能在 -54 ℃或相当于燃

也会变差。试验与理论模拟 运 值与 Re 关系情况如图

油黏度(γ)12 mm /s 条件下满意起动。虽然燃油附件

1 所示。在进入涡轮流量计的线性段前，在黏度不变

也通过了低温部件性能试验，但配装数控系统的 2 个

时，随着流量增加，
Re 增大，运 值持续增大，运 值与流

型号涡轴发动机分别在台架试验和飞行试验中发生

量计入口 Re 成指数关系[5]。

[9]

2

了低温起动失败故障。

这种现象可以从流体力学理论中得到解释，如图

发动机数控系统半物理试验和燃油部件试验中

2 所示。随着燃油温度降低，
黏度增加，Re 减小，
在低

均采用涡轮流量计进行燃油测量，根据试验燃油温度

相同流速下附面层增厚，黏性力起主导作用，附面层

下的密度将体积流量换算为质量流量，
以评价产品性

低流速的流体阻碍了涡轮转动，
只有更高的平均流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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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达到在低黏度紊流状态下涡轮转速，即实际流量

在 1 个分离点（break-away point），低于该点流量修正

大于测量流量，K 值减小。

会导致重大错误发生，燃油低温小流量状态测量的计
算 ， 不 宜 采 用 供 应 商 提 供 的 流 量 系 数 及 SAE

1.6

ARP4990A 的计算方法进行修正。

1.4
1.2

起动失败故障复现试验，是通过在燃油温度为

1.0
0.8
水
8.2 cSt
14 cSt
20.5 cSt
57.5 cSt
87 cSt

0.6
0.4
0.2
10

100

1000

Re

-15 ℃下采用低温起动失败与起动成功的多套控制
系统比对进行的，最终将故障原因初步定性为泵调节
器中计量活门温度补偿部件补偿过度，造成起动供油
量不足，
起动超时，
因而被判定起动失败。如前所述，
部件和系统试验流量测量系统均无法证明在低温条

水
8.2 cSt
14 cSt
20.5 cSt
57.5 cSt
87 cSt

1.5

1.0

件下的燃油流量计量的准确性，
无法提供确凿可信的
试验数据用于故障分析和理清故障发生机理。
虽然燃油低温流量准确计算和进行低温修正当
前都难以实现，
但仍有可能和有必要对燃油低温致黏

0.5

度增加产生的影响进行趋势分析。根据 LW-25 涡轮
100

流量计进行多种黏度影响试验，以试验数据拟合式

1000

Re

图 1 试验与理论模拟 运 值与 Re 关系[5]
Umax

Umax

（7）[6]绘出分析曲线，如图 4 所示。对 RP-3 在低温时
流量测量进行粗略分析，
按表 1 以假设起动最小流量
查图 4 估算，在 -15 ℃下流量系数最大下降 2%，对
应全程测量精度约为 -0.082%，在 -40 ℃下，流量系

u

u

图 2 管内层流与紊流速度分布

数最大下降 18%，对应全程测量精度约为 -0.6%，已
远超出流量测量精度±0.1%的要求。

在发动机起动过程中的燃油流量处于流量计的

290

小流量工作区，黏度增加的影响更为显著，如图 3 所

280

10
5

270

K0（20℃）

示 [2]。假设起动最小流量 20 kg/h(0.41 L/min)进行估

260

算，在 20 ℃下流量计进 口 Re=989，在 -15 ℃ 下

K1（-15℃）

250

-5
K2（-40℃）

Re=506，在 -40 ℃下 Re=246，Re 均小于 2000，进入

240
230

啄（-15℃）%

了层流区，和超过下限的小流量一样，已不能直接采

220

啄（-40℃）%

用流量检定得到的流量系数进行流量计算。

210
200

0

0

5

-10
-15
-20
10

15
f/酌

20

25

-25
30

图 4 RP-3 运 值与 f/酌 变化关系预期[6]
low flow or high viscosity
f/v
break-away point
increasing viscosity
low flow or high viscosity
Ro

图 3 流速和黏度对涡轮流量计测量的影响[2]
（K=f/Q，
St=K·D3，Ro=(f/酌)·D2）

(f/酌=30 时 Re=5000)

涡轮流量计 FT4 比 LW-25 具有更小口径，受黏
度的影响程度会更大[4]。如果不对低温流量数据进行
修正，不但在半物理闭环试验时会产生严重偏差，而
且有可能对台架低温起动试验、
低温地面起动试验和
空中低温起动试验造成难以预期的后果。
另外根据 SAE ARP4990A 的描述，涡轮流量计

SAE ARP4990A 还指明高黏小流量区 K 值的变

测量与介质压力、流量计温度线膨胀系数等有关，但

化并非是单调的，并且在流量计最小量程极限下，存

影响相对较弱，本文未对这些影响进行分析。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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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系统半物理模拟试验要求对温度、压力、流量动

不但要适应飞行包线范围内起动到最大工作各状态

态变化的燃油流量进行宽范围的准确动态的测量，各

的宽范围流量，
而且要具有更快的响应速度和较高的

种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共同作用，几乎不可能通过纯粹

测量精度，在进行模拟高空高寒起动飞行试验时还需

计算的方法实现低温燃油流量测量修正，达到半物理

有较好的低温适应性。

模拟试验宽范围、快响应、
高精度的流量测量要求。

2 发动机数控系统半物理模拟试验
2.1 半物理模拟试验工作原理
发动机数控系统各部件和分系统与试验设备、发
动机数学模型等构成半物理模拟试验系统。电子控制
器用于采集油门杆、
操纵装置、状态操纵指令、飞机信
号及指令、液压机械装置和几何作动装置上的位移、
转速随动系统上的各转子转速及信号模拟装置输出
的各类信号，控制软件根据控制计划、发动机参数进
行计算，输出控制指令，进行燃油流量与作动装置的
控制。
装载有发动机实时数学模型的计算机按设定的
高度和马赫数，接受当前燃油流量（质量流量）信号，
通过空气动力学、热力学和转子动力学等计算，得到
对象发动机各转子转速、各截面温度、各截面压力、各
类负载等参数并以模拟量信号方式输出，试验设备接
收指令，控制试验设备驱动试验部件或仿真部件运

高精度的质量流量计因仪表本身具有温度修正，
受介质温度影响较小，但动态性能不能满足发动机起
动过程的流量测量需求。本次试验没有采用科氏质量
流量计和齿轮流量计作为测量比对工具，原因是起动
过程是 1 个流量动态变化的过程，科氏流量计在
0.25%测量精度，
4T+啄 滞后时间估算长达 3.2 s

，在

[13]

半物理模拟试验中科氏质量流量计更适用于稳态过
程测量。
涡轮流量计在量程范围内具有较高的常温测量
精度和动态响应性能，对流速阶跃变化的响应时间小
于 5 ms[14]。但测量准确度受介质黏度、温度等因素的
影响较大，流量计检定中使用工作介质在标准温度条
件下进行检定，
检定结果不能适应低温条件下燃油流
量测量的要求，特别是在低温半物理试验中，要求变
温条件下体积流量与质量流量实现实时准确地转换，
温度影响是实现低温条件下流量动态测量必须面对
的难题。

行，供出计量燃油、产生电能、传速、温度、压力、执行

称重法是最基础的稳态流量测量手段之一，测量

机构位置等传感器信号、施加负载力及相关的应力环

精度取决于精准的切入切出时刻、足够长的测量时

境等。发动机数控系统中的电子控制器采集各类传感

间、足够稳定的流量，还要考虑如何消除低温部件凝

器信号或模拟信号，运算后产生新的输出控制指令。

露结霜的影响，不能用于流量动态过程测量。

以上过程构成半物理试验的闭环试验过程。
2.2 发动机起动过程的工作原理
发生起动故障的 2 个型号发动机数控系统的起
动过程，采用开环控制，根据发动机当前转速、进气温

齿轮流量计的精度和动态性能均较高，但更适应
高黏度介质，并且不能测量含固体颗粒或杂质的流动
介质，当被试验件发生磨损等故障时，齿轮流量计的
堵转可能造成试验系统超压，增大试验风险。

度、泵调节器上靠近燃油流道的测量壳体温度、计量

对于具有动态过程的半物理模拟试验，涡轮流量

活门温度补偿部件等共同作用，控制起动过程供油

计仍是最适宜的基本选择，但这并不排除在试验过程

量，控制品质取决于控制律设计的准确性、各部件的

的一些特殊场合采用其它类型的流量测量方法进行

温度特性。起动成功后，进入转速闭环控制，
燃油流量

比对。

计量的准确性要求不再作为控制的重点。可以看出，

2.4 燃油温度测量

低温小流量燃油流量控制和测量技术对发动机起动

试验中采用低温油箱油温测量和供油管路管壁

成功和控制功能的实现起着关键作用。

外贴片式热电阻进行温度测量，
由于壁面及传感器封

2.3 流量计的选择

装热传导缓慢，响应速度较慢，增压泵加入功率、保

由于发动机控制系统在半物理模拟试验中的工

温、管路热容量等因素对温度测量也会产生影响，当

作过程是连续动态的试验过程，不能采用切换流量计

前的温度测量方法不能适应仅有 10 s 左右的低温半

以适应不同的流量范围的方式进行流量测量，流量计

物理模拟试验起动过程的验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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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动机起动失败原因分析
发动机因起动失败故障而终止起动的原因有:起
动超温、起动高温悬挂、起动低温悬挂、点火不成功、
起动超时等，
在台架试验和飞行试验中发生的 2 次低
温起动失败故障是起动超时。
起动超时主要因素有：
（1）进气温度低，空气密度大，压气机压缩功大，
启动机带转加速时间延长；
（2）环境温度低，发动机滑油黏度大，机械阻力
大，启动机带转加速时间延长；

5

验证以进行修正，在一定黏度下，随着流量增加，运 值
增大后再减小达到分离点。起动过程量是一个流量渐
升的过程，经历了 K 值增加和减小二段过程，在起动
过程中各流量点的流量是不确定的，涡轮流量计测量
数据不能直接作为低温性能评价和故障定位分析的
测量基础数据。

4 研究的重要性
在低温条件下发动机起动控制品质取决于流量
测量和计算的准确性、各成附件的温度特性、准确的
控制规律设计，
虽对数控系统燃油附件进行了低温环

（3）发动机流道温度低，部件吸热量增加，燃气

境试验，但侧重点是考核性试验，对在低温环境下燃

可用能（火用）降低，涡轮出力下降，发动机加速时

油附件及传感器性能改变关注不够。针对低温试验特

间延长；

别是起动过程，
数控系统半物理模拟试验尚没有建立

（4）燃油低温时黏度大，燃油雾化性能降低，燃烧
效率下降，发动机加速时间延长；
（5）由于小型发动机起动超温风险性高，对起动
供油的上限要求更加严格；
（6）软件或硬件对低温条件下燃油的密度增大补
偿过度或考虑因素不完整，过度减少流量；
（7）主机单位提供的环境温度极值范围内发动
机起动加减速供油规律存在偏差，造成燃油流量限
制过低。
低温起动失败故障发生前，在系统半物理试验器

完善、可信、
验证确认的试验验证条件和试验方法，系
统缺陷只能在发动机鉴定试验、
低温台架试验甚至是
系统产品交付后暴露，在起动过程的燃油控制参数的
修正依赖于发动机在低温或高寒环境起动试验中完
成，等待自然低温环境达到试验要求，将宝贵的时间
和机会耗费在数控系统的修正调整中，内外场试验数
据也不能实现高效比对形成改进迭代，
严重影响了控
制系统研发进度和研发质量评价。

5 起动阶段低温燃油流量计量技术的研究路径

中无低温燃油试验条件，未开展系统级低温起动试

由于燃油温度是造成涡轮流量计性能变化的主

验；故障发生后，采用以液氮制冷燃油的方案迅速建

要原因，
低温小流量计算和流量计低温修正是不可信

立了低温试验条件，同时采用称重法对起动失败与起

和难以实现的，
进行各温度条件下的流量标定是容易

动成功的多套控制系统的起动过程燃油总量和涡流

想到的技术路径，但当前煤油介质的检定机构均不具

量累积计算量进行对比，并且对燃油泵调节器燃油低

备低温各高温检定条件，
只能通过试验现场对涡轮流

温 -15 ℃条件下规定流量点进行开环稳态性能的测

量计标定实现低温校准。

试，同时采用稳态称重法测量燃油流量，发现故障的

5.1 质量流量计串联标定法

主要原因是由于计量活门温度补偿元件补偿过度造
成了起动供油量不足。

本方法是在低温试验系统或采用低温油源供油，
采用具有密度测量功能的高精度质量流量计与涡轮

在试验中，根据流量计输出频率除以检定的流量

流量计串联，涡轮流量计进口设置能够进行快速、准

系数得出体积流量，
并与当前控制系统出口燃油温度

确、实时测量燃油温度的传感器，对不同流量、不同温

下的计算密度相乘计算质量流量。

度的燃油流量分别进行测量，将质量流量与当前密度

试验中涡轮流量计体积流量示值累积计算后，乘

相除得到低温体积流量，
再将此体积流量按燃油的温

以低温燃油密度换算为质量流量比称重法得到的数

度 - 密度特性换算为检定状态的体积流量，从而得到

据小 2%，与图 4 基本吻合，但在更低的温度下偏差

各温度条件、各流量状态涡轮流量计的标定数据表用

会进一步增大。根据图 3 进行分析，分离点（图 3 中

于插值修正或公式修正，
试验时按当前流量和温度将

break-away point） 以左流量系数的变化是非单调的，

涡轮流量计低温流量修正为检定状态的体积流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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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定只对选定试验燃油有效，
当更换不同批次燃

标定也只对选定试验燃油有效，当更换不同批次

油和燃油老化时，燃油温度与密度、黏度物理性质改

燃油和燃油老化时，燃油温度与黏度物理性质改变

变时，需重新标定，除非通过大量的试验数据积累确

时，需重新标定，也需要通过大量的试验数据积累确

认这些影响可以被忽略。

认这些影响可以被忽略。

关键技术装置是高响应燃油温度测量，还需要配

关键技术装置是高响应燃油温度测量和绝热低

套具有恒低温能力的试验系统或低温油源。

热容体积管式燃油流量计量装置，还需要配套具有恒

5.2 常温涡轮流量计串联标定法

低温能力的试验系统。

针对发动机控制系统起动燃油流量小且重要、转
速闭环后流量大但重要性下降的特点，对低温起动燃
油通过快速加热装置加热，并将温度控制在涡轮流量
计接近检定温度的条件下测量，可以得到准确的流量
测量值，在起动后的转速闭环的较大流量工作状态下
不再加热和进行流量温度修正。
低温涡轮流量计进口同样设置能够进行快速、准
确、实时测量燃油温度的传感器，
通过对不同流量、不
同温度的燃油流量分别进行测量，得到各温度条件、
各流量状态涡轮流量计的标定数据表用于插值修正
或公式修正，
试验时按低温涡轮流量计当前流量和温
度将低温流量修正为检定状态的体积流量。
标定只对选定试验燃油有效，
当更换不同批次燃
油和燃油老化时，燃油温度与黏度物理性质改变时，
需重新标定，
也需要通过大量的试验数据积累确认这
些影响可以被忽略。
关键技术装置是高响应燃油温度测量和燃油快速
加热装置，
还需要配套具有恒低温能力的试验系统。
5.3 体积管串联标定法
采用体积管对涡轮流量计进行检定是各检定机
构常用有的方法如图 5 所示，但对于低温介质，各家
机构还没有建立基于体积管的低温检定能力，可以采
用相似的方法开展低温条件下涡轮流量计的标定，方

图 5 体积管式燃油流量计量装置原理

5.4 高响应燃油温度测量技术研究思路
基于管内流动不稳定换热及测温器件导热的传热
学原理开展研究工作，
感温部件与被测流体直接接触、
追求最大的换热面积和最小的热容以提高动态性能。
通过对某型燃油泵调节器试验中出口温度上升
速率和流量控制精度要求的分析，初步估计燃油温度
测量装置的响应速度 子0.5＜200 ms 可以满足测量要
求，装置不应对流量计流场产生影响，其热容足够小
不应对流量计进口燃油温度产生过大影响，应能够承
受燃油不稳定流场的冲刷具有可接受的使用寿命。
经初步测试，某国产印刷烧结铂膜热电阻产品在
燃油介质中静态测试 子0.5 已达约 250 ms，德国某铂膜
热电阻传感器样本动态指标在流速 0.4m/s 时，子0.5 已

案是：将体积管和涡轮流量计串联，接入低温试验系

达 100 ms，具备技术可行性，可以此为主要方向，研

统或供给低温油源，压力燃油从一端进入体积管，
当

制流量计进口温度测量装置，方案是在与流量计进口

活塞逼近一端时，
通过切换阀切至反向工作，
低温涡轮

管内设置的绝缘基材上，
制作印刷烧结铂膜电阻或者

流量计进口同样设置能够进行快速、
准确、
实时测量燃

镶嵌铂膜裸露的铂热电阻产品。另外，
还可根据传热

油温度的传感器，
通过对不同流量、
不同温度的燃油流

学原理对管内流动燃油温度与传热温升速率的规律，

量分别进行测量，
得到各温度条件、
各流量状态涡轮流

对当前测量温度数据微分超前修正，实现更快速的燃

量计与体积管的流量标定数据表，用于插值修正或公

油温度测量计算。

式修正，试验时按低温涡轮流量计当前流量和温度将

5.5 绝热低热容体积管式燃油流量计量装置研究思路

低温流量修正为低温状态的真实体积流量，再根据燃

基于理想流体的不可压缩性和流体的连续性，体

油温度 - 密度特性换算成检定状态的体积流量。

积管式燃油流量计量装置与串联的涡轮流量计在非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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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段具有相同的流量，
采用体积管进行低温检定，
必须

正的方法，但由于燃油性质、
修正目的的差异，其主要

降低体积管构件的热容、环境温度差对介质温度产生

用于发动机性能达标的稳态燃油流量修正，不适用于

影响，还必须对体积管的不同温度下的胀缩测量或修

半物理试验起动过程动态流量测量。按 GJB241A 规

正，
考虑到要在试验现场进行标定，
体积管式燃油流量

定的低温环境进行低温起动时，
燃油低温造成的高黏

计量装置还应进行小型化设计，体积管采用薄壁油缸

度已超出了修正适用范围，低温燃油流量测量是发动

以降低热容，
采用绝热处理以减小环境温差影响，
磁致

机数控系统起动阶段性能验证不可或缺的基础技术，

伸缩位移传感器测量杆穿过活塞中心设置，活塞在油

准确的流量测量是发动机控制系统性能验证、准确提

缸内两端进出口油压差的推动下移动，通过测量活塞

出并完善对部件的指标要求、确认与主机要求符合性

的位移速度即可以计算出流经体积管的燃油流量。

验证最重要基线之一，有必要开展研究探索，找到解

5.6 带称重装置的低温油源研究思路

决路径，5.1、5.2 所述研究技术路径具有较好的可实

方案是采用由配置了天平称重的 3 个保温油箱

现性。

组成的供油系统，天平具有模拟量输出，由计算机采

通过对低温流量测量的现状、困难的阐述和技术

集实时计算质量流量，
作为流出燃油体积流量测量的

路径的思考，希望能引起发动机主机、控制系统、燃油

参考比对。3 个保温油箱分别为高温油箱（配加热器

部件、石油化工等单位对低温流量测量问题的更多关

时可用于开展高温标定）、低温油箱 （配液氮制冷盘

注，共同推动低温流量测量以及发动机低温起动技术

管）、回油箱，当对高温、低温油箱进行定压充气时可

的深入研究，为制定低温环境适应性设计和验证规范

形成稳定的压力供油，
燃油流过配置了燃油温度测量

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装置的涡轮流量计串联的体积管式燃油流量计量装
置进入回油箱，可进行涡轮流量计与体积管计量装置
的间段标定 （切换点附近数据舍弃，平直段数据有
效）。当高温和低温油箱并联且同时供气，通过快速切
换，可使高温和低温燃油交替流过配置了燃油温度测
量装置的涡轮流量计和体积管式燃油流量计量装置，
本油源还可用于验证燃油温度测量装置的温度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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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概述了国外涡桨发动机的发展状况，分析了涡桨发动机控制系统相关的若干关键技术，包括不同类别涡桨发动机的工
作参数、特点、性能、螺旋桨模型、控制系统设计方法、故障诊断技术等。主要剖析了早期的 Garret 公司 YT76 单轴涡桨发动机液压
机械控制系统的自适应燃油控制逻辑、实现方法，此外，对 PW 加拿大公司 3 轴涡桨发动机从第 1 代具有监控功能的数字电子控制
系统及液压机械备份 PW1 20 发动机控制系统到具有双通道全权限数字电子控制功能的 PW1 50 发动机控制系统的发展历程进行了
重点分析，旨在为国内涡桨发动机控制系统的技术发展提供 1 条清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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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Turboprop Engine Control Technology in the West
CHEN Huai-rong, WANG Xi
渊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冤
Abstract: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turboprop engine in western countries was overviewed, and several key technologies related with

the control system of turboprop engine were analyzed, including working parameters, features, performance, propeller model, design method

of control system, fault diagnosis technology of different types of turboprop engines and so on. The adaptive fuel control logic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 of the hydro-mechanical control system of Garret early YT76 single spool turboprop engine were mainly analyzed. In

additi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Pratt & Whitney Canada three-spool turboprop engine from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supervisory digital
electronic control with mechanical back up system of PW120 engine to the dual channel full authority digital eletronic control system of
PW150 engine was selective analyzed. These efforts are intended to provide a clear idea for th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turboprop engine control system.

Key words: turboprop engine; propeller model; control system; fault diagnosis; adaptive fuel control

0 引言
涡轮螺旋桨（简称涡桨）发动机是 1 种主要依靠

论日趋完善，健康管理技术有了长足发展，涡桨发动
机控制系统也由液压机械式控制系统发展到全权限
数字电子控制 (Full Authority Digital Electronic Con-

螺旋桨产生的拉力或推力驱动飞机的航空动力装置，

trol，简称 FADEC)系统。传统的涡桨发动机控制系统

具有耗油率低、单位功率大、起飞推力大、推进效率

采用将发动机控制系统和螺旋桨控制系统分开设计

高、对飞机场要求低、
使用成本低等优点，在军用中小

的方式，而由欧洲国际涡轮螺旋桨发动机股份有限公

型运输机、
民用支线客机和通用飞机等领域有着广泛

司(EPI)研制出的 TP400-D6 涡桨发动机 FADEC 系统

的应用前景。随着螺旋桨设计、制造技术的进步，
涡桨

则首次采用了多变量控制技术，将发动机控制系统和

飞机在高亚声速飞行时的耗油率进一步降低，推进效

螺旋桨控制系统综合起来进行设计[2]。FADEC 技术不

率大大提高，涡桨发动机因此被誉为“明天的绿色动

断进步，飞机 / 涡桨发动机一体化控制及健康管理技

力”。飞机对发动机性能要求不断提高，现代控制理

术成为未来涡桨发动机控制系统的发展方向。

[1]

收稿日期：2016-08-09
作者简介：陈怀荣（1990），男，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航空发动机建模、
控制系统设计和传感器故障诊断；
E-mail:chenhuairong21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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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中国通用航空产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3]。

TPE331-12、TVD-10 等，主要采用具有机械液压备份

涡桨发动机在高亚声速飞行时所具有的诸多优点，势

的电子控制系统。随后，由于突破了一系列螺旋桨设

必给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目前，国内缺乏对涡桨发

计关键技术，涡桨发动机性能有了很大提升,

动机的研究，螺旋桨技术水平仅限制在测绘仿制阶

AE2100、PW150、
TV7-117S 第 3 代涡桨发动 机 相继

段，涡桨发动机控制系统仍以传统的液压机械式为

问世，
控制系统主要采用具有状态监视系统的双通道

主，更缺乏对涡桨发动机控制系统传感器、执行机构

FADEC 系统。随着设计、制造、
控制、
健康管理等多学

的故障诊断研究，
自主研发能力相对国际先进水平有

科技术的发展，P400-D6、
TV7-117S 等第 4 代涡桨发

较大差距。

动机应运而生，控制系统主要采用具有发动机监控监

本文以国外涡桨发动机技术发展状况为出发点，
分析了与涡桨发动机控制系统相关的若干关键技术。

1 涡桨发动机技术发展状况
目前，30～70 座级民航支线涡桨飞机绝大多数

视系统的双通道 FADEC 系统，代表了目前世界范围
内的先进水平，不但在耗油率和环境污染方面占优，
而且在飞行速度和噪声水平上有很大提高，可与涡扇
型飞机相媲美。4 代典型型号的涡桨发动机重要技术
性能参数见表 1[1,5-6]。

都配装了 PW100 系列涡桨发动机。针对 90 座级民航
支线涡桨飞机，
PWC 公司正在研制功率为3307.5~5880
kW 的新一代支线涡桨(NGRT)发动机。通过提高压气

表 1 典型型号的涡桨发动机技术性能参数
代别

型号

加拿大
加拿大
美国

起飞功率 / 起飞耗油率 /

总增压比

涡轮前温度

kW

（kg/kW·h）

PT6A-27

680

0.367

6.3

1228

PT6A-34

750

0.362

7.0

1305

TPE331-1

496

0.368

8.34

1286

第 1 代 英国

Dart6MK510

1145

—

5.5

1123

机增压比和发动机循环效率，使 NGRT 发动机的耗油
率(SFC)降低了 20%。
为了与 PWC 公司的 PT6A-60 系列发动机在公

国别

务及通用航空领域动力市场竞争，GE 公司开展 1470
kW 级先进涡桨发动机(ATP)项目。ATP 具有双转子结

/K

英国

Dart7MK532

1495

0.41

5.6

—

前苏联

AI-24

1875

0.342

6.4

1070

前苏联

AI-20M

3169

0.321

7.9

1200

构，采用 3-D 离心式压气机和 4 级轴流式压气机，使

前苏联

NK-12

9200

0.302

9.5

1250

压气机增压比达到 16，并采用反流式燃烧室、2 级高

加拿大

PW120

1491

0.286

12.14

1422

美国

CT7-5A

1294

0.29

16

1533

压涡轮和 3 级低压涡轮，
大大提高了发动机效率。在

第2代

同等海拔高度下，与 PT6A-60 系列发动机相比，ATP

美国

TPE331-12

701

0.334

10.8

1493

前苏联

TVD-10

671

0.365

7.4

1160

的功率提高了 10%，耗油率降低了 20%，翻修期延长

英国

AE2100A

3096

0.25

16.6

—

了 30%，
大修间隔时间也提高至 4000 h。此外，GE 公

第 3 代 美国

PW150

3781

0.255

17.97

1533

俄罗斯

TVD-1500B

956.2

—

14.4

1500

欧洲

TP400-D6

8203

—

25

1500

2088

0.255

17

1530

司研制的新型 3675 kW 级涡桨发动机即将问世。
自 1942 年英国研制出世界上第 1 台涡桨发动机
“曼巴(Mamba)”以来，涡桨发动机进入了 1 个快速发
展阶段，成功研制出 Dart、
PT6A 系列、AI-20、AI-24、
NK-12 等第 1 代涡桨发动机，主要采用了液压机械

第4代

俄罗斯 TV-117S 系列 2

2 螺旋桨数学模型
涡桨发动机控制系统的研究对象是带有大惯性

式控制系统。但相比于涡扇发动机，涡桨发动机存在

螺旋桨的涡桨发动机。螺旋桨主要靠发动机轴驱动，

噪声大、飞行速度低等问题，导致其相关的技术研究

其需求功率与拉力负载特性在不同的飞行条件和工

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能源危机爆

作状态下变化很大，
对涡桨发动机和飞机的整机性能

发，低耗油率的涡桨发动机迎来发展机遇，英、美等国

产生直接影响[7]。在设计控制系统时，需要建立精确的

航空研究机构在提高桨叶气动性能等方面进行大量

螺旋桨数学模型，计算在不同的飞行条件、转速和桨

研究工作，先后研制出新翼型的桨叶，如 ARA-D 翼

叶角的条件下螺旋桨所需的功率、效率和拉力，以获

型，该翼型特点是最大厚度前移，前缘半径增大，尾缘

得螺旋桨的负载模拟特性，用于涡桨发动机控制系统

[4]

加厚 ，从而提高了翼型的临界马赫数、巡航效率、螺

的动态性能仿真研究中。用于定义螺旋桨数学模型的

旋桨拉力，这一时期涡桨发动机主要有 PW120、
CT7、

接口参数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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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参数

飞行高度

螺旋桨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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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飞行状态下，这些被调参数采用以下 3 种调节规
律获得其期望的性能。
3.1.1

飞行速度

等动力涡轮转速调节规律
等动力涡轮转速调节规律可使发动机在各工作

螺旋桨拉力
螺旋桨转速

状态下保持动力涡轮转速恒定。一方面，动力涡轮转
速恒定能够使发动机在动态和稳态工作过程中远离

螺旋桨效率
桨叶角

压气机喘振边界，保证发动机稳定工作；另一方面，当
涡桨发动机加、减速时，由于大惯性的螺旋桨转速保

图 1 螺旋桨数学模型接口参数

持不变，可以改善发动机的加、
减速性能。在慢车状态
有关螺旋桨数学建模方法的文献较少。20 世纪

下，
由于慢车转速尚未达到这一调节规律所设定的转

30 年代美国国家咨询委员会 (NACA, NASA 前身)给

速，转速调节器不起作用，通过改变供油量使发动机

出了螺旋桨进距比、功率系数、推力系数、扭矩系数和

达到慢车状态。
由于螺旋桨惯性大，负载特性响应慢，为此采用

螺旋桨效率等参数的计算方法 ；Quentin R. Wald 在
[8]

[9]

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螺旋桨动力学相关特性；

等动力涡轮转速的调节规律，通过改变螺旋桨桨叶角

1948 年，Marcus F. Heidmann 等以某型单轴涡桨发动

使负载功率发生相应变化。在涡桨发动机中，通常设

机为研究对象，
探讨涡桨发动机最佳功率分配问题[10]，

置 2 种控制杆：功率杆(PLA)和变矩手柄(CLA)，功率

提出涡桨发动机稳态性能的计算方法；随着螺旋桨理

杆用于燃油控制回路中，以确定涡桨发动机螺旋桨负

论的发展，提出了各种计算螺旋桨性能的方法，如涡

载功率或需求功率，
变矩手柄用于恒速装置控制回路

流理论（片条理论，
standard strip analysis）[4]、涡格法[11]、

中，
以设定螺旋桨转速指令。在正常飞行期间，PLA 通

面 元法 [12] 和升 力 面法 [13] 等 ；
Changduk Kong 等 [14-15] 以

过调节供油量控制动力涡轮输出功率，而 CLA 设定

PT6A-62 涡 桨 发 动 机 为 研 究 对 象 ， 基 于 MAT-

期望的螺旋桨转速。以 PW150 涡桨发动机为例[20]分

LAB/SIMULINK 环境建立双轴涡桨发动机数学模型，

析如下：

但未公开其建模方法；邓志伟等 [16-17]基于片条理论建
立螺旋桨实时模型，验证了其有效性；黄家勤等 [18]分
别以片条理论和升力面法建立了螺旋桨数学模型，并
与试验数据（源自 FLUENT 仿真数据）对比，验证了 2
种方法的有效性，
得出如下结论：稳态时，基于升力面
法所建立的螺旋桨数学模型精度高于基于片条理论

（1）当 CLA 设定为 1020 r/min 时，自动设定为正
常起飞功率；
（2）当 CLA 设定为 900 r/min 时，自动设定为最
大爬升功率；
（3）当 CLA 设定为 850 r/min 时，自动设定为最
大巡航功率。

所建立的螺旋桨数学模型，
但前者不满足模型实时性

涡桨发动机在不同工作状态下，通过改变 CLA

条件；时培燕等 [19]利用试车数据，基于辨识原理建立

来设定不同的螺旋桨转速，
是提高涡桨发动机工作可

螺旋桨实时模型。上述方法有的需要详细的螺旋桨设

靠性、延寿的有效途径。

计参数、算法复杂和大量的迭代过程，有的需要试车
数据，代价较高，难以应用于工程实际。因此，面向工
程应用的螺旋桨数学模型成为目前涡桨发动机控制
系统设计的 1 项关键技术。

3 涡桨发动机控制系统
3.1 涡桨发动机调节规律

当 PLA 在慢车状态以下，飞行员通过“茁 控制模
式”
直接控制螺旋桨的桨距。
3.1.2

等当量功率调节规律
当涡桨飞机以某一速度飞行时，对应 1 个限制高

度，从地面到该限制高度的范围内，采用等当量功率
调节规律进行调节，能使涡轮前燃气温度逐渐升高，
并接近最大允许值，
以保持当量功率基本不变。涡桨

为了系统地反映涡桨发动机工作特性、零部件的

发动机在地面工作时，按等当量功率调节规律进行调

载荷和热负荷，通常选用转速、当量功率和涡轮前燃

节，涡轮前燃气温度较低，未充分利用热部件的热负

气温度作为控制系统的被调参数。在不同大气环境条

荷能力，涡桨发动机经济性有所降低，但提高了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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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工作可靠性和使用寿命。
3.1.3

其工作原理为：通过拨动速度杆和功率杆，设定

等涡轮前燃气温度调节规律

整个控制系统指令值，转速传感器将涡桨发动机转速

在涡桨发动机工作状态超出其限制高度的情况

传递给转速反馈凸轮，与转速指令比较，将其偏差信

下，采用等涡轮前燃气温度调节规律，以保持涡轮前

号传递给螺旋桨调速器，通过相关液压执行机构调节

温度始终为最大允许值，
此时发动机的热负荷达到了

螺旋桨桨叶角，从而使螺旋桨负载功率发生变化，调

该状态允许的最大程度，
能够充分利用发动机热部件

节的结果最终使发动机转速趋于目标值（螺旋桨控制

能力，得到最大可能的高空功率。

部分未在图 3 中表示出）。同时，通过压气机进口温度

上述 3 个调节规律可作为设计涡桨发动机稳态

传感器获得发动机进口温度，以此对涡桨发动机转速

功率管理系统的参考依据。

进行换算，并通过换算转速和功率杆设定值的大小带

3.2 涡桨发动机控制系统

动扭矩计划凸轮转动，算出需求扭矩。另外，
根据环境

3.2.1

压力传感器得到大气环境压力，将需求扭矩进行换

涡桨发动机控制系统基本结构

涡桨发动机控制系统基本结构如图 2 所示。包括

算，
通过换算扭矩和换算转速共同算出燃油计划凸轮

功率管理系统、控制系统、执行机构、传感器（图 2 中

的转角，通过燃油计划凸轮的变化控制燃油流量。利

未标）和涡桨发动机。

用差分扭矩传感器感受当前扭矩与需求扭矩的偏差，
通过乘性积分器对输出的燃油流量进行修正，最后通

螺旋桨功率反馈值
飞行
目标螺旋桨功率
条件 功率
前馈燃油
控制
PLA 管理
系统
CLA 系统 前馈桨叶角

指令燃油

实际燃油
执
行
机
指令桨叶角 构 实际桨叶角
发动机转
螺旋桨转
速反馈值
速反馈值
减速器

目标转速

涡
桨
发
动
机

过燃油流量计量阀伺服机构将所需的燃油流量输往
涡桨发动机主燃烧室，整个涡桨发动机液压机械式控
制系统逻辑结构归纳如图 4 所示。图中，
兹 表示相对
温度，
啄 表示相对压力，下同。

图 2 涡桨发动机控制系统基本结构

3.2.2

涡桨发动机控制系统类型

3.2.2.1

速度杆

速度
插值表

目标转速

螺旋桨
控制

涡桨发动机液压机械式控制系统

桨叶角

涡桨
发动机

扭矩 Q

转速 n

1968 年，M.F.Keck[21]等设计 1 种涡桨发动机液压

压气机进
口温度 Tt2

机械式控制系统（如图 3 所示），
因具有高耐污染性和

Tt2
288.15

自适应燃油控制（此处表示为无论供给何种类型和质

功率杆

量的燃油，通过增加或减少燃油量，能满足螺旋桨功

环境压
力 Pt0

率需求，实现 3.1 节中的调节规律）的特点，解决了当
时燃油脏和因供给燃油的类型和质量不同引起功率

兹

扭矩
计划表

燃油
计量阀

n
姨兹

需求扭矩 Qreq
啄

标准燃油
计划表

Qreq
Pt02
101.325

啄

积分器

乘

图 4 涡桨发动机自适应燃油控制逻辑结构

失衡的 2 个复发性问题，并成功用于 Garret 公司的
3.2.2.2

YT76 单轴涡桨发动机上。
PR ESS UR IZ IN G VA L VE
T O SO NIC
NO ZZ LE

DIF FE REN T IAL
P RESSURE
RE GUL AT OR

U LT IM AT E F UEL
B YPA SS VA LVE

D RAIN

涡桨发动机输入为燃油流量和桨叶角，主要输出

O UTL ET
F UEL IN LET

COM PR E SSOR
DI SC H AR GE
PRE SSUR E

A MB IENT

DR AIN

为螺旋桨功率和螺旋桨转速。涡桨发动机控制系统包

BO O ST P UM P
MAIN
FUEL
PUM P

O VER SP E ED SE N SOR
(P NE UM ATIC )

SOL ENO ID
O PER AT ED
SHUT- O FF
V AL V E

RE GUL AT OR
T O STA RT
NOZ ZL ES

DR AIN
INLE T

R E LIEF
V AL VE

F LOW
DIR ECT OR

FUE L SH UT -O F F
SOL EN OI D

W AS H F ILT ER
F UEL IN SERTI ON SEC TION (FU EL OP ERA TE D)
FU E L ME TER ING
VAL VE SE RV O

M UL TP LY ING INT EG RAT OR
SECT IO N

SERV O
PRE SSU RE
RE G

P LE NUM AIR

SP E ED L EVE R

SOL E NO IO V ALV E

SPE ED
SENSO R

UN DE R SP EED &
OV ERSPE E D
GO VE R NO R
VA LVE

SPE ED
SERV O
TO ROUE SC H ED ULE
C AM

OI L SUPP LY
PUM P

PO W ER LE VER
SE R VO UNIT
OIL INL E T FR OM
EN GINE LUB E
PU MP

P OWE R INPU T C AM
SPE ED
F EE D BAC K CA M

F U EL SCH E DUL INGCA M

D RAI N T O GEA RCA SE

C OM P RE SSO R INLE T
T EM PE RAT U RE SE N SOR
B E LL OW S
A MB IEN T
P RE SSUR E
SE NSOR

A MB IE N T
P RESSUR E

COM PRESSOR INL E T
TE MP E RA TU RE
SE N SOR

PO WER
LE VER

D IFF ERE NTIA L TO ROUE
SEN SO R
FR OM E NG INE
TO ROU E SENSOR

M INIMU M
P OW E R
STOP

含 2 个控制回路，在理想情况下，一是通过燃油流量
控制螺旋桨功率，二是通过桨叶角控制螺旋桨转速。
但实际上，当桨叶角不变时，增加燃油流量，涡轮产生

SP E ED INP UTC AM

M INIM U M
FL O W ST O P

FUE L M ETE R IN G
SL OT

涡桨发动机控制回路

L O W SP E ED
G OVE RNOR
L O CKO UT

功率增大，导致剩余功率增大，螺旋桨转速随之增加，
同时，螺旋桨功率也会增大；当燃油流量不变时，改变
桨叶角，螺旋桨转速和功率也会随之变化。因此，涡桨
发动机是 2 输入 2 输出的系统，而且 2 个回路中的输

C OM P UT E R SE CT ION(OI L OP ERAT ED )

图 3 涡桨发动机液压机械式自适应燃油控制原理

出量都彼此对另 1 个回路产生相互作用，具有干扰耦
合性。在多输入多输出系统中，
控制系统因存在多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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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而产生回路间耦合干扰，使多变量控制系统的设计

求，而螺旋桨转速控制回路则通过调节桨叶角，使螺

变得复杂，基于现代多变量控制理论所设计的控制器

旋桨转速达到设定值并保持不变。

的阶次很高，
实现起来比较麻烦。考虑涡桨发动机工程

3.2.2.3

功率管理系统

应用的灵活性和简单性，
采用分散控制策略，
即通过解

功率管理系统为涡桨发动机双回路控制系统提

耦方式，首先将多输入多输出的系统解耦成几个单输

供顶层管理指令，包括螺旋桨功率管理计划、前馈桨

入单输出的控制回路，然后对每个回路进行控制器设

叶角计划、螺旋桨转速计划和前馈燃油计划。

计，这种先解耦后设计的方法适用于涡桨发动机控制

螺旋桨功率管理计划如图 7 所示。目标螺旋桨功

系统设计 。涡桨发动机双回路控制原理如图5 所示。

率是功率杆和飞行条件的函数，首先按功率杆基准插

图中，Npropcmd 为螺旋桨功率指令值；npropcmd 为螺旋桨转

值出标准大气条件下的螺旋桨功率，
再根据不同的飞

速指令值；
G 11、
G 12、
G 21、
G 22 为涡桨发动机输入到输出的

行条件对其进行修正，以适应于飞行包线范围内非标

传递函数矩阵分块阵；
W f 为燃油流量；
渍prop为桨叶角。

准条件下的螺旋桨需求功率。

[22]

前馈桨叶角计划如图 8 所示。依据目标螺旋桨功
Npropcmd

控制器 1

Npropcmd

控制器 2

G 12
G 11
G 21
G 22

燃油执
行机构

Wf

Nprop

率和螺旋桨实际转速，并考虑飞行条件的影响因素，
根据螺旋桨特性计算需要补偿的前馈桨叶角。

桨叶角
执行机构

渍prop

nprop

飞行条件
飞行条件

图 5 涡桨发动机双回路控制原理

PLA

螺旋桨
功率
管理

目标螺旋桨功率

目标螺旋桨功率
螺旋桨
转速

随着多变量控制技术的发展，EPI 公司率先将之
前分开设计的螺旋桨控制系统和发动机控制系统综

（多 变 量 控 制 计 划 、 控 制 规 律 、 控 制 逻 辑），如

前馈桨叶角

图 7 螺旋桨功率

图 8 基于螺旋桨功率

管理计划

反算桨叶角

合起来，进行多变量综合控制系统设计，实现了涡桨
发动机全权限数字电子控制系统中的复杂控制算法

反求
螺旋
桨桨
叶角

螺旋桨转速计划如图 9 所示，
燃油计划通过变矩
手柄插值出目标转速。

TP400-D6 控制系统。

前馈燃油计划定义为功率杆和飞行条件的函数，

霍尼韦尔 TPE331 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单轴涡

如图 10 所示。涡桨发动机有 2 个输入量，且需匹配，

桨发动机，在 42000 r/min 的最大转速下，发动机输出

否则涡桨发动机不能正常工作。因此，功率管理系统

的轴功率约为 662 kW，
其工作原理如图 6 所示 。

除了输出给定目标值外，其前馈燃油计划模块还起到

[20]

前馈环节作用。

茁 设定值
T T2
PT2

CLA

P3
PLA
燃油控制器

WF

发动机

齿
轮
箱

目标转速

飞行条件

恒速
装置

n
CLA

螺旋桨
转速计划

PLA

图 9 螺旋桨转速计划

供
油
计
划

前馈燃油

图 10 前馈燃油计划

转速设定值和顺桨指令

图 6 TPE331 单轴涡桨发动机工作原理

从图中可见，
发动机输出功率控制回路与螺旋桨

PW 加拿大公司 PA6A 系列涡桨发动机功率管理
系统包含功率管理组件、燃油测量组件、螺旋桨接口
组件等模块环节，采用与上述情况不同的定义处理方

转速控制回路采用分开控制的设计方式，发动机输出

法，作为方法对比的研究，
可参考文献[23]。

功率控制回路是通过燃油控制器按照功率杆 PLA 指

3.2.2.4

改进型功率管理系统

令、压气机进口总压 PT2、总温 TT2、压气机出口静压 P3

上述功率管理系统中存在 1 个工程实际问题，即

和转速 n 反馈当前值的，以及变矩手柄 CLA 发出的

由于前馈燃油计划是按标准燃油条件下设计的，但实

转速指令进行计算，闭环调节输往发动机的燃油流

际应用中会出现各种类型的燃油，对应的前馈燃油计

量，使发动机的输出功率满足螺旋桨所需的负载要

划会存在功率不匹配问题，
导致等当量功率调节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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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前温度调节这 2 个调节规律不能实现。
解决功率不匹配问题的办法是对螺旋桨功率管

流量 W f，改变高压转子转速 nH，使之快速跟踪目标指
令转速 nHcmd 的闭环回路控制方案。对于螺旋桨转速

理计划、前馈燃油计划和螺旋桨功率计划进行改进，

回路采用了串级双闭环的控制方案，
外层回路为螺旋

改进型螺旋桨功率管理计划如图 11 所示。螺旋桨功

桨转速大闭环，内层为螺旋桨桨叶角 渍prop 回路。

率管理计划考虑了换算转速的影响因素，以适应于过

驻n

nHcmd

渡态控制。
改进型前馈燃油计划如图 12 所示。对比图 10 的

PLA

螺旋桨
功率 目标螺旋桨换算功率
计划

Wf

Turbo
compressor

渍prop Free turbine+
Propeller
Servo-mechanism
propeller

nH

nprop

4 涡桨发动机控制系统典型案例剖析

快速满足目标螺旋桨功率所需求的燃油流量，实现控

换算转速

FMV+
fuel pump

图 15 涡桨发动机转速控制回路

条件的 2 元函数关系替换为目标螺旋桨换算功率和

制系统快速调节跟踪。

nfuel-pump

渍propcmd
Propeller
speed control

npropcmd

前馈燃油计划，改进型前馈燃油计划将功率杆和飞行
换算转速的 2 元函数关系，
在全飞行包线范围内能够

Turbo-compressor
speed control

PW100 系列涡桨发动机是 PWC 公司研制的 3
轴涡桨发动机。从第 1 代 PW120 发动机控制系统采

目标螺旋桨换算功率
换算转速

供
油 前馈换算燃油
计
划

用了具有监控功能的数字电子控制系统和液压机械
式备份，发展到配置了双通道 FADEC 控制系统的第
3 代 PW150 涡桨发动机，
其性能参数见表 2[25]。

图 11 改进型螺旋桨

图 12 改进型前馈

功率计划

燃油计划

整个改进型功率管理系统如图 13 所示。
飞行条件
PLA

目标螺旋桨功率
功率

前馈燃油

管理
系统

前馈桨叶角
目标转速

转速

图 13 改进型螺旋桨功率管理

J. Pova觩an 等[24]针对双转子涡桨发动机提出了涡
桨发动机的发动机推力管理系统(ETMS)，类似于涡扇

表 2 PW100 系列发动机性能参数
发动机模型

PW120

PW127

PW150

项目启动年份

1979

1990

1995

质量 /kg

417

481

690

热功率 /kW

1782

2457

4981

功质比 （
/ kW/kg）

4.27

5.11

7.22

最大减速器功率 /kW

1491

2050

3781

ESFC/(kg/kW/h)

0.286

0.273

0.255

涡轮进口温度 /℃

1149

1207

1336

6.7

8.49

14.44

12.14

15.77

17.97

压气机流量 （kg/s）
/
压比

发动机推力管理系统，发动机推力与 PLA 呈线性关
系。当给定 ETMS 飞行条件和 PLA 时，可得到高压转
子转速指令值 nHcmd 和螺旋桨转速指令值 npropcmd，如图
14 所示。
大气
飞行条件 大气 总温 Tt0 Tt0
环境
288.15
模块
兹L
低压
转子 nLcor
n
*
换算
Lcor 姨兹L
推
转速
PLA 力 目标推力
计划
计
高压
划
转子 nHcor
换算
nHcor* 姨兹H
转速
计划
兹H
压气机进
口总温 Tt2

具有监控功能的 全权限数字电子 双通道全权
控制系统

数字电子控制系 控制系统 + 液压 限数字电子
统 + 机械备份

机械备份

控制系统

PW100 系列涡桨发动机控制技术发展历程如
下：从 PW100 发动机项目开始，PWC 公司希望利用
nLcmd

减
速
器

电子控制技术的优势，提高发动机操作性和减轻飞行
npropcmd

员工作负荷。起初，低功率版发动机使用 1 个源自
JT15-D 系列发动机的单电子控制系统，包含 1 个 8

nHcmd

Tt2
288.15

图 14 ETMS 内部结构

应于上述控制计划的双转子转速控制回路如图
15 所示。对于高压转子转速控制回路采用调节燃油

比特处理器和 8000 字节的存储器，能够提供完整的
液压机械控制系统备份，执行机构采用力矩马达。
PW127 涡桨发动机控制系统采用全权限数字电
子控制系统 + 液压机械备份的设计方案，包含 1 个
16 比特处理器和 1 个 32000 字节存储器，用于实现
控制规律和故障诊断，当电子控制系统发生故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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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冻结力矩马达的方式保持燃油流量不变，飞行员

nP

CLA
离散量

可以选择人工控制模式进入液压机械备份控制。

低桨距
状态
上调
手动顺桨

随着涡桨发动机的发展，对控制系统的性能要求
也越来越高，早期发动机控制基于高压压气机转速变

茁 控制

PEC
通道 A&B

顺桨
超速
Q/nPT
Q/nPT

至 PCU

PAMB

PLA
起动
离散量
ADC 输入
ECIU 输入
上调
EDU
CDU
状态
防火手柄

化率调节，发展型是基于扭矩的闭环控制，定型产品
采用功率闭环控制技术，
控制系统使用美国航空无线
电公司（Arinc）429 和 RS422 数据总线，可供驾驶舱
通讯、螺旋桨电子控制和地面诊断系统使用。为了满
足大功率发动机引气要求，控制系统通过力矩马达来

低压燃油

调节可操纵的引气阀。

主动流

PW150 发动机结构如图 16 所示[25]。包括 3 级轴
流式低压压气机、单级离心式压气机、回流式燃烧

P0
P3
nH
nL
T2
PTIT

FADEC
通道 A&B

SOV L TM
V
D
T
FMU

螺旋桨
螺旋桨
作动装置
和反馈 PCU
SOL
O/S Gov
TM

RGB
IBV

LVDT IBV
TM HBV
发动机

wFe
PMA
燃油泵 A&B

图 17 PW150 涡桨发动机燃油和螺旋桨控制系统原理

室、1 级高压燃气涡轮、
1 级低压燃气涡轮和 2 级自由
感器处在高温、高压、强振动的恶劣条件下工作，其故

涡轮。

障发生率较高。为了能够实时诊断出传感器故障，
提高
控制系统安全性和可靠性，
避免发生一些灾难性事故，
涡桨发动机控制系统传感器故障诊断技术十分重要。
有关涡桨发动机控制系统传感器故障诊断方面
研究的资料较少，Changduk Kong

[26-27]

等以 PT6A-67

涡桨发动机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相关故障诊断研究。
图 16 PW150 发动机结构

对其他类型航空发动机故障诊断研究得较深入，如神

PW150 发动机使用不带液压机械备份的双通道

经网络[28]、支持向量机[29]、卡尔曼滤波器 [30-31]等故障诊

FADEC 系统。故障诊断系统采用大量的冗余通道、冗

断算法。其中，卡尔曼滤波器在航空发动机故障检测

余传感器和冗余输入技术。同时配置了涡桨发动机系

与诊断问题中得到验证 [30]，且目前广泛应用于航空发

统监控装置（EMU），用以记录发动机实际运行数据，

动机故障诊断中，但是在 Kalman 滤波过程中要求动

便于发动机进行如趋势分析、故障定位、事件分析、参

态系统的噪声符合高斯正态分布，而事实上，由发动

数超标和寿命循环因子计数分析等技术分析，EMU

机模型的偏差、外界飞行环境等因素引起的非结构

是地面诊断系统的主要接口，连接驾驶舱，在驾驶舱

性模型不确定性问题，可能会使系统模型不满足白

内可显示发动机重要参数的变化情况。

噪声干扰假设条件，
导致故障诊断率不高、
虚警率多的

由于采用发动机与螺旋桨分开控制的方案，

问题。为此，国外学者提出了基于未知输入观测器

PW150 发动机螺旋桨电子控制器(PEC)使用电子 -

(Unknown Input Observer，
简称 UIO)的鲁棒故障诊断方

液 压 - 机械 布局 代 替常 规 的 全 液 压 - 机 械 布 局，

法[32]，国内王曦、覃道亮、何皑等 [33-34]将 UIO 技术应用

PW150 涡桨发动机燃油和螺旋桨控制系统原理 如

到某涡扇发动机控制系统执行机构和传感器故障诊

图 17 所示 。

断的相关研究中，这对于涡桨发动机 UIO 故障诊断

[20]

的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

5 故障诊断
安全性和可靠性是航空发动机设计时主要考虑

6

结束语

的 问 题 。 涡 桨 发 动 机 控 制 系 统 日 趋 复 杂 化 ，如

中国自主研制的 AG600 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总装

TP400-D6 发 动 机 控 制 系 统 软 件 复 杂 程 度 甚 至 比

已下线，国产涡桨发动机技术状态发展缓慢，缺少动

A380 客机发动机控制系统的高出数倍 ，控制变量数

力装置的支持，与世界先进的涡桨发动机相比差距很

目越来越多，传感器种类繁多、数目增加，且大部分传

大。本文分析了国外涡桨发动机控制系统的发展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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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重点分析螺旋桨数学模型、涡桨发动机控制系统
设计方法和故障诊断技术，对于借鉴国外涡桨发动机
技术发展经验，开展先进涡桨发动机控制系统的研究
和研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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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FPGA 的步进电机细分控制研究
古玉雪，
张小妍，李华忠，何 流，
蒋文亮
（中国航发控制系统研究所，
江苏无锡 214063）

摘要：为了解决所选步进电机固有步距角过大而无法满足系统高精度微位移控制要求的问题，以细分控制原理为理论依据，
设计了 1 种基于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 FPGA）的单极性细分驱动电路。该电路具有绕组断线检测功
能，
可在电机转速为 2 rad/s 的前提下实现 16 或者更高程度的细分控制。在电路的调试过程中，针对绕组互感问题进行了研究，
在
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绕组互感对细分控制精度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
所设计的基于 FPGA 的细分驱动电路控制精度满足使用要求。
关键词：步进电机；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细分控制；
体二极管；
绕组互感
中图分类号：V2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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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icrostep Control of the Stepping Motor Based on FPGA
GU Yu-xue, ZHANG Xiao-yan, LI Hua-zhong, HE Liu, JIANG Wen-liang
渊AECC Aero Engine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 Wuxi Jiangsu 214063冤
Abstract: The natural step angle of the stepping motor is so large that the stepping motor can'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

precision micro-displacement. A kind of FPGA-based unipolar drive circuit in theory of microstep control was designed. The circuit has the
ability of wing disconnection detection, and can drive the motor to rotate at speed of 2rad/s with its step angle achieves sixteenth of the

nature. During the design, the adverse impact caused by the MOSFET body diode was excluded and the influence of mutual inductance

between windings was effectively reduced. The experiment result proves that the accuracy of the FPGA-based microstep control circuit
meets the system requirements.

Key words: stepping motor; FPGA; microstep control; body diode; mutual inductance between windings

0 引言
步进电机是 1 种将数字脉冲信号转换成机械角
位移或者线位移的数模转换元件。具有易于控制，在
带载能力范围内，其步进角度不受驱动电压、驱动电

控制的原理及驱动电路的设计进行了说明，给出了细
分控制的 FPGA 实现方案，并就 MOS 管体二极管、电
机绕组互感对细分精度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1 细分驱动原理

流的影响，及控制误差不积累的特点，适合于做控制

步进电机细分驱动技术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

型电机。然而，步进电机的固有步矩角较大，在要求高

己经提出，其本质是通过对相电流的精确控制，使电

精度微位移的控制场合往往满足不了控制要求。细分

机内部的合成磁场按照某种规律变化，实现步距角的

驱动，在不改变电机结构的前提下，通过对相电流精

细微化。一般情况下，认为合成磁场矢量的幅值决定

确控制，实现了步距角的细微化，同时提高了电机运

电机力矩的大小，
方向的变化决定步进角度的大小[4-5]。

转的平稳性[1-3]。

由于磁场的方向由电流矢量方向决定，磁场的大小由

本文根据项目选用的 4 相 6 线制混合式步进电

电流的幅值决定，因此以电流的形式进行理论分析。

机，设计了 1 种基于 FPGA 的细分驱动电路。对细分

2 相通电时步进电机电流矢量如图 1 所示。为实

收稿日期：
2016-05-05
基金项目：
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古玉雪（1987），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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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yu001@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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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恒力矩均匀细分，必须保证合成电流的幅值不变，

的路径进行续流。

角度均匀变化。为此，2 相电流 IA、IB 必须满足

换相时，例如由 A 相换到 B 相，S3 会断开，此时

[6-7]

IA=IS× sin 兹
sin 茁

（1）

S1 可能闭合，也可能断开。当 S1 断开时，
电流充电到

IB=IS×（cos 兹-ctg 茁×sin 兹）

（2）

相的路径续流。

式中：
IA 为 A 相电流；IB 为 B 相电流；IS 为额定电流；
兹 为 A、B 2 相合成电流矢量与 A 相电流矢量的夹
角；茁 为 A、B 2 相电流 矢

电容 Cp1；当 S1 闭合时，电流经 A 相→V3→S1→A
为步进电机的部分主驱动电路如图 3 所示。其中
图 3（a）、
（b）分别为上管 S1 的驱动电路和下管 S3、S4
的驱动电路；图 3（c）为电机相断线检测电路。电路图

量的夹角。

中 的 网 络 名 释 义 见 表 1，
STEPCOMAC 与 STEPA、

对于本文选用的 4 相

STEPC 通过电机的绕组连接在一起。

混合 式 步进电 机 ，
茁=90毅 ，

+27V1

IS=0.5 A。因此，
A、
B 2 相电

VR3

R321

流的控制规律可简化为：

R131（T）

+15V1
C168

VreAC

IA=IS×sin 兹、IB=IS×cos 兹。

W+
3 UCOMP

R134

R132

图 1 步进电机电流矢量

C169

PGNDDJ

根据所选电机的接线形式，设计了如图 2 所示的

STEPCOMA

PGNDDJ

PGNDDJ

+27V1

[8-9]

。

C186

C187

C189

VD55

VD55

驱动电路

DA

S3、S6

V1
S3

+27V2
S2

+5V1

V14

+5V1

Ctrl_A
R174

R168

R178

V30
1

R175

R170
V31
1

R179

4
3

1

Cp2
V6

V5

R177

V32
1

Ctrl_C

VE7

R181

R180

R176

4
3

VE6

B D

V2
S5

S6

PGNDDJ

PGNDDJ

VIREFAC

比较器
电流采样

STEPC

STEPA

Cp1
V4

V50

PGNDDJ

+27V1

V3

R332

R133

+27V

S1

R324

3
4

（a）上管 S1 驱动电路

电源开关
S1、S2

V4

V7
1

R323

1

CND

主驱动电路，采用上管恒流斩波，下管相序控制的方
式，整个驱动电路由 2 个完全相同的部分组成

1

V5

1

PGNDDJ

OUT

2

R325

V6

R135

2 驱动电路设计

FPGA

+27V
1

+15V1

R326

VIREFAC

驱动电路

R327

R169

R1

R2
PGNDDJ

图 2 步进电机主驱动电路

（b）下管 S3、
S4 驱动电路
+5V1

从图中可见，+27 V 电源经过电源开关后，分别

+27V

为 2 部分驱动电路供电，电源开关在电路故障时，可

R292
51K

Cp1、
Cp2 用于稳压和储能；采样电阻 R1、R2 结合比

C302

R194

VD14

N35A
3

R293

用于直接切断电机；二极管 V1-V6 起续流作用，电容

2
C300

R330
15K

C301

VBIT_A
C300

R329
DGND

PGNDDJ
+5V1
+3.3V
STEPC

R331
51K

R196

VD53

N35B

R291

R195

5

V+
UCOMP

6

OUT

7

CMD
R295
15K

C305
C304

某 1 相通电时，例如 A 相通电工作，采样电阻
R1 采集的电流值与 DA 给定相比较，经过驱动电路

PGNDDJ

PGNDDJ

换频率，即可实现电机方向和速度的调节。
电路工作过程如下：

OUT

R193
1

PGNDDJ

波，可有效降低功耗；根据第 1 章中的电流变化规律
动 MOS 管 S3-S6 用于相序控制，改变通电顺序及切

V+
UCOMP

CMD

较器、DA 给定、驱动电路实现上管 S1、
S2 的恒流斩
改变 DA 的给定值，即可实现恒力矩均匀细分；下驱

+3.3V

STEPA

VBIT_C
C303

R328
DGND

PGNDDJ
PGNDDJ

控制 S1 的开关，
实现电流的恒流斩波；在斩波的过程

（c）电机相断线检测电路

中，当 S1 断开时，电流经 A 相→S3→R1→V1→A 相

图 3 部分步进电机主驱动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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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电路图网络名释义

很大，
下面对这 2 个问题进行讨论。

网络名

意义

网络名

意义

VrefAC

DA 给定值

Ctrl_A

A 相下管控制信号

Ctrl_C

C 相下管控制信号

STEPA

A 相绕组电路接入点

STEPC

C 相绕组电路接入点

VBIT_A

A 相的断线指示

VBIT_C

C 相的断线指示

STEPCOMAC

A、C2 相的公共端

4.1 MOS 管体二极管的影响

VIREFAC 采样电阻的电流反馈

进行断线检测时发现，不论电机绕组是否断线，
均指示电机相断线。通过测试，发现电路通过图 3
（a）中 V4 的体二极管构成了如图 5（b）虚线框部分所
示的潜电路。有效的解决方法为，在断线检测前，将
+27V1 接通，使 V4 的体二极管不能正向导通。

3 细分控制逻辑的 FPGA 实现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FPGA)是 1 种门电路数量可以高达上百万、时钟
频率可达几百兆的可编程逻辑器件。FPGA 是 1 种可
以重复改变组态的电路，特别适合产品研发时需要不
断变更设计的应用，与通用 DSP 解决方案相比，在不
牺牲灵活性的条件下，
提供了更高的性能。在数控领
域中，FPGA 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10]。
采用 FPGA 实现步进电机细分控制逻辑，结构如
图 4 所示[11]。上位机根据编码器反馈的当前角度信息
计算，
并根据结果设置步进电机的运行频率（FREQ）、
步进 方 向（DIR）、步 距角 细分数（RSL）和 运 行 步 数
（STEP）。 在 参 数 设 置 完 毕 后 ， 给 出 启 动 信 号
（START）。象限计数器根据所设置的步距角细分数、
步进方向、步进频率和当前位置信息计数，象限比较
器根据计数结果进行象限判断，FPGA 根据象限判断
结果和象限计数器的计数结果对 DA 给定 SIN 正弦
表进行寻址，
得到当前象限的 DA 给定值。最终，
FPGA 根据 DA 控制时序进行 DA 输出，同时依据象限
判断的结果进行 A、B、C、D4 相相序控制。单步输出
结束后，步进累加器进行加 1 计数，并送入比较器比

（a）理论断线检测电路

（b）体二极管构成潜在回路

图 5 通过体二极管构成潜电路

在研制过程中还发现，通过下管体二极管构成的
潜在回路，会使相电流不受控，导致细分控制失效。电
机停留在单相时，相应上管处于恒流斩波的工作状
态。经过测量，发现在上管 S1 断开时，电流的续流路
径不仅仅只有理论上的 1 条，而有 2 条，如图 6（a）所
示，分别为 A 相→S3→R1→V1→A 相、A 相→S3→
VT→C 相→A 相。因此，由于 S4 体二极管 VT 的分流
作用，导致采样电阻采到的电流与真实相电流不一
致，导致相电流不受控。解决的方法如图 6（b）所示，
在相中串入正向二极管，割断体二极管的续流作用。

较，当累加器计数值与当前设置值一致时，运行结束。

FREQ

时钟分
频器

DA 给定 sin 表
（RAM 存储）

DA 时序
控制

D/A

DIR
上位机

RSL
START

象限
计数器

STEP

象限比
较器

比较器

A、
B、
C、D
四相控制输出

各相
驱动电路

步数累
加器

图 4 细分控制逻辑的 FPGA 实现

4 相关问题讨论
在细分驱动电路研制过程中，发现 MOS 管体二
极管和电机绕组之间的互感对细分控制的精度影响

（a）续流时，
体二极管分流

（b）相中串入正向二极管

图 6 电路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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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电机绕组之间互感的影响

在实际工作时，
电机转角范围被限定为 104毅。当

当电机停留在 A 相时，接入 A、C2 相与只接 A

电机以 2 rad/s 恒转速运转时，通过旋转编码器对电

相相比，A 相相电流过冲大。理论上 2 种接法的电流

机运行精度进行测量，所测得的部分精度数据见表

波形应该基本一致。经试验，发现拆除图 3（b）中的二

2、
3。通过数据可知：

极管 VD56 后，电流波形过冲消失。此时测量发现当

（1）电机整步运行的步进误差小于 3%（相对于

电机停留在 A 相时，
C 相会产生约 26～60 V 的感应

1.8毅），与步进电机步距角固有误差一致；整步运行的

电压，
波形如图 7 中的上曲线所示。

全量程范围误差小于 1‰，满足使用要求。

M Pos:597.2滋s

Stop

Tek

ACQUIRE

表 2 电机整步运行步进精度

采样

步数

（毅）

（毅）

%

%

1

1.7798

1.7935

-1.1231

-0.3601

-0.1944

-0.0623

平均值

2

1.7715

1.7496

-1.5808

-2.8015

-0.2736

-0.4849

平均次数

3

1.7990

1.8375

-0.0549

2.0813

-0.0095

0.3602

4

1.8512

1.8210

2.8442

1.1658

0.4923

0.2018

5

1.7770

1.7935

-1.2756

-0.3601

-0.2208

-0.0623

峰值检测

1+

2+
CH1 20.0V

CH2 20.0V

M 25.0滋s

正转角 / 反转角 / 正转误差 / 反转误差 / 正转全量程 反转全量程
范围误差 /‰ 范围误差 /‰

CH2 760mV
<10Hz

表 3 电机 8 细分运行步进精度

图 7 A 相通电时，C 相的感应电压

查阅资料发现，A、C 2 相绕组共用 1 个铁心，2

步数

正转角 / 反转角 / 正转误差 / 反转误差 / 正转全量程 反转全量程
（毅）

（毅）

%

%

范围误差 /‰ 范围误差 /‰

个绕组有类似变压器的关系。在 A 相斩波时，C 相会

1

0.1785

0.2115

-20.654

-6.0058

-0.4468

-0.1299

产生 26～60 V 的感应电压，使 VD56 正向导通，最终

2

0.2307

0.2582

2.5391

14.7462

0.0549

0.3190

导致 A 相相电流过冲大。

3

0.2774

0.2884

23.2911

28.1738

0.5039

0.6095

为去除绕组之间的互相影响，在图 2 的 V3～V6

4

0.2774

0.2637

23.2911

17.1876

0.5039

0.3718

与电源之间串入 TVS 管，保证感应电压不能使 V3～

5

0.2390

0.2252

6.2013

0.0978

0.1342

0.0021

V6 导通的同时，抑制换相产生的瞬间高电压对下管

6

0.2087

0.1950

-7.2267

-13.330

-0.1563

-0.2884

S3～S6 的危害。

7

0.2087

0.2087

-7.2267

-7.2267

-0.1563

-0.1563

8

0.2032

0.2032

-9.6680

-9.6680

-0.2092

-0.2092

9

0.1923

0.2060

-14.551

-8.4471

-0.3148

-0.1828

10 0.2335

0.2444

3.7596

8.6427

0.0813

0.1870

5 试验结果及分析
解决了上述体二极管和绕组互感的问题后，4 相
全接时 A 相电流 16 细分的波形如图 8 所示。其中上
波形为 DA 给定波形，下波形为相电流波形。

（2）电机 8 细分时的均匀性较差，大部分点的步
进误差小于 15%(相对于 0.225毅)，但最大步进误差接

系统
状态
选件
1+
自校正

故障
记录
Language
中文（简）

2+
CH1 10.0V

CH2 20.0V

M 25.0滋s

CH2 760mV
<10Hz

图 8 16 细分相电流波形

近 28%。虽然均匀性有点差强人意，但全量程范围的
控制误差依然小于 1‰，满足使用要求。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精度数据属于开环精度。本
文设计的驱动电路可实现 16 或者更高程度细分，结
合编码器形成闭环控制能实现更高控制精度和更小
步进角度。
另外，现在绝大部分研究对象都是 2 相或 3 相的
双极性电机[12-16]，
电机不存在 2 相共用铁心的情况，其
相之间的互感会明显小于本文所选用的 4 相单极性电
机，
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二者的控制精度等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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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 step motor[J]. Electric Drive, 2011,41（5）：
58-61，
64（in Chinese）.
[8] 章烈剽.基于单片机的高精度步进电机控制研究[D]. 武汉:武汉理工

本文根据项目选用的 4 相 6 线制电机，设计了 1

大学，2007.

种基于 FPGA 的单极性细分驱动电路。在研制过程

ZHANG Liepiao. Study on controlling stepper motor with high accuracy

中，排除了 MOS 管体二极管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在

that based on MCU [D]. Wuhan: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绕组之间互感的影响。电路更改
后，相电流波形得到了明显改善，同时使电机的控制
精度达到了使用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电机 4 相全接时的 16 细分波形
与只接 1 相时的波形仍存在一定差异，而这正是导致
细分不均匀的重要原因。由于这种差异通过接入相数

2007.（in Chinese）
[9] 韦克应，姜进青.时间控制式分配泵高速电磁阀驱动电路的设计[J].
现代车用动力，
2013（4）：
21-23.
WEI Keying, JIANG Jinqing. Design of high-speed solenoid drive circuit for time-controlled distribution pump [J]. Modern Vehicle Power,
2013（4）：
21-23.（in Chinese）
[10] 徐志跃，文招金，陈伟海.基于 FPGA 的两相步进电机细分驱动电
路设计[J].电气传动，
2008,38（4）：
59-62.

的不同表现出来，依然怀疑为电机绕组之间的互感所

XU Zhiyue, WEN Zhaojin, CHEN Weihai. Design of two phase mi-

造成，
该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crostepping driver based on FPGA [J]. Electic Drive, 2008,38（4）：
59-62.（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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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确定学习理论的轴流压气机系统分岔预测
文彬鹤 1，王

聪 2，
易学飞 1，闻 伟 1，朱爱峰 1

（1. 中国航发控制系统研究所，
江苏无锡 214063；2.华南理工大学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广州 510641）

摘要：针对轴流压气机系统中的分岔预测问题，基于简化的 Moore-Greitzer 3 阶压气机模型，分析了该系统中存在的分岔现
象；利用最新发展的确定学习理论，
对压气机系统随着 酌 参数变化出现的几种典型模态的相关系统动态进行辨识，并将所学知识保
存成常值 RBF 神经网络以构成模式库；利用该模式库构建 1 组嵌入了常值 RBF 神经网络的动态估计器；将测试模式与估计器相
比，得到 1 组残差，
并利用动态模式识别方法的残差最小原则实现了对 Pitchfork 分岔的预测。
关键词：pitchfork 分岔；
旋转失速；
确定学习；
系统辨识；
动态模式识别；快速预测；
轴流压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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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ursor for Bifurcation of Axial Compression System based on Deterministic Learning
WEN Bin-he1, WANG Cong1, YI Xue-fei1, WEN Wei 1, ZHU Ai-feng1
渊1. AECC Aero Engine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 Wuxi Jiangsu 214063; 2. College of Auto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冤
Abstract: Aiming at bifurcation prediction problem in axial compression system, the bifurcation behavior of the system was analyzed

based on simplified Moore -Greitzer model. Several typical patterns generated by varying in Moore -Greitzer model were identified by

deterministic learning, the obtained knowledge were stored in constant RBF networks to form the pattern library finally. A dynamic estimator

which was embedded in the constant RBF networks estimators was constructed using the pattern library. Comparing the set of estimators
with the test pattern, a set of residual error was generated. Pitchfork bifurcation was predicted by using minimum residual of dynamical
pattern recognition.

Key words: pitchfork bifurcation; rotating stall; deterministic learning; system identification; dynamical pattern recognition; rapid

detection曰axial compressor

型进行了分岔分析。旋转失速实验检测方面，研究者

0 引言

们提出了许多旋转失速检测方法[13-16]，这些检测方法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轴流压气机的喘振和旋转失
速的研究广泛开展

。研究表明，
在系统喘振的起始，

[1-3]

多是直接对旋转失速的初期扰动的检测，而根据
Abed [12] 的分岔分析结果，在 3 阶常微分 Moore-Gre-

总是伴有压气机的旋转失速 [4]，旋转失速被认为是喘

itzer 模 型 中 旋 转 失 速 的 出 现 对 应 于 1 个 亚 临 界

振先兆，因此很多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对旋转失速

pitchfork 分岔的产生，因此对压气机旋转失速的检测

的研究上[5]。理论模型研究方面，Emmons[6]从失速初始

可以转化成对亚临界 pitchfork 分岔的检测。

扰动和压气机叶片通道流动的机理开始建立了旋转失

本文意在利用模式识别方法识别该系统中亚临

速初始扰动模型。在 Emmons 理论的基础上， Moore

界 pitchfork 分岔。利用确定学习理论方法[17-21]，将亚临

和 Greitzer 等[7-8]进一步利用 3 次性的非线性压气机特

界 pitchfork 分岔的检测分为 2 部分，即辨识和识别。

性曲线和 1 阶 Galerkin 逼近方法，将压气机模型转化

辨识方面，研究对 Moore-Greitzer 模型系统动态的辨

为 3 阶常微分方程模型。Mc Caughan

识。当模型中的参数不同时，
系统产生的动态模式不

、
Abed

[9-10]

此模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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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对于不同的动态模式，
利用确定学习方法，
构建自

fork 分岔为超临界(亚临界)pitchfork 分岔，即在平衡

适应 RBF 神经网络模型对系统内部动态进行辨识。

点（x0，酌0）附近产生的新的平衡点是渐进稳定（不稳

识别方面，利用辨识阶段建立的动态模式库构造动态

定）的。

估计器。然后利用相似性定义，判断测试模式与模式
库中的模式的相似性，
误差最小的模式即被认为是与

根据引理 1，在参数 酌 通过临界值 酌0 之后，轴流
压气机系统（1）的非失速平衡点将不稳定。

测试模式相同的模式。若系统即将发生亚临界

本文将平衡点（x0，
酌0）称为旋转失速先兆点。而根

pitchfork 分岔，系统的内部动态与模式库中临近分岔

据引理 2，失速先兆点附近的局部分岔解可能是不稳

的模式相吻合，即可认定系统即将发生亚临界 pitch-

定的，这类分岔被称为亚临界分岔。当参数 酌 通过临

fork 分岔。

界值 酌0 时，如果亚临界分岔发生的条件成立，压气机

1 预备知识和问题描述

系统将从稳定平衡点处掉到不稳定平衡点。导致压气
机系统动态随参数 酌 在 酌0 附近变化时出现 1 个时滞

1.1 旋转失速模型及其分岔分析
Moore-Greitzer 模型中用到的部分符号见表 1。
表 1 Moore-Greitzer 模型符号
符号

物理含义

A

周向扰动的 1 次谐波的振幅函数

鬃c

无量纲压气机特性曲线函数

椎

无量纲压气机流量系数

F

喷管压力增长函数的反函数

Dxy…h

h 函数对变量 xy 的反函数

（·）

微分符号

兹

周向坐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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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 琢
dt 仔W

乙

2仔
0

d椎 =-追+ 1
dt
2仔

论方法，
即确定学习理论。确定学习理论[17-19]运用自适
应控制和非线性动力学系统的概念与方法，研究未知
动态环境下的知识获取、
表达、存储和再利用等问题。
通过选择局部 RBF 神经网络作为参数化的模型结
构，对于周期轨迹或者更一般的回归轨迹，RBF 神经
网络中沿着回归轨迹的神经元函数构成的子向量可

2仔
0

追（椎+WA
sin 兹）d兹
c

以满足部分持续激励条件。对于连续非线性系统的辨
识问题，沿着由非线性系统产生的周期或回归轨迹，
部分持续激励条件可以使辨识误差系统满足指数稳

追（椎+W
A sin 兹）sin 兹d兹
c

乙

1.2 确定学习理论
本文将使用的辨识旋转失速模型系统动态的理

利用表 1 中定义的相关变量，3 阶 Moore-Greitzer
模型表达如下

环，文献[12]的仿真结果说明了系统的分岔特性。

定，并因而在沿周期或回归轨迹的局部区域实现对非
（1）

d追 = 1 [椎-F（酌,追）]
dt 4B2

式中：
W 和 琢 均为常数；酌 为与喷管开度相关的系统
参数；B 为与转子速度成正比的无量纲参数；F 为喷
管特性曲线的反函数，是 1 个随自变量 酌 和 追 严格
递增的函数。
根据 Abed [12]对系统（1）分岔特性的分析，给出 2
个引理：
引理 1：当 追 '（椎
（酌）
）< 0 时，系统（1）的标称平
c
0
0
衡点 x（酌）
是渐近稳定的；而当 追 '（椎
（酌）
）< 0时，系
c
0
0
统(1)的标称平衡点 x（酌）
是不稳定的。

引理 2：假设 追 "（椎
（酌）
）≠ 0且 F 是关于其所
c
0
有自变量严格递增的。另外假设稳定性系数 茁2 不为
零。那么在平衡点（x0，酌0）处 酌 的微小改变将使系统
（1）出现 pitchfork 分岔。且当 茁2<0(茁2>0)时，该 pitch-

线性系统动态的准确神经网络逼近。这样依靠动态环
境下的系统状态信息，
确定学习可以对非线性系统的
未知动态进行局部准确建模。
通过 1 类非线性动态系统说明确定学习的基本
方法。考虑如下的非线性动态系统
x觶=F（x;p）,x（t0）=x0

（2）

式中：x=[x1,x2,…，
xn] ∈R ，是可测量的系统状态；p 为
T

n

系统的常值参数向量 (通常不同的 p 产生不同的动态
行为)；
F（x; p）=[f（x;
p）, f（x;
p）,…，f（x;
p）]T，表示系统
1
2
n
（2）的未知系统动态；
f（x;
p）为未知的连续非线性函数。
i
针对系统（2），假设系统状态 x保持一致有界(如

x（t）∈赘奂R n，坌t≥t0)，其中 赘 是 1 个紧集；且始于初
值 x0 的系统轨迹 渍（x
是回归轨迹。
灼
0）

基于以上假设，确定学习理论采用如下的动态
RBF 神经网络辩识系统（2）的未知系统动态[18]
=-A（x赞-x）+W赞 TS（x）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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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赞 =[x赞 1，x赞 2，…，x赞 n]T，为动态 RBF 神经网络的状态
向量；A =diag[a1，a2，…，an]，为 1 个对角矩阵；ai 为设计
T

T

T

常数；W赞 TS（x）=[W赞 1 S 1（x），W赞 2 S 2（x），…，W赞 n S n（x）]，为

作用。其次，利用 1 个参数随时间变化的系统（1）的动
态当做测试模式。当这个测试模式进入模式库时，将
利用模式库中的所有训练模式与其构成相应的误差
系统。误差系统中误差最小的模式即为系统运行所处

RBF 神经网络，用于逼近紧集 赘 中系统(2)的未知动

的模式。当系统运行到达临界模式时，测试模式与临

态 F（x;p）=[f（x;p）
,f（x;p）
,…,f（x;p）
]。
1
2
n

界模式所构成的误差系统的状态将为最小，则可认定

神经网络权值估计通过如下自适应学习率调节

系统已进入临界区域，表明系统即将发生亚临界

赞
x軇
W i=-祝iS（x）
i
i-滓i祝iW i

pitchfork 分岔，
据此可以预警，建立 1 个预测(或预防、

[18]

（4）

*
赞
式中：x軇
为状态估计误差；W赞 i 为最优权值 W i 的
i=x i-xi，
*

估计值；祝i=祝i >0，滓i>0，为很小的设计参数。
确定学习理论 [18-19]指出，对于周期轨迹或者更一
般的回归轨迹，RBF 神经网络中沿着回归轨迹的神
经元函数构成的子向量可以满足部分持续激励条件。
即靠近轨迹 渍（x
的神经网络回归向量 S灼 满足部分
灼
0）
持续激励条件，部分持续激励条件可以使得辨识误差
系统满足指数稳定，进而在沿周期或回归轨迹的局部
区域实现对非线性系统动态的准确神经网络逼近[18]
T

f（x;p）
=W i S（x）
+孜（t）
，
坌x∈赘灼
i
i
i

（5）

式中：
W i=meant∈[t , t ]W赞 i，
t∈[ta, tb]，为权值收敛后的一段
a

b

时间；赘灼 为沿系统轨迹的 1 个局部区域；|孜（t）
|<孜*，
i
孜*>0，为 1 个小常数。
这就实现了对非线性系统的未知动态进行局部
准确建模。

预警)方法。

2 旋转失速模型的系统辨识
旋转失速 Moore-Greitzer 模型的系统辨识方法，
即如何利用确定学习算法对 Moore-Greitzer 模型的
系统动态进行辨识。考虑系统（1），假设 x=[x1,x2,x3]T=
[A ,椎追]壮，那么该系统可以改成如下形式
扇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墒设

dx1 = 琢
dt 仔W

f（x
1
1, x2; p）

析结果，本文主要目的是利用确定学习理论方法为轴
流压气机系统中存在的分岔建立 1 个预测方法。由于
在大多数压气机中旋转失速都先于喘振发生，而旋转
失速又对应于压气机系统（1）中的亚临界 pitchfork 分
岔，因此更具体地说，本文目的是利用确定学习方法
预测压气机系统（1）存在的亚临界 pitchfork 分岔。进
一步将此目的一分为二。首先，利用确定学习去辨识
压气机系统（1）的系统动态，并将系统对应于不同参
数情况下的系统动态表达成常值的神经网络，这些常
值神经网络是对系统的时变动态的 1 个局部准确表
达。然后将每个常值神经网络存储的系统动态定义为
1 个训练模式，并将这些动态模式组成 1 个模式库。
尤为重要的是，将参数 酌 临近 酌0 时对应的模态定义
为临界模态，
这个模态在预测 pitchfork 分岔时起关键

2仔
0

dx2 =-x + 1
3
dt
2仔

f（x;
p）
2

追（x
sin 兹 d 兹=
c
2+W x1 sin兹）

乙

2仔
0

追（x
d 兹=
c
2+W x1 sin 兹）

（6）

dx3 = 1 [x -F（酌,x ）]=f（x , x ; p）
2
3
3
2
3
dt 4B2

式中：
p=[琢,W ,B,酌]T，为系统参数向量。针对系统（6），
构造如下的动态 RBF 神经网络辨识其主要内部动态
=-K（x赞-x）+W赞 TS（x）

1.3 问题描述
考虑系统（1）并分析第 2 部分对此模型的分岔分

乙

（7）

式中：x赞=[x赞 1,x赞 2,x赞 3]T，为动态 RBF 神经网络的状态向量；
K=diag[k 1,k 2,k 3]，为对角矩阵，
且 k i>0 是设计常数；W赞 TS
T

T

T

（x）=[W赞 1 S（x）
，W赞 2 S（x）
，W赞 3 S（x）
]T，为 RBF 神经网
1
2
2
络，用来逼近旋转失速模型的主要内部动态 （
f x;p）=
[f1, f2, f3]T 的逼近。
针对式（7）中 3 个神经网络，分别对其设计如下
的自适应权值调节率
赞
x軇
W 1=-祝1S（x
1
1, x2）
1-滓1W 1

扇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墒

赞
x軇
W 2=-祝2S（x
2
1, x2, x3）
2-滓2W 2

（8）

赞
x軇
W 3=-祝3S（x
3
2, x3）
3-滓3W 3

再将式（8）中的各分量与式（6）中的相应分量做
差可得以下状态估计误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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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墒

T

軇 軜 1 1,x2）-f（x
=
1=-k 1x 1+W 1 S（x
1
1,x2,p）
T

軜 1 1,x2）-着
-k 1x軇
1+W 1 S（x
1
*

T

軇 軜 2 1,x2,x3）-f（x
= （9）
2=-k 2x 2+W 2 S（x
2
1,x2,x3,p）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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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
*T
軜i=W
軜i-W * ，
赞
W
式中：
着i =fi-W i Si，
i W i 为 W i 的动态估计值；

为理想的神经网络估计误差。

依据式（8）所示的权值更新率，可以得到以下权
值误差系统
赞
x軇
W 1=W 1=-祝1S（x
1
1,x2）
1-滓1W 1

赞
x軇
W 2=W 2=-祝2S（x
2
1,x2,x3）
2-滓2W 2

（10）

赞
x軇
W 3=W 3=-祝3S（x
3
2,x3）
3-滓3W 3

将状态估计误差系统（9）的第 i 个子系统和权值误差
系统（10）的第 i 个子系统沿着系统轨迹分解成靠近
系统轨迹和远离系统轨迹的 2 部分，
得到如下表达式

蓘 蓡蓘
=

W 灼i

-k i S灼i

-祝iS灼i 0

蓡

煽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灼i 衫闪

軜
W

+

蓘

-着灼i

-滓iW 灼i

W 灼軃=W觶 灼軃=-祝iS灼軃x軇
i-滓iW 灼軃

b

（14）

式中：
tb>ta>0，为权值收敛后的小的时间瞬态过程，利
用以上获得的常值神经网络权值可得到 3 个常值的
RBF 神经网络使得式（15）成立，其中 |着i|=0（|着i|）。
扇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墒

T

f（x
=W 1 S（x
+着1
1
1,x2;p）
1
1,x2）
T

f（x
=W 2 S（x
+着2
2
1,x2,x3;p）
2
1,x2,x3）

（15）

T

f（x
=W 3 S（x
+着3
3
2,x3;p）
3
2,x3）

3 旋转失速模型的动态模式库的建立和亚临
界 pitchfork 分岔的识别方法

根据 RBF 神经网络的局部精确的逼近能力，可

x軇
i

*

軘
W i=meant∈[t ,t ]W赞（t）
i

T

杉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删

T

'
f（x
=W赞 3 S（x
+着3
3
2,x3;p）
3
2,x3）

求平均得到

軜 3 2,x3）-着*
-k 3x軇
3+W 3 S（x
3

T

（13）

对神经网络权值估计值在其收敛的一段时间内

T

軇 軜 3 2,x3）-f（x
=
3=-k 3x 3+W 3 S（x
1
2,x3,p）

i

T

'
f（x
=W赞 2 S（x
+着2
2
1,x2,x3;p）
2
1,x2,x3）

式中：着i =0（着i ），
i=1,2,3。

軜 2 1,x2,x3）-着*
-k 2x軇
2+W 2 S（x
2

扇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墒

T

'
f（x
=W赞 1 S（x
+着1
1
1,x2;p）
1
1,x2）

蓡

（11）

旋转失速模型动态模式库中既包括旋转失速模
型的正常模式，
也包含临近亚临界 pitchfork 分岔的模
式。然后定义动态模式的相似性，基于相似性的定义
和所建立的动态模式库，提出 1 种识别亚临界 pitchfork 分岔的方法。
3.1 旋转失速模型的动态模式库的建立
第 1.1 节分析了旋转失速 Moore-Greitzer 模型的

（12）

分岔时选取的分岔参数是 酌。Moore-Greitzer 模型的

式中：
（·）灼i 和（·）灼軃分别为靠近和远离轨迹 渍灼 的部分；

系统动态随着 酌 的改变逐渐变化，
即随着参数 酌 的改

i

i

i

i

i

为 S（准
鬃 ）靠近系统轨迹部分的子向量；S（准
鬃）
灼i
im，
i
im，
T

軜 S 。
W 灼i 为对应 S灼i 的神经网络权值子向量，着灼i=着i-W
灼i 灼i

变，可以得到系统的不同动态模式。而由于系统参数
值的任意性，Moore-Greitzer 模型必定存在无数种动
态模式，
要遍历所有模式显然不可行。因此选取其中

依据文献[18]中的定理 2.7，
任何周期或者回归轨

K 种典型的系统模式，这 K 种模式既包括旋转失速

迹都可使 S灼i 满足持续激励条件，从而使得中心点靠

模型的正常模式，
也包含临近亚临界 pitchfork 分岔模

*

近轨迹的神经元的权值W 灼i 指数收敛到其最优值 W 灼i 。
而中心点远离系统轨迹的神经元的权值几乎保持不
T

变，
即W 灼軃和W 灼i S灼i 总是很小且几乎不变，
则 |着灼i|=0（|着i|）。
i

根据确定学习理论方法，只需设计合理的参数
k i、滓i、祝i，便可利用式（7）所示的动态 RBF 神经网络
实现对系统（6）的动态 f1、
f2、f3 的近似准确逼近

式。依照系统（6），
把产生以上第 m=1，
2，…M 种模式
(记为 渍m)的系统表示成如下形式
m
m
m
m
x觶m=f（xm;p m）,x（t
=[x10 ,x20 ,x30 ]T
0）

（16）

式中：xm（t0）为系统的初始条件，且系统参数 p m=[琢，
W，
B，
酌m]T 表示系统的不同动态模式是因 酌 参数的改
变而产生。此处选取的 酌 包括远离 酌0 和接近 酌0 的
值。其中，酌 值远离 酌0 的系统所产生的模式被定义为

正常模式；酌 值临近 酌0 的系统所产生的模式被定义为
临近亚临界 pitchfork 分岔模式。这些模式将是预测亚
临界 pitchfork 分岔的关键。本文将以上 M 种模式定
义为 K 种训练模式。
构造如下动态 RBF 神经网络和神经网络权值估计
更新率

式中：i=1，2，3。

扇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墒

m
i

m

m
m
=-k i（x赞i -xi ）+W赞 i Si
m

m

m

赞
W i =-祝i Si x軇
i -滓i W i
m

m

m

（xn;p n）是否能通过直接测量获得。假设通过利用确定
学习方法（如（3）所示），动态模式 渍m 和 渍n 的系统动
n

态 f i （xm;p m）和 f i（xn;p n）都可以由常值 RBF 神经网络
mT

nT

m m
n n
軘 S（x
軘 S（x
W
;p ）和W
;p ）精确辨识和表达，基于此
i
i
i
i

渍n 相似性的定义。
（17）

定义 2：对由系统（16）产生的 2 个动态模式 渍m
和 渍n，若动态模式 渍m 的状态 xm 处于动态模式 渍n 的
状态 xn 的小领域内，同时 2 个模式内部动态的常值
神经网络表达差异较小，即

m

f1 、f2 、f3 的常值 RBF 神经网络近似准确的逼近，表达
如下
m
m
軘 Sm（xm ，xm）+着1
f（x
x2 ）=W
1
1 ，
1
1
1
2
m
m
m
m
m
軘 Sm（xm ，
f（x
x2 ，x3 ）=W
x3 ）+着2
2
2
1 ，
2
1 x2 ，
mT

m

m

m

x沂渍

m

m

mT

m

m

m

m

m

m

以此代表第 M 种训练模式。以此类推，
可以得到由 M
种训练模式所组成的模式库。

为识别 Moore-Greitzer 模型的亚临界 pitchfork 分

态差异正比于相似性度量[19]。因此，可以利用状态差
异作为判别 2 个动态模式是否相似的状态变量。
3.3 旋转失速模型中亚临界 pitchfork 分岔的预测
利用第 3.1 节对压气机旋转失速模型所建的动
态模式库和第 4.2 节中关于动态模式的相似性定义，
提出 1 个预测旋转失速模型（Moore-Greitzer 模型）亚
考虑如下的待识别系统
t
t
t
t
x觶 t=f（xt;p t）,x（t
=[x10 ,x20 ,x30 ]T
0）

岔，定义动态模式的相似性，这是识别阶段用于判断

（21）

该系统跟 Moore-Greitzer 模型（6）的结构相同，只

压气机处于何种模式的基础。
定义 1：对由系统(16)产生的 2 个动态模式 渍m 和
渍n，
若动态模式 渍m 的状态 xm 处于动态模式 渍n 的状态
xn 的小领域内，同时 2 个动态模式的主要内部动态之

是参数 p t 可能不同，上标 t 表示该系统为待识别系
统，并称由该系统产生的动态模式为测试模式。
利用第 3.1 节建立的模式库中所保存的常数权
m

间的差异非常小，即
n

max fi（x ;p ）-fi（x ;p ） ≤着 ，i=1，2，
3
m

n

临界 pitchfork 分岔的方法。

3.2 旋转失速模型的动态模式的相似性定义

m

m

称动态模式 渍m 相似于动态模式 渍n，其中 着i +着i +着i 是

出的动态模式识别方法指出 2 个动态模式之间的状

态 f1 、f2 、f3 的表达，并将这 3 个常值神经网络存储，

m

n

基于以上动态模式相似性定义，确定学习理论提

軘 S （x ，x ，x ）、W
軘 S （x ，
W
分别当作对系统动
2
3
2
1
2
3
3
2 x3 ）
m

（20）

相似性度量。

m

軘 Sm （xm ，xm）、
将以上 3 个常值 RBF 神经网络W
1
1
1
2
m

n

*

（18）

軘 S （x ，x ）+着3
f（x
x3 ）=W
3
2 ，
3
3
2
3
m

m

常值 RBF 神经网络对动态模式动态的逼近误差。则

mT

mT

m

*

n

m

式中：着i 为 1 个小的正常数，且 着 i 、着 i 为式（18）中的

mT

式中：着i 为近似逼近误差。

mT

m

max fi（xm;p m）-fi（xn;p n） ≤着i +着i +着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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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辨识结果可进一步给出如下判定 2 个动态模式 渍m 和

mT

按照第 3 章的辨识过程，可以得到对系统动态
m

m

以上定义中并没有说明系统动态 f i （xm;p m）或 f i

m

对第 m=1,2,…,M 种训 练模式按照 式（7）、
（8）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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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

x沂渍m

（19）

軘 ，
值W
对待识别系统（21）构造如下 M 个动态估计器
i
m
i

式中：
着* 为 1 个小的正常数；x沂渍m，为动态差异，是沿
着模式 渍m 的轨迹做比较的。那么称动态模式 渍m 相似
于动态模式 渍n，其中 着* 是相似性度量。

式中：

m
i

m

mT

t
t
軘 S（x
=-ki（x軃
+W
）
i
i -xi ）
i

（22）
t

为第 m 个动态估计器的第 i 状态；xi 为系统

（21）的状态；|k i|<1，为对所有的动态估计保持不变的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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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参数。

亚临界 pitchfork 分岔识别策略：如果对所有的

动态估计器（22）中已嵌入了定常 RBF 神经网络
mT

m

t
軘 S（x
軘 保存了训练模式的内部
W
），并且常数权值W
i
i
i

动态信息。因此，动态估计器（22）可以迅速回忆并提
供已精确辨识的 m 个动态模式的内部动态。
差，可以得到如下的残差系统
m
i

m

mT

軘 i t）-f
=-k ix軇
i +W i S（x
i

（23）

mT

軘 i s）-fs
=-k ix軇
i +W i S（x
i

（24）

则第 s 个估计器的残差系统为

軘 i s）-fs
=-k ix軇
i +W i S（x
i

（25）
s

s
s
軘 S（x
由于 |W
）-fi | 是 1 个很小的值，因而x軇
i
i
i 会很

小，所以第 s 个估计器是 M 个估计器中与被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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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涡轮喷气发动机风车起动特性研究
万照云
（中国航发控制系统研究所，
江苏无锡 214063）

摘要：为研究微小型涡轮喷气发动机风车起动的特性，以某微型涡轮喷气发动机为原型，通过数值模拟和试验研究相结合的
方法，
研究了其风车起动过程的各种特性。通过试验研究了丙烷气点火时间和丙烷气压对微型涡喷发动机转速以及燃烧室温度的
影响规律，以在最短时间内使得微型涡喷发动机转速和燃烧室温度满足可供油燃烧的条件，
并确定所需要的丙烷气最小气量。结果
表明：
在本试验条件下发动机从起动到慢车状态过程中，以先快后慢的供油规律起动加速时间最短约为 82 s；发动机从慢车到 80%
全转速状态过程中，
实现相对最短加速时间的供油规律可分为 2 段，前段供油斜率较大为 0.79，
后段供油斜率较小为 0.14。对其它
结构形式和起动过程类似的微小型涡轮喷气发动机有一定借鉴作用。
关键词：微型发动机；
风车起动；
低速特性；
点火特性；
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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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Micro Turboengine Windmill Starting Characteristics
WAN Zhao-yun
渊AECC Aero Engine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 Wuxi Jiangsu 214063冤
Abstract: Based on a micro turbojet engine prototype and by the method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the starting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 turbojet engine windmilling were studie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experiment, the influences of propane ignition time

and propane pressure upon engine rotation speed and combustion chamber temperature were studied to meet the demand of combustion in

the shortest possible time, as well as confirmed the minimum required propane. Further experiments show that in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of the engine from the start state to the idle state, the process to slow down after the oil law shortest start acceleration time can be

about 82 s. Eighty percent of the engine from idle to full speed during the state to achieve the shortest relative acceleration time for oil law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ections, the front slope of the larger oil supply is 0.79, while the final part slope of the smaller oil supply is 0.14. It
can be well referenced by other micro turbojet engines which have similar structure and starting process

Key words: micro engine; windmill starting; low speed characteristic; ignition characteristic曰aeroengine

0 引言

微型涡轮发动机起动过程相对于大中型涡轮发
动机存在着明显不同，尤其是风车起动过程有较大差

微型涡轮发动机（Micro Turbine Engine，MTE）具

异。常规大中型涡轮发动机风车起动仅应用于空中熄

有质量轻、功率大、
能量密度高等优点，可作为微小型

火后的再起动过程，而其正常起动过程采用起动机辅

导弹、无人机、单兵飞行器等空中武器平台的推进动

助起动方式；微型燃气涡轮发动机由于其所需起动功

力装置，国内外对 MTE 进行了广泛研究 [1-5]。针对该

率较小，
可采用风车起动方式进行正常起动。国内外

类飞行器通常采用空中投放或助推器发射的特点，

对于发动机风车起动过程有着广泛研究[6-8]，
研究方法

MTE 的起动过程通常采用空中起动方式，因此，研

主要分为特性计算[9-13]和风洞试验[14]。其中特性计算方

究 MTE 的空中起动过程对于 MTE 的工程实用化有

法多由于其计算精度有限、算法复杂，难以推广应用

着重要意义。

于微小型涡轮发动机；
而试验研究方法可以获得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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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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与实际工作相符的发动机特性[15-17]。

关系见表 1。

本文主要通过地面试车和 3 维流场仿真的方法
对 MTE-A 型微型发动机风车、低转速、丙烷点火、供
油点火等特性进行研究，并顺利完成发动机风车起动

表 1 丙烷气瓶压力与对应的丙烷流量
P/MPa

v/(L/h)

m/(g/s)

0.10

72.5

0.036

整机试验，为研究微型涡轮发动机的风车起动过程奠

0.15

136.7

0.068

定了基础。

0.20

195

0.097

0.25

252.5

0.125

0.30

316

0.157

1 微型发动机风车起动试验台
发动机的风车状态是指在一定的飞行速度下，发

0.35

366

0.181

动机获得一定风车转速的状态。本文只模拟地面常温

0.40

410

0.203

条件，
对不同来流速度下的微型发动机风车起动过程

0.45

460

0.228

进行试验研究。
试验装置结构示意图如图 1 所示，主要由流量

试验结果表明，在某一来流速度条件下，丙烷浓

管、发动机、真空泵、调节系统、控制系统和数据采集

度过小或过大均会导致无法可靠点火；
随着来流速度

系统等组成。在试验过程中，
通过真空泵抽气提供气

的增大，能够可靠点火的丙烷浓度范围变窄；当流速

源，而通过调节阀门和通气旁路，可形成不同的发动

增大到某一值时，
丙烷无法成功点火。通过对 4 种来

机背压，从而模拟发动机不同的来流条件，实现不同

流条件下丙烷点火特性试验结果的统计，获得了风车

的风车状态。

条件下丙烷能够可靠点火的包线，如图 2 所示。从图
Bypass
Valve

Engine

Flow tube
0

3 459

11

0

3 459

11

中可见，对于 MTE-A 微型发动机，在风车条件下，能
够 可 靠 进 行 丙 烷 点 火 的 来 流 速 度 范 围 为 5~10.33
m/s，丙烷浓度范围为 0.5%~1.34%。只有当来流速度
和丙烷浓度值位于丙烷可靠点火包线内，发动机才能

Valve
Vacuum
pump

可靠地进行丙烷点火。
1.5
f_max
f_min
V 0 _max
V 0 _min

图 1 模拟风车起动试验装置

在试验中，对发动机各截面参数进行实时监测和
采集，
以获取发动机在不同状态下的起动特性。其中

1.0

对发动机前方未扰动截面（0-0）的静压进行测量；对
压气机出口截面（2-2）、扩压器出口截面（3-3）和涡
轮出口截面（5-5）的总压进行测量；对扩压器出口截
面 （3-3）、燃烧室出口截面 （4-4）、涡轮出口截面
（5-5）、喷管 出口截面 （9-9） 和 后方未扰 动 截面

0.5

4

6

8
V0（
/ m/s）

10

12

图 2 风车条件下丙烷可靠点火包线

（11-11）的总温进行测量。

2 供油点火起动特性
2.1 微型涡喷发动机丙烷点火特性

图 2 同时表明，随着来流速度增大，能够可靠丙
烷点火需要的最小丙烷浓度会先增大后减小。这是因
为随着来流速度的增大，
气流在燃烧室的驻留时间减

针对 4 个风车转速，即 4 种不同来流速度条件进

少，因而要求燃烧室中具有更高的丙烷浓度才能可靠

行丙烷点火试验。对于同 1 种来流条件，均针对 8 种

点火，所以最小丙烷浓度会增大，同时点火越来越困

丙烷气量进行丙烷点火试验研究，不同丙烷气量通过

难，可靠点火范围变窄；但随着来流速度进一步增大，

调节供气压力获得。丙烷供气压力与丙烷流量的对应

发动机流量会急剧增加，
其流量增大的速度远大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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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供油点火工况及参数

丙烷可靠点火所需丙烷流量，
因而丙烷点火需要的最

PWM

f/(g/s)

1035

0.555556

1055

0.666667

1075

0.777778

1035

0.555556

1055

0.666667

1075

0.777778

1035

0.555556

1055

0.666667

流速度、燃烧室油气比、燃烧室入流总温总压等。燃烧

1075

0.777778

室入流速度主要由发动机几何结构和风车来流条件

1055

0.666667

1075

0.777778

1090

0.888889

小丙烷浓度又会减小。

Speed/(r/min)

2.2 微型涡轮发动机供油点火特性
当微型涡轮发动机丙烷点火成功并将燃烧室加

1500

热到一定的预热温度，发动机转速进一步提高、空气
流量进一步增大后，发动机可进行供油点火。供油点
火起动过程是发动机风车起动过程的关键，供油起动

3300

过程的影响因素是研究供油点火起动过程的关键。
影响供油点火起动过程的关键因素有燃烧室入

决定，对于特定的微型涡轮发动机，当来流总温和总

4080

5000

压一定时，其燃烧室入流速度与来流速度一一对应。
供油点火阶段燃烧室油气比为供入燃烧室燃油量和
流经燃烧室空气量的比值，由于发动机空气流量主要
由发动机转速决定，因而发动机供油点火受到初始供
油量和点火转速的影响。在来流总温总压一定的情况
下，发动机点火转速也决定了流入燃烧室的总温和总
压。故发动机供油点火起动过程受到来流条件、初始
供油量、点火转速的影响。

线，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
对于 MTE-A 微型发动
机，在风车条件下，能够可靠进行丙烷点火的来流速
度范围为 3.6~10.33 m/s，
油气比范围为 2.38%~7.78%。
只有当来流速度和油气比值位于丙烷可靠点火包线
内，发动机才能可靠地进行供油点火。
8

Fuel_max

微型涡轮发动机的起动方式与常规发动机起动
过程有所不同，即在供油点火起动之前，发动机需要

Fuel_min
V 0 _max
V 0 _min

6

先进行丙烷点火起动，
预热燃烧室，将燃油蒸发雾化，
当燃烧室预热到一定温度、发动机空气流量达到一定

4

水平时，燃气会在丙烷燃烧的火焰区直接燃烧，从而
实现供油点火起动，无需再使用点火器进行点火。当
燃烧室预热温度过低，燃油无法完全蒸发雾化时，发
动机无法顺利点火，故微型涡轮发动机供油点火起动
过程还受到丙烷点火起动后燃烧室预热效果的影响。
为了研究来流条件和初始供油量对发动机供油点火

2

4

6

V0（
/ m/s）

8

10

12

图 3 微型涡轮发动机供油点火包线

3 风车起动过程优化

的影响，在 4 种不同的来流条件下，每种来流条件下

在分别研究获得发动机风车阶段、丙烷起动阶段

给定 9 种不同的供气和供油量，分别进行供油点火试

和供油起动阶段相关特性和各阶段点火起动参数范

验，对试验中各工况下的丙烷供气量、供油量，各气动

围的基础上，还对发动机从 0 转速到 80%全转速过

截面的温度压力数据、发动机实时监控数据进行采

程的各阶段进行优化。通过风车至供油点火过程中的

集，对点火成功性进行记录。试验条件参数见表 2。

起动参数的优化，可优选出各阶段最优的点火起动参

试验结果表明，对于某一来流速度条件，燃烧室

数；通过对供油点火成功后发动机的加速过程进行优

油气比过小或过大均会导致无法可靠点火；随着来流

化，可获取在本试验条件下该加速过程的最优供油规

速度的增大，能够可靠点火的油气比范围变窄；当流

律；通过对整个风车起动过程的加速时间进行优化，

速增大到某一值时，燃油无法成功点火。通过对 4 种

能大大缩短发动机起动加速时间。

来流条件下供油点火特性试验结果的统计，获得了微

3.1 风车阶段和丙烷起动阶段优化

型涡轮发动机在风车条件下燃油能够可靠点火的包

分别在发动机进口速度为 4.52、6.51 和 8.29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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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进行风车试验，分别获得了动机从 0 转速到风车平

由供油点火特点可知，在丙烷点火成功并起动至

衡转速的发动机转速变化规律，如图 4 所示。由图中

供油点火转速后，发动机初始供油量对发动机供油点

可见，发动机进口速度越大，发动机达到风车平衡转

火成功性基本没有影响，
即在不同的初始供油量条件

速的时间越短。在发动机进口速度为 4.52、6.51 和

下，发动机都能完成供油点火。考虑当初始供油量较

8.29 m/s 下，发动机达到风车平衡转速的时间分别为

大，其燃烧室富油情况更为严重，燃烧室点火初始温

15、18 和 26 s，在不同发动机进口速度条件下，风车

度和排气初始温度均会较高，不利于发动机正常运

阶段加速时间最多可缩短 42%。在发动机进口速度

转。因而对发动机初始供油量进行优选，获得在本试

为 4.52 m/s 下，发动机不能进行丙烷点火，考虑风车

验条件下发动机最优初始供油量为 0.56 g/s。

阶段加速时间的最短，
选取在本试验条件下发动机进
口速度最优值为 6.51 m/s。

综合以上分析，在本文试验条件下对发动机风车
阶段、丙烷起动阶段和供油起动阶段进行优化，优选

4500

获得了 1 套发动机风车到供油点火过程中的最优点

4000

火起动参数，同时在本试验条件下优化得到了最优的

3500

风车起动过程。当丙烷点火来流为 6.51 m/s，丙烷点

3000

火转速为 3360 r/min，
丙烷供气量为 0.125 g/s，供油点

2500

火发动机进口速度为 11.3 m/s，初始供油量为 0.56

2000

g/s 下进行风车起动，发动机可达到最优的点火起动
状态。在本试验条件下的风车阶段和丙烷起动阶段，

1500
V 0=4.52 m/s
V 0=6.51 m/s
V 0=8.29 m/s

1000
500
0

5

10

15
t/s

20

发动机起动加速时间可分别相对缩短 42%和 53%。
3.2 风车起动供油规律研究

25

30

图 4 不同来流速度下发动机转速随时间变化关系

不同发动机进口速度对丙烷点火起动的影响如
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发动机进口速度分别为
7.6、11.3 和 12.5 m/s 时，发动机进行丙烷点火起动后

在发动机进口速度条件、丙烷压力、丙烷流量和
点火转速等条件相同时，对发动机进行点火起动试
验，起动后分别以均匀加速、
先慢后快、先快后慢的加
速特点供油，以获取不同供油规律对发动机供油起动
过程的影响。试验参数见表 3。

可 实 现 的 平 衡 转 速 分 别 达 到 7740、8220 和 9300
r/min。不同发动机进口速度对发动机丙烷起动阶段
加速时间也有影响，在本试验条件下，当发动机进口

表 3 不同供油规律试验参数
供油规

N/

Pp /

Wp /
PWM

Wf /

V0 /

(g/s)

(m/s)

律特征

(r/min)

MPa

(g/s)

速度为 11.3 m/s 时，其丙烷起动加速时间相对较短，

均匀加速 A

3480

0.25

0.13

4.19

0.56

7.25

约为 13 s，较发动机进口速度为 7.6 m/s 时加速时间

先快后慢 B

3180

0.25

0.13

4.19

0.56

7.24

可缩短 53%。

先慢后快 C

3600

0.25

0.13

4.19

0.56

7.62

10000

在不同供油规律下发动机转速随时间变化关系

9000

如图 6 所示。在 3 种供油规律下发动机起动过程相

8000

同，但加速时间各异，其中均匀加速时加速最慢，加速

7000

斜率最小，从供油点火成功到慢车状态加速时间为

6000

130 s,平均加速度为 350 rad/s；在先慢后快的供油规

V 0=7.6 m/s
V 0=11.3 m/s
V 0=12.5 m/s

5000
4000

律下，发动机加速更快一点，从供油点火到慢车状态
加速时间为 90 s，平均加速度为 300 rad/s；而在先快

3000
2000

后慢的供油规律下，发动机加速最快，从供油点火到
0

5

10

15

t/s

20

25

30

35

图 5 不同发动机进口速度对丙烷点火起动的影响

慢车状态加速时间为 80 s,平均加速度为 320 rad/s。
在发动机从起动到慢车阶段过程中，B 种供油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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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斜率较小为 0.14。在此供油规律下发动机加速时间

35000

A
B
C

30000

相比于 150 s 加速状态下加速时间可缩短 93%。

4 结论

25000

本文对 MTE-A 型微型发动机风车起动过程中

20000

风车特性、丙烷点火特性、供油点火特性进行研究，获

15000

得如下结论：

10000

（1）以发动机风车特性为基础，在不同来流条件

5000

下对发动机进行丙烷点火特性研究，获得丙烷点火包

0

50

100

t/s

150

200

250

图 6 不同供油规律下转速随时间变化关系

律条件下加速时间相对最短，
即该阶段最优控制规律
为供油斜率先大后小、
供油先快后慢。因而在本试验
条件下发动机相对最短加速时间约为 82 s，相比于 A
种供油规律下加速时间可缩短约 36%。

线和熄火边界。在风车条件下，能够可靠进行丙烷点
火的来流速度范围为 5~10.33 m/s，丙烷浓度范围为
0.502%~1.343%；发动机丙烷不熄火的来流速度范围
为 5~25 m/s，最低浓度边界为 0.12%，最大丙烷浓度
边界为 14.4%。
（2）通过对发动机风车阶段、丙烷点火阶段、供油
点火阶段的特性进行研究，获得发动机风车起动过程

3.3 慢车以上阶段优化
在发动机进入慢车状态后，对发动机以不同的供
油规律进行自动供油，完成发动机从慢车到 80%全
转速的试验。在 4 种不同供油规律下，发动机加速过
程的转速随时间变化如图 7 所示。在 4 种不同供油规
律下，发动机由慢车到 80%全转速过程中其转速随

各影响参数的边界范围，从而选取 1 套合理的风车起
动参数，
并以此成功进行风车起动试验，
将发动机运行
至慢车状态，
同时验证了各影响参数选取的合理性。
（3）通过对发动机风车起动加速过程中的供油规
律进行优化，获得了在试验条件下的最优供油规律。
在发动机从起动到慢车阶段过程中，发动机以供油斜

时间的变化基本为线性增加，但增加的斜率各不相

率先大后小、供油先快后慢的供油规律加速，获得相

同，发动机加速时间分别为 10、17、75 和 150 s。同时

对最短的加速时间，即相对最优的供油规律为先快后

也进一步说明发动机在加速过程中，最大可实现

慢。在发动机从慢车到 80%全转速状态过程中，
发动

6500 rad/s 的加速度。

机在 10 s 供油规律下加速时间相对最短，即相对最
优的供油规律分为 2 段加速，前段供油斜率较大为

110000

0.79，
后段供油斜率较小为 0.14。

10000

（4）在研究过程中，描述 MTE-A 的相关起动规

90000

律的参数为无量纲参数，与发动机几何尺寸无关，根

80000

据相似原则，研究中获得的相关结论对其它结构形式

70000
10 s
17 s
75 s
150 s

60000
50000
40000
30000

0

50

t/s

100

150

图 7 不同加速过程发动机转速随时间变化关系

通过对比 4 种不同供油规律下发动机从慢车加
速到 80%全转速状态的试验结果可知，发动机在 10 s
供油规律下加速时间相对最短，即相对最优的供油规
律分为 2 段加速，前段供油斜率较大为 0.79，后段供

和起动过程类似的微小型涡轮喷气发动机有一定借
鉴作用。
参考文献：
[1] Gerendas M. Development of a very small aero-engine [R]. ASME
2000-GT-0536..
[2] Rodgers

C.

Microturbine

cycle

options [ R ] .

ASME

Paper

2000-GT-0552.
[3] 黄国平，温泉，李博，等. 微型涡喷发动机顶层设计研究[J]. 航空动
力学报，
2003，
18(6)：
832-838.
HUANG Guoping，
WEN Quan，
LI Bo，
et al. Turbojet engine micro-level design study [J]. Aerospace，
2003，
18 (6)：
832-838.（in Chi-

35

万照云：
微型涡轮喷气发动机风车起动特性研究

第6期
nese）

tics of twin-spool turbo-fan engines[C].AIAA-2002-0376.

[4] Harris M M，
Jones A C，
Alexander E J. Miniature turbojet development

[13] 何时慧，吴国钏，华清，等. 涡扇发动机风车特性计算[J]. 航空发动

at Hamilton sundstrand: the TJ-50，
TJ-120 and TJ-30 turbojets[R].A-

机,1997,23（3）：
1-9.

IAA 2003-6568.

HE Shihui，
WU Guochuan，
HUA qing，et al. Turbofan engine wind-

[5] Chiang H W D，
Hsu C N，
Huang Y M. Dynamic performance of a small
turbojet engine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urbo and Jet Engines,

Chinese）
[14] Curtis L，
Walker David B，
Fenn. Investigation of power extraction

2003，
20(3)：195-207.
[6] Zhao Qi Shou. Calculation of windmilling characteristics of turbojet engines[J]. ASME Journal of Engineering for Power，
1981，
103：
1-12.
[7] Mitsuo M，
Makoto S. Restart characteristics of turbofan engines[R].IS-

characteristics and braking requirements of a wind-milling turbojet
engine. [R].NASA/RM-1952-E52D30.
[15] 张绍基. 涡扇发动机空中风车起动特性分析 [J]. 航空发动机，
2004，
30(4)：
1-3.

ABE 89-7127.
[8] 陈建明.高空台发动机风车起动及停车方法试验研究[J].燃气涡轮试

ZHANG Shaoji.Analysis of windmilling start characteristics for a typical turbofan engine[J]. Aeroengine，
2004，30(4)：
1-3.（in Chinese）

验与研究，1995（2）：
48-50.
CHEN Jianming. High altitude engine windmilling startup and stop
method Study [J]. Gas Turbine Testing and Research：
1995（2）：
48-50.

[16] 田金虎，马前容，刘志军，等. 某型发动机起动试验点火特性分析
[J]. 燃气涡轮试验与研究，2005，18(4)：
34-36.
TIAN Jinhu，
MA Qianrong，
LIU zhijun,et al.Start ignition characteris-

（in Chinese）
[9] Choi M S，
Lim J S，
Hong Y.S. A practical method for predicting the
windmilling characteristics of simple turbo jet engines[C]//ASME Turbo
Asia Conference，
Indonesia，Jakarta，
1996：
5-7.
[10] Yoo L S. Windmill characteristics of centrifugal jet engine[D].Master

tics analysis of a turbofan engine test[J]. Gas Turbine Experiment and
Research，
2005，
18(4)：
34-36.（in Chinese）
[17] 张绍基，邴连喜. 涡扇发动机起动机辅助空中起动方案设计和试
验[J]. 航空动力学报，
2009，
24(11)：2584-2588.
ZHANG shaoji，
BING lianxi. Turbofan engine starter auxiliary air start

Degree Thesis，
Inha University，
2000.
[11] Choi M S，
Kang I S，
Lim J S，
et al. Analysis of windmilling characteristics for a twin-spool turbofan engine

mill characteristic calculation [J]. Aeroengine，
1997，
23 （3）：
1-9.（in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Spectrometry, 1997, 369(6):71-80.
[12] Lim S K，
Roh T S，
Hong Y S，et al. Study of windmilling characteris-

design and test [J].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
2009，
24 (11)：
2584-2588.（in Chinese）

（编辑：栗枢）

航空发动机

第 42 卷 第 6 期
2016 年 12 月

Vol. 42 No. 6
Dec. 2016

Aeroengine

开式转子发动机计算模型及调节研究
屠秋野 1，
倪力伟 1，杨祥明 1，郑

恒 2，
蒋

平2

（1. 西北工业大学 动力与能源学院，西安 710072；2. 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 200241）

摘要：目前先进的开式转子发动机多采用变桨距、
双排共轴对转桨作为推进部件。采用双排桨的气动计算方法，
根据单排桨特
性图计算对应的双排对转桨特性图，验证对转桨性能计算模型。在双轴涡轮喷气发动机计算模型的基础上，
添加动力涡轮、行星差
动齿轮和双排对转桨，
组成开式转子发动机计算模型。采用该模型研究了开式转子发动机的调节计划，
对比了等转速和等叶尖速度
调节的不同，以及对开式转子发动机高度速度特性的影响，
并使用美国 PROOSIS 模型对计算结果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开式转子发
动机模型计算精度较高，可较准确地研究不同设计参数和调节规律下发动机的总体性能，其中固定桨扇叶尖速度的调节计划在较
低飞行速度下具有高推力、
低油耗的优点，可以获得较好的全包线性能。
关键词：开式转子发动机；对转桨；
动力涡轮；
行星差动齿轮；
调节计划；
总体性能
中图分类号：V135.1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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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Open Rotor Engine Caculating Model and Control Schedule
TU Qiu-ye1, NI Li-wei1, YANG Xiang-ming1, ZHENG Heng2, JIANG Ping2
渊1. 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72, China曰 2. AECC Commercial Aircraft Engine
Co., Ltd., Shanghai 200241, China冤
Abstract: Counter-rotating coaxial propellers with variable pitch blades are mostly implemented in the current advanced open rotor

engine. An aerodynamic computing method of counter rotating propellers was verified through calculating the counter-rotating propeller map
using two single propeller maps. Basing on the aerodynamic and thermal model of a two-spool turbojet engine, an open rotor performance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adding a power turbine, a differential planetary gearbox and a pair of counter rotating propellers. With this model,

the control schedules were studi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nstant propeller speed strategy and constant tip speed strategy , their
influences to the altitude and velocity characteristics were compared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were demonstrated to be accurate by using the
data of PROOSIS model, and the performance of open rotor engine under various design parameters and different control schedules could be

precisely studied.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stant tip speed strategy had advantage of high thrust with low fuel consumption at a lower flight
speed, and better performance of the whole envelope would be obtained.

Key words: open rotor engine; counter rotating propeller; power turbine; differential planetary gearbox; control schedules; overall

performance

0 引言
开式转子发动机综合了涡桨发动机耗油率低和

螺旋桨的开式转子发动机方案。20 世纪 80 年代起，
美国对高转速、
高飞行速度的桨扇发动机进行了大量
研究和测试，其中包括 NASA 实施的单排涡扇技术计

涡扇发动机飞行速度高的优点，可用作最大马赫数

划。该计划对一系列不同几何模型进行了风洞测试，

0.80 左右的民用客机和军用运输机的动力装置。20

研究了其性能和声学特性，表明桨扇发动机比涡扇发

世纪 70 年代的能源危机，使航空领域的研究人员更

动机可以节省 15%~40%的燃油，且扭转叶片可以在

加注重航空器的经济性，美国提出并验证了采用高速

马赫数 0.8 的巡航条件下达到 80%的净效率并能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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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减小噪声 [1]。在 21 世纪初，NASA 开展了 1 项亚声

桨的起飞性能比单级桨的更好。基于这些优点，现代

速固定翼航空器(SFW)项目，旨在刺激相关技术发展

的开式转子发动机均采用双排对转桨作为主要推进

并降低航空器对环境的影响，
提出了其后十几年内发

部件。

动机的排放、
噪声和油耗的研制目标[2]。为了评估先进

2 桨扇部件性能模型

推进技术是否满足该目标，
SFW 系统分析团队在 1
个先进单通道飞机(ASAT)上测试了新型推进系统的
潜在环境优势，评估了 2 种超高涵道比涡扇(UHB)概
念[3]，认为其相对 20 世纪 90 年代的技术水平可使油
耗降低 29%的、使起降过程氮氧化合物排放减少

2.1 传统单排桨性能模型
螺旋桨的气动计算常用理论包括螺旋桨动量理
论、理想螺旋桨理论、螺旋桨叶素理论和涡流理论等。
根据螺旋桨的叶素理论，
可得螺旋桨的性能计算公式[6]
2

4

3

5

EPNdB。时至今日，开式转子

F=CT 籽ns D

发动机的理论和试验技术的发展已经趋于成熟，且开

P=CP 籽ns D

50%，最大噪声降低 25

式转子也被认为是未来民用航空发动机的 1 个主要

浊= FV 0 = CTV 0 = CT J
P
CPnsD CP

发展方向。

J= V 0
nsD

本文以开式转子发动机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双排
对转桨的性能计算方法，用该计算方法计算了对转桨
特性图并进行了对比验证。在双轴发动机计算模型的
基础上建立了开式转子发动机整机性能计算模型，研
究了开式转子发动机的调节计划。为发动机设计和调
节计划的选取提供理论依据。

1 先进开式转子部件技术特点

（1）
（2）
（3）
（4）

式中：F 为螺旋桨拉力；
P 为螺旋桨消耗功率；籽 为空
气密度；ns 为螺旋桨转速；
D 为螺旋桨直径；V 0 为飞行
速度；CT 为桨的拉力系数；CP 为桨的功率系数；浊 为
桨的推进效率；
J 为桨的进距比。其中，拉力系数 CT 和
功率系数 CP 可以看作进距比 J 和安装角 茁 的函数。
2.2 螺旋桨的特性曲线表示

传统螺旋桨在巡航马赫数高于 0.6 时效率迅速

螺旋桨特性曲线指通过风洞的试验数据绘制而

降低。美国于 1975 年首先提出高速螺旋桨的构思，减

成的拉力特性 C（J）
、功率特性 C（J）
和效率特性 浊
T
P

小桨径以降低桨尖的切向速度，增加桨叶数和实度以

（J）曲线。式（3）表明，在飞行速度不为零的条件下，3

吸收发动机巨大功率，同时减薄桨叶厚度，采用后掠

条特性曲线只需已知其中 2 条即可计算出第 3 条。

或前掠形式来减缓空气压缩性影响。这种高速螺旋桨
即开式转子发动机推进方式的主要特点。
早期的航空螺旋桨都为定距桨，只能在特定工作

主要利用螺旋桨的相似性理论获得螺旋桨特性
曲线。在风洞试验中，
为了满足相似条件，
理论上需要
满足螺旋桨工作的几何相似、运动相似和动力相似。

状态下保持高性能。随着活叶桨和变距桨的发明，
螺旋

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模型和原型桨采用相同的介质

桨的工作状态不断得到改进。目前国内外研究的先进

空气，同时满足各相似准则较为困难。一般在缩比模

开式转子发动机采用的螺旋桨均为变距桨，即调节桨

型的风洞试验中，在满足几何相似之后，还要求模型

距角使螺旋桨在不同工作状态下都保持较高的效率。

和原型满足进距比 J 和马赫数 Ma 相等，从而得到原

在开式转子发动机发展的初期，针对单级螺旋桨

型的 CT 和 CP，而对雷诺数(Re，表示惯性力和黏性力

桨叶气动涡流和功率吸收有限的问题，研究人员提出

的比值)和弗劳德数(Fr，表示惯性力和重力的比值)不

了双排共轴对转桨的概念，即 1 对螺旋桨绕同一根轴

作过多要求。

旋转，
旋转方向相反。1982 年，NASA 发表了多篇关于
对转桨概念的报告

，系统地阐述了对转桨的优点。

[4-5]

桨叶数相同、翼型相同但直径不同的螺旋桨可以
用同一特性图来表示不同安装角和飞行条件下的螺

这些优点可以简单表述为：
（1） 发动机传到飞机的反

旋桨特性。不同轮毂比的螺旋桨，其沿工作区域分布

作用力矩近似为零，可以省去很多力矩平衡措施；

的气流入射角和力的分配并不相同，因此 1 张螺旋桨

（2）在高速飞行状态下，总叶数相等的共轴桨的总效

特性图只适用于特定的轮毂比。但通过将 CP 和 CT 替

率比非共轴桨的更高；
（3）对于大功率的发动机，共轴

换为修正功率系数 CPQA 和修正拉力系数 CTQA，可以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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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轮毂比变化时拉力和功率的 1阶近似。修正后的系

为前后排桨消耗的功率；n1 为前排桨的转速；D1 为前

数定义为

排桨的直径。在实际使用时，直接给出按前排安装角
P
籽n3D3A

（5）

CTQA= 2P 2
籽n D A

（6）

CPQA=

排桨径比、转速比和功率分配一起作为隐藏参数，不

蓘 蓸 蔀蓡

A = 仔 D2 1- Dh
4
D

体现在特性图中，从而得出的特性图与单级桨特性图
相似。

2

（7）

式中：A 为螺旋桨的空气流通面积；Dh 为螺旋桨轮毂
直径；
D 为螺旋桨直径。

茁1 变化的对转桨特性图，其中 茁1 和 茁2 的关系与前后

2.3 双级对转开式转子特性计算
本文采用前后级分开独立计算的方法处理双排
对转桨的特性。在已知前后级各自单级特性的基础

目前公开发表的资料中，缺少完整连续的高速桨

上，考虑前排桨对后排桨的影响，将前后排安装角、前

特性图。NACA 在 1954 年发表的螺旋桨气动分析报

后桨径比、转速比等作为已知条件，分别计算前后排

告中给出了某型传统螺旋桨在较大范围内的工作特

桨的性能参数。计算时，
前排桨按照传统单级桨性能

性图[7]。通过将该特性图按高速桨特性图调整数值进

计算方法进行计算，将后排桨的旋流速度看作后排桨

行修正，可以得到用于近似计算的全包线单级桨特性

额外的转速，并转换为只有轴向速度的假想来流条

图，如图 1 所示。

件，从而对后排桨用同样的单排桨特性图进行计算[8]。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5
4
3

2

4

2

4

P1=CP1 籽n1 D1

安装角 茁/（毅）

6

F1=CT1 籽n1 D1

2

（12）

4

F2=CT2i 籽n2i D2

（13）

式中：CP1、
CT1 为前排桨的功率系数和拉力系数；n2 为

1

0.5

1.0

1.5

2.0

2.5

J

3.0

3.5

4.0

4.5

5.0

后排桨的转速；D2 为后排桨的直径；n2i 为后排桨假想

5.5

状态转速；CP2i、CT2i 为后排桨假想状态下特性图上查

（a）单级桨全包线功率特性图
安装角 茁/（毅）

1.8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1.6
1.4
1.2
1.0
0.8

采用 2.2 节给出的单级桨特性图 （图 1），选取
F-7/A-7 的对转桨模型对

0.4
0.2
0.5

1.0

1.5

2.0

2.5

J

3.0

3.5

4.0

4.5

5.0

出的功率系数和拉力系数。具体的推导和计算过程见
文献[9]。

0.6

0

（11）

3
5
P2= n2 P2i= n2 CP2i 籽n2i D2
n2i
n2i

2

0

（10）

表 1 对转桨模型尺寸

上面介绍的对转桨特性计

叶片

毂径 Dh /m

桨径 D/m

算方法[9]进行了对比验证。

F-7

0.1323

0.3129

F-7/A-7 对转桨模型尺寸

A-7

0.1260

0.3040

数据[10]见表 1，前后排桨转速相同。

5.5

已知飞行状态和前后排桨的尺寸，在给定前后排

（b）单级桨全包线拉力特性图
图 1 单级桨全包线特性

桨的安装角和转速后，可以分别计算得到前后排桨的

传统的单级螺旋桨特性图也可以用来表示双级

拉力 F1、
F2 和功率 P1、P2，加之前排桨的转速和桨径已
知，利用式（8）、
（9）可以计算对转桨的 CT 和 CP。

对转桨的特性。定义双排桨的 CT 和 CP 如下
2
CT= F1+F
2 4
籽n1 D1

（8）

2
CP= P1+P
3 5
籽n1 D1

（9）

式中：F1、F2 分别为前后排桨产生的拉力；P1、P2 分别

对不同的前后排桨的安装角和转速，计算不同
进距比下对转桨的 CP，并与文献[8]中试验得出的对
转桨特性图进行对比，结果如图 2 所示。通过 4 组
不同前后排安装角的特性曲线对比结果可见，采用
简化的对转桨气动计算方法可以较好地表现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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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安装角或进距比变化时的对转桨特性。只有在进

能由普通的动力涡轮直接驱动。双排对转桨常用的驱

距比较大时，简化模型的计算结果才与试验值之间

动方式有 2 种：一是由对转涡轮直接驱动，二是通过

存在较大偏差。

齿轮结构将非对转涡轮的转速和功率分配到双排对

7

转桨上。

60.2毅/56.8毅计算
60.2毅/56.8毅试验
58.5毅/55.7毅计算
58.5毅/55.7毅试验
56.9毅/54.4毅计算
56.9毅/54.4毅试验
57.7毅/53.7毅计算
57.7毅/53.7毅试验

6
5
4

直接由对转涡轮驱动可以省去复杂的齿轮结构，
减少齿轮处机械损失，降低结构复杂性，提高发动机
稳定性，同时发动机质量较轻，有利于提高发动机的
性能参数；与对转涡轮相比，采用齿轮传动技术更为

3

成熟，且转速比较容易控制，可以采用较高转速的涡

2

轮，利于设计高功率的开式转子部件。
在开式转子发动机发展过程中，曾大量采用对转

1
2.4

2.6

2.8

3.0

J

3.2

3.4

3.6

3.8

涡轮直接驱动的模型。但现代开式转子要求的吸收功

图 2 双级对转桨特性计算验证

率较高，为了提供足够的功率，对动力涡轮转速的要

GE36 开式转子发动机结构如图 3 所示。GE36 发

求也较高；开式转子的转速受到桨的尺寸和叶尖马赫

动机在结构上可分为燃气发生器和推进器 2 部分。其

数的限制，其相对较低的转速使得对转涡轮的设计较

中，燃气发生器为 F404 核心机，推进部件包括由对转

为困难。为了满足功率要求，需要提高对转涡轮的级

涡轮作为动力涡轮提供功率的对转桨和发动机的尾

数，由此产生的对转涡轮质量尺寸增加超过了齿轮结

喷管。本文采用的开式转子发动机结构与该图相近。

构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因此，
目前齿轮传动方案在
开式转子发动机的结构设计中更为常见[12]。
本文开发的模型主要针对行星齿轮结构。在行星

Fan Blades

Nacolle
IPC Bypass
Ducl Combustor

Exhausl Nozzle
Centerbody

齿轮结构中，动力涡轮与对转桨之间的传动结构需要
将 1 个转轴的功率分配到另外 2 个转速相反的轴上[13]，

Inter

较为常用的齿轮结构是 2 自由度的行星差动齿轮结

HPC HPT LPT

构，如图 5 所示。

Power Turbine

RING GEAR

图 3 GE 36 对转开式转子发动机[10]

PLANET GARRIER

开式转子发动机模型结构如图 4 所示。航空发动
机模型的气动热力计算按发动机中气体流经的部件
SUN GEAR

顺序进行。

高压轴

进气道

低压
压气机

高压
压气机

燃烧室

PLANET GEAR

双级
对转桨

低压轴

图 5 行星差动齿轮结构

传动部件
高压涡轮 低压涡轮

动力涡轮

尾喷管

冷却气

图 4 开式转子发动机部件结构

在部件模型中，
有必要对齿轮传动部件的模型进

关于行星差动齿轮结构在开式转子结构中应用
的详细描述见文献[13]。2 自由度的行星差动齿轮与
传统的双轴齿轮结构的区别在于：
（1） 传统双轴齿轮
有 1 个输入轴和 1 个输出轴，而行星差动齿轮可能有
1 个输入轴和 2 个输出轴或是 2 个输入轴和 1 个输

行特殊说明。

出轴；
（2）传统双轴齿轮有 1 个固定的转速传动比，在

3.2 对转开式转子传动结构

所有工作状态下均保持不变，且决定了各轴的功率分

对转桨的旋转轴相同，但旋转方向相反，因此不

配。而 2 自由度的行星差动齿轮有固定的扭矩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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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工作状态下，每个轴的转速根据功率平衡和扭矩

献[9]。发动机设计点选在巡航状态，高度 H=11 km，

比确定，即行星齿轮传动机构的功率分配由扭矩比决

马赫数 Ma=0.72，大气温度 ΔTISA=15 K。部分设计点

定。行星差动齿轮的功率分配不同于传统的单向减速

参数见表 2。

装置，必须根据其自身结构特点进行分析。2 自由度
的行星差动齿轮结构通过太阳轴、齿圈和行星架 3 个
部件进行转速和功率的输入输出，该齿轮结构的部分
计算如下[14]

蓸

蔀
蔀浊

r
Tr=Ts 1+2 p 浊M
rs

（14）

r
Tc=2Ts 1+ p
rs

（15）

蓸

M

浊MPs=Pc+Pr

（16）

式中：
Tc、
Tr 和 Ts 分别为通过行星架、齿圈、太阳轴输
入输出的扭矩；Pc、Pr 和 Ps 分别为行星架、齿圈、太阳
轴的功率；rp/rs 为行星齿轮与太阳轮的半径比；浊M 为
齿轮结构的机械效率。行星差动齿轮计算公式的详细

表 2 设计点循环参数
部件

参数

数值

进气道

质量流量 / (kg/s)

17.5

低压压气机

压比

4.16

等熵效率

0.88

冷气量 /%

5.6

压比

4.46 (Rop=18.55)

等熵效率

0.87

燃烧室

出口总温 /K

1500

高压涡轮

等熵效率

0.843

低压涡轮

等熵效率

0.87

动力涡轮

等熵效率

0.93

喷管

压比

1.3

高压压气机

推导见文献[14]。
3.3 对转开式转子整机模型及验证

在以上设计点工作条件下，按照前文的双排桨

本文的对转开式转子发动机整机模型是在描述

气动计算方法计算双排对转开式转子部件时，还需

燃气发生器共同工作的数学模型的基础上建立的。由

给定行星差动齿轮和桨扇部件的部分参数，具体参

于增加了动力涡轮和齿轮部件，所以整机模型增加了

数见表 3。

4 个初猜值，分别为动力涡轮的相对转速 nPT、动力涡

表 3 桨扇部件设计点计算已知参数

轮特性图 茁PT 值、前后排桨扇特性的 茁P1 和 茁P2 值，相

部件

参数

数值

应地补充动力涡轮和桨扇部件的共同工作方程如下：

行星差动齿轮

机械效率

0.993

功率分配 Pc /Pr

58.5%/41.5%

转速比 n1 /n2

1.0

前排桨进距比

2.903

动力涡轮进口流量平衡

（Wg55-Wg55c·P55 / 姨T55 ）/W g55=着1

（17）

（L PT·浊M-Pc-Pr）（L
/ PT·浊M）=着2

（18）

*

*

对转桨

动力涡轮和桨扇部件功率平衡
前排桨与行星轴扭矩平衡
（Tc-T1）/Tc=着3

（19）

后排桨与齿圈扭矩平衡
（Tr-T2）/Tr=着4

（20）

式中：W g55 为动力涡轮进口流量；Wg55c 为由动力涡轮
*

*

特性图得出的工作点换算流量；
P55 和 T55 分别为高压

在设计点，对转桨前后排桨转速相同，前排桨分
配的功率更大。已知飞行状态和前排桨进距比，给定
桨的安装角即可确定工作点在特性图上的位置，可以
保证桨在设计状态具有较高的工作效率。给定桨扇进
距比还可以计算叶尖相对马赫数，便于确定设计点桨
叶的工作状态。
根据上述已知条件以及前文建立的开式转子发

涡轮进口处的总压和总温；
L PT 为动力涡轮功率；T1 和

动机设计点模型，计算得到开式转子部件的其它参

T2 分别为前后排桨的扭矩。

数，见表 4。

采用上述模型对行星差动齿轮传动的对转开式

文献[9]给出了通过 PROOSIS 模型 [15]计算得到的

转子发动机性能进行了数值模拟。本文模拟的发动机

在发动机该设计点下的性能参数。本文的计算结果与

结构包含 1 个双轴的燃气发生器，通过 1 个非对转动

文献中结果的对比见表 5。

力涡轮经过行星差动齿轮驱动对转桨扇部件。
文中采用的开式转子发动机设计点参数取自文

从表中可见，本文的设计点计算结果与文献基本
一致。计算结果表明，
开式转子发动机的主要推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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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开式转子部件参数

包线内发动机的性能表现。
在桨叶安装角随飞行马赫数变化的调节计划中，

部件

参数

数值

行星差动齿轮

半径比 rp /rs

0.721

在飞行过程中前排桨安装角设定为马赫数的函数。这

太阳轮转速 /(r/min)

7454

种调节计划要求根据飞行状态改变安装角和燃油流

行星轴转速 /(r/min)

1276

量，以达到要求的推力指标。但由于该调节计划中安

齿圈转速 /(r/min)

-1276

前排桨直径 /m

3.560

装角为马赫数的函数，在发动机推力要求发生变化

后排桨直径 /m

3.389

对转桨

注：
转速中负号表示转动方向相反。

时，桨和动力涡轮的转速会发生较大变化。因此，
在开
式转子发动机模型中，
可以采用定叶尖速度的调节计
划，兼顾推力要求和涡轮与桨的工作稳定性。在固定

表 5 发动机性能参数

叶尖气流速度的调节计划中，由于桨扇安装角的变化

PROOSIS 计算值

模型计算值

总净推力 /kN

21.49

21.471

前排桨推力 /kN

11.12

11.111

后排桨推力 /kN

8.79

8.778

喷口推力 /kN

1.58

1.582

耗油率 /(g/kN·s)

14.92

14.138

范围有限，在部分工作条件下无法达到叶尖速度要
求，此时以安装角限制为先。
基于上述分析，采用固定前后排叶尖速度的调节
计划，计算得到开式转子发动机的不同马赫数下前排
安装角随燃烧室出口总温 T4 的变化，如图 6 所示。其
中，安装角最小值限制设定为 30毅。在相同马赫数下，

源是双排桨，
喷管排气推力所占比重较少。对比表 3、
5 中的结果可知，F1/F2<Pc/Pr，即后排桨的推进效率高
于前排桨的，
所以对转排列的双排桨有利于桨推进效
率的提高。

4 开式转子发动机调节计划

随着供油量的增加，燃烧室出口温度升高，对应的安
装角增大，提高桨的功率系数，从而使叶尖转速保持
不变。对比安装角为马赫数函数的调节计划可以看
出，固定叶尖速度的调节计划在给定马赫数时，不同
的涡轮前温度对应的安装角不同。
65

为了在不同工作状态下达到最佳的工作状态，会

60

针对不同的飞行状态采取不同的调节计划。开式转子

55

发动机包括开式转子部件和燃气发生器。双轴燃气发

50

生器常见的调节计划包括：保持低压转子转速不变、

45

保持高压转子转速不变和保持燃烧室出口温度不变

40

等。为了保证燃气涡轮的最大功率输出，本文选择控

35

制燃烧室出口总温不变来调节燃气发生器的非设计

30

性能。如果有具体的发动机工作参数限制，燃气发生
器的调节计划还可以进一步完善。
4.1 桨扇部件调节计划
对于带自由涡轮的开式转子发动机，自由涡轮与
桨通过传动机构相连，其转速与桨的转速直接相关。

T4=1300 K
T4=1600 K

0.2

0.3

0.4

Ma

0.5

0.6

0.7

0.8

图 6 固定叶尖速度调节下前后排安装角变化

4.2 不同调节计划高度速度特性
在给定的大气条件下，假定发动机在整个飞行包

因此这种发动机除了燃气发生器的供油量外，常选取

线内采取相同的调节计划。其中，燃气发生器的调节

开式转子部件的安装角作为调节量。开式转子部件的

计划选择燃烧室出口总温 T4=1500 K；开式转子部件

调节计划有 2 种常见模式：一是根据变桨距螺旋桨发

的调节计划选择 2 种方案：固定前后排桨转速和固定

动机的控制经验，采用定转速的调节计划，利于保证

前后排桨尖速度。采用本文开发的模型分别计算不同

涡轮工作高效稳定；二是桨叶安装角随飞行马赫数变

调节计划下的开式转子发动机高度速度特性，如图

化 。通过在不同飞行状态下考察不同安装角下桨扇

7~10 所示。

[16]

的工作状态来确定安装角调节计划，
更易于评估飞行

固定转速调节下推力和耗油率随高度速度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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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的进距比增大，拉力系数减小，因而桨扇部件的推
力减小；
同时桨的效率降低，
使得耗油率升高。在相同
马赫数下，发动机推力和耗油率均随着高度升高而减
小。原因是高度增加导致大气密度降低，发动机进口
的空气流量减少，燃气发生器的有效功减小，动力涡
轮提供的功率降低，且桨的推力与空气密度成正比。
主要有 2 方面的原因对耗油率造成影响：一方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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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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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km 以下，随着高度增加，发动机进口温度和压力

图 7 固定转速调节下推力随高度速度的变化

降低，循环的放热量减少；另一方面，燃气发生器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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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速增加带来的出口温度升高不能完全抵消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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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固定转速调节下耗油率随高度速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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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原因共同作用使燃气发生器的热效率提高，最终
减小了发动机的耗油率。
固定叶尖速度调节下推力和耗油率随高度速度
变化规律与固定转速调节规律相近，但在马赫数较低
时，采用固定叶尖速度的调节规律推力耗油率性能更
优。在相同高度下，飞行速度降低时，叶尖速度不变，
桨叶转速提高，因此推力较固定转速调节时更大；而
提高桨叶转速需要减小桨扇安装角，桨扇推进效率提
高，耗油率因此进一步降低。

5 结论
本文分别探讨了传统单排桨和对转双排桨的计
算方法，以及行星差动齿轮结构的功率分配方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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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固定叶尖速度调节下推力随高度速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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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室出口总温不变，所以循环的加热量增加。以上

的变化如图 9、
10 所示。推力和耗油率随高度、速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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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温度降低的影响，造成燃烧室进口总温降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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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固定叶尖速度调节下耗油率随高度速度的变化

化如图 7、
8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相同高度下，
随着马
赫数的增大，
发动机推力减小，耗油率升高。这是由于
在桨扇转速不变的情况下，随着飞行速度的提高，桨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开式转子发动机整机全包线稳态
性能计算模型。通过整机模型，
深入研究了开式转子
发动机的调节计划及其对应的高度速度特性，得到如
下结论：
（1）对转桨气动计算模型及其组成的开式转子发
动机整机模型可以满足一定的精度需求；
（2）固定桨扇叶尖速度的调节计划在较低飞行速
度下具有高推力低油耗的优点，
可以获得较好的全包
线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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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套齿结构配合稳健性优化设计
刘宏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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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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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100191）

摘要：为了更合理地设计套齿结构的配合关系，提高套齿结构配合精度，适应不对中运行工况，降低对加工误差的敏感度，研
究了航空发动机套齿结构在倾角不对中的情况下的运动特点以及配合关系，
并推导了含有倾角不对中的套齿结构齿侧间隙以及与
之相关的套齿特征量的计算公式，对某型航空发动机的压气机轴径套齿结构进行了计算与分析。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参数的随机
性，
应用果蝇优化算法对套齿结构齿侧间隙进行了稳健性优化设计。结果表明：
计算公式中考虑倾角的影响能够有效地避免运动干
涉和装配预应力，
稳健性优化设计可以有效地避免由于倾角不对中、
加工误差等参数随机因素导致齿侧间隙的设计值偏大。证明了
所提出的计算和优化方法可以使套齿结构配合关系的设计更加合理，
可为套齿结构设计、装配提供参考。
关键词：套齿结构；
倾角不对中；齿侧间隙；
果蝇优化算法；
稳健性优化；
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6.06.007

Robust Optimization Design of Aeroengine Mating Spline Structure
LIU Hong-lei袁CHEN Zhi-ying袁ZHOU Ping
渊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 Beihang University袁Beijing 100191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design the matching relationship of spline structure, improve the matching precision, adapt to the misalignment

of the working conditions and reduce the sensitivity of the mismachining toleranc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line structure of the aircraft
engine casing in the dip angle and the matching relationship were studied. The calculation formula of the tooth flank clearance and the

relat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line structure were derived. On this basis, the optimal design of the algorithm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tooth
flank clearance of the sleeve was designed. Results show that the calculation formula considered angle influence can effectively avoid the
movement interference and assembly prestressing force, and robust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ooth side gap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random parameters such as angle misalignment and mismachining tolerance. It is proved that the calculation and optimization
method can make the design more reasonable,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and assembly of spline structure.

Key words: spline structure; angle misalignment; tooth side gap; fruit fly optimization algorithm; robust optimization; aeroengine

理分析和设计，
对于提高转子系统的稳定性具有重要

0 引言

意义。

套齿连接结构在航空发动机中的应用非常广
泛

[1-2]

。由于套齿结构加工安装误差、
轴承不同心以及
[3]

套齿等机械结构装配尺寸链及配合公差的分析
与设计，属于机械确定性装配关系设计范畴，在参数

机座高低偏差等因素会使套齿存在不对中 的情况。

确定状态下装配尺寸链及各零件的公差配合关系研

在旋转机械转子故障中，不对中故障占 60%以上 [4]。

究，目前已经比较成熟，但近几年国内外正在发展研

故障使得齿间发生运动干涉以及配合状态的不稳定，

究一些新的装配尺寸链及配合公差的不确定分析与

从而使系统可靠性降低。不共轴时的安全系数一般降

设计[6-9]。由于加工误差、工作环境的不确定性，
使得必

低到共轴时的 1/5～1/10[5]。转子系统中套齿结构不对

须要考虑参数的不确定性对套齿结构配合的影响才

中普遍存在，
所以在设计阶段就应对配合关系进行合

能更加真实地反映配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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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性设计是由日本质量专家田口博士 [10] 提出
的 1 种质量改进技术，能够有效减小产品质量波动。

端面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内、外套齿中心线重
合，并且每对齿的齿侧间隙相同。

近年来，工程领域引入稳健性设计思想收到了很好的
效果[11-13]。该设计的 2 项基本原则是使目标值尽可能

B

接近最优均值且波动范围尽可能小。

A

本文为了更好地确定套齿配合的设计参数，研究
了倾角不对中的套齿结构的运动特点、
配合关系，
推导
了齿侧间隙等套齿特征量的计算公式，进行了稳健性
优化设计，
以期降低对加工误差参数随机性的敏感度。

1 套齿结构倾角不对中运动配合关系

图 2 内、
外套齿完全对中

如果内、外套齿存在倾角（如图 3 所示），并且假
设此时倾角的方向是铅垂方向，
即内套齿的轴线相对
于外套齿在铅垂面内有个倾角 渍，那么对铅垂方向

在 3 点支承的方案中，
由于轴和转子支承零件加

上、下 2 部分啮合齿的齿侧间隙影响较小，但使水平

工、装配误差，以及安装座位置的误差，
造成压气机转

方向左、
右 2 部分的啮合齿的齿侧间隙减小较大。具

子和涡轮转子 2 轴线彼此不对中。由于压气机后轴承

有最小齿侧间隙的啮合齿会承受最大的负荷。此时处

靠近套齿结构，使得在这种不对中情况下，内外套齿

于左右象限点的啮合齿最先达到危险状态。

轴线有一定倾角，且内、外套齿中心在径向重合，称为
倾角不对中，
如图 1 所示。压气机轴与涡轮轴存在倾

A

B

角 渍（一般 渍 值很小）。
从动套齿

主动套齿

图 3 内、
外套齿倾角不对中

由此可知，从配合状态上来说，在垂直于倾角方
向上齿侧间隙减小最为迅速。在设计侧隙时应选处于
该位置的键齿进行分析和计算。为减少装配后由于该
图 1 压气机转子与涡轮转子倾角不对中

航空渐开线套齿齿侧既能起到驱动作用，又有自
动定心的作用，在航空发动机中应用最为广泛。当内、
外套齿存在不对中时，会影响套齿齿侧的最小作用间
隙，应当调整配合予以补偿。为了合理地设计倾角不
对中的套齿结构，需要对这种状况下套齿的运动状态
和配合关系进行分析研究。
1.1 运动关系
从运动状态上来说，由于涡轮轴与压气机轴存在

位置齿侧间隙过小以至于卡死形成预应力，一般需要
加大设计间隙。
1.3 仿真验证
为了更直观地观察以上规律，应用数学建模仿真
方法验证。设定内、外套齿的侧隙为 0.17 mm，如图 4
所示。固定一端，在另外一端加 1 个小的垂直向下的
压力，在该压力作用下，内、外套齿轴线会产生铅垂方
向上的倾角。当倾斜量超过现有侧隙值时，最先发生
接触的地方就会产生应力，如图 5、
6 所示。

倾角 渍，每旋转 1 周，外套齿都会相对于内套齿在齿
长方向上作往复滑动，在圆周切线方向上绕齿中心做
往复摆动。这就要求沿着齿长方向内套齿的齿长要略
大于外套齿的齿长；在周向，由于存在偏角引起外套
齿在内套齿往复摆动，
这就需要在原来按照标准选定

面在 NEIHUAJIANZHON 中

=0.170405 mm

齿侧间隙的基础上增大设计侧隙，以免内、外套齿发
生运动干涉。
1.2 配合关系
当内、外套齿完全对中时，其轴截面和 A 、B 2 个

图 4 侧隙为 0.17 mm 的套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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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必要的轮廓线略去，
留下关键的尺寸线以及
几何关系，如图 8 所示。

40.778 Max
36.247
31.716
27.185
22.654
18.123
13.593
9.0617
4.5309
9.74960-18Min

Z
50

0
25

100 （mm）
75

图 5 外套齿等效应力分布

0.0002056 Max
0.00018276
0.00015991
0.00013707
0.00011422
9.1376e-5
6.8533e-5
4.5689e-5
2.2844e-5
2.5422e-22 Min

图 8 关键尺寸几何关系
Z
50

0
25

100 （mm）

X

Y

则由于存在倾角而需要加大的间隙值 ft 为
ft=ft1+ft2=b sin 渍+S cos 渍-S

75

图 6 内套齿等效应力分布

从图中可见，当产生沿着铅垂方向上的倾角时，
在水平方向的左右两端及其附近的齿最先发生卡死
的现象，产生应力，与以上分析相符。

2 套齿结构倾角不对中齿侧间隙设计
2.1 含有倾角不对中的内外套齿特征量的推导

（1）

式中：ft1、ft2 为相互配合的齿槽与齿厚两侧的间隙值。
最终的套齿结构齿侧间隙为
j t=驻j+ft=驻j+b sin 渍+S cos 渍-S

（2）

在套齿结构的设计、加工、装配过程中会涉及到
一些典型的特征量：内套齿最小和最大作用齿槽宽
EVmin 和 EVmax、外套 齿 最大和最 小 作用齿厚 SVmin 和
SVmax、内套齿最小和最大实际齿槽宽 Emin 和 Emax、外套

当压气机轴与涡轮轴有偏角 渍 时，压气机与涡

齿最大和最小实际齿厚 Smin 和 Smax。其中，
内套齿最小

轮轴上的内、
外套齿之间会产生偏斜。而在航空减速

作用齿槽宽和外套齿最大作用齿厚决定了套齿结构

器中，
轴线偏斜的情况也很常见。一般认为，当倾角小

作用侧隙的最小值；内套齿最大作用齿槽宽和外套齿

于 10' 时，采用直齿形联轴器；大于 10'时，采用鼓形

最小作用齿厚决定了套齿结构作用侧隙的最大值；内

齿式联轴器。

套齿最小实际齿槽宽和外套齿最大实际齿厚一般在

所以在齿侧间隙设计时，
除了依照截面参数和齿

单项检验法中使用；内套齿最大实际齿槽宽和外套齿

长查设计手册选取正常的侧隙 驻j 之外，还应该考虑

最小实际齿厚是零件合格与否的依据。

量 ft，
进而引起侧隙的增大。

如下：

由于倾角 渍 导致的外套齿相对于内套齿的切向偏移
以上分析可知，
在垂直于倾角方向上的键齿齿侧

间隙减小最为迅速，
亦即最容易达到危险状态。假设
倾角是沿垂直方向的，取水平方向上的 1 个外齿作为
研究对象，沿着分度圆柱面展开这个齿，如图 7 所示。
其中 b 为齿长，S 为齿厚。
b

如果不考虑倾角不对中，
套齿各特征量计算公式
内套齿最小作用齿槽宽

EVmin= 仔m
2

（3）

内套齿最大作用齿槽宽
EVmax=Emax-姿

（4）

外套齿最大作用齿厚

SVmax= 仔m +esv
2

（5）

外套齿最小作用齿厚
SVmin=Smin+姿
图 7 啮合齿展开

内套齿最大实际齿槽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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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x=EVmin+（T+姿）

（7）

Emax

内套齿最小实际齿槽宽
Emin=EVmin+姿

（8）

外套齿最大实际齿厚
Smin=SVmax-（T+姿）

T

EVmax

（9）

Emin

T
+
0
-

EVmin

外套齿最小实际齿厚
Smax=SVmax-姿

SVmax

（10）

T

Smax

式中：m 为模数；
esv 为齿厚极限上偏差；姿 为综合公

SVmin

T

差；T 为加工公差；T+姿 为总公差。
Smin

在套齿结构倾角不对中的情况下，需要加大齿侧

图 9 倾角不对中装配特征量公差带

间隙可加大齿槽宽和减小齿厚。一般情况下，考虑到
航空套齿结构中内套齿的加工难度要大于外套齿，所

在航空减速器中，由于尺寸空间的限制，也会出

以推导倾角不对中公式时采用移动外套齿的公差带

现一些强度裕度不大的情况，考虑到内套齿的承载能

来实现不同齿侧间隙配合。

力比外套齿的强，也可以用增大内套齿齿槽宽的方法

基于以上考虑，
推导出套齿各特征量计算公式：
内套齿最小作用齿槽宽
EVmin= 仔m
2

（11）

来确定套齿结构倾角不对中时的特征量。

定义外套齿的齿厚为 仔m ，
通过增大内套齿的齿
2

槽宽来获得需要的间隙，
内套齿最小齿槽宽
Emin= 仔m +ft+Cmin+ 姨2Fp +2Ff
2
2

内套齿最大作用齿槽宽

EVmax= 仔m +T
2

（12）

（13）

（14）

内套齿最大实际齿槽宽

Emax= 仔m +（T+姿）
2

（15）

内套齿最小实际齿槽宽

Emin= 仔m +姿
2

（16）

大于 10' 情况，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鼓形套齿来说，外
与直齿的不同，
其计算公式为

ftkb=（2R t- 仔m ）
（1-cos 渍）
2

（20）

式中：R t 为鼓形齿沿齿长方向在分度圆截面上齿牙侧
面轮廓曲率半径。
某型航空发动机的压气机轴径内套齿基本参数
见表 1。
表 1 内套齿参数

（17）
特征量

外套齿最大实际齿厚
Smax= 仔m -Cmin-ft-姿
2

上述各式对于齿形可用于鼓形齿及 2 轴角偏斜

2.2 实例计算

外套齿最小实际齿厚
Smin= 仔m -Cmin-ft-（T+姿）
2

式中：Fp 为齿距累积公差；Ff 为齿形公差；其它特征量

套齿相对于内套齿的周向摆动引起的切向位移量 ftkb

外套齿最小作用齿厚

SVmin= 仔m -Cmin-ft-T
2

（19）

可按基本公式推出。

外套齿最大作用齿厚
SVmax= 仔m -Cmin-ft
2

2

（18）

式中：Cmin 为标准侧隙，根据分度圆直径以及所选取

数值

模数 m/mm

2.5

齿数 z

34

压力角 琢

30毅

齿长 b/mm

60

的基本偏差等级确定。
将含有倾角不对中的各装配特征量用公差带的
形式表示，如图 9 所示。

计算所需公差值按照 GB/T3478.1—1995 中侧隙
d 级和 5 级精度选取。具体参数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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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倾角的不

表 2 按照 GB/T3478.1-1995
选取的公差值

对中情况的计算公
式对比见表 3。

公差

为中心设置转动副，如图 10 所示。设定 10' 的角度，
数值 /um

假设压气机轴

总公差 T+姿

79

与涡轮轴的偏斜角

综合公差 姿

34

加工公差 T

45

齿距累积公差 Fp

50

齿形公差 Ff

25

渍=10'，将表 1、2 中
的数据依次带入表

3 中的公式，得到套
齿结构有无倾角不

设置内、外套齿为连杆，以外套齿的轴线中心点

d 级精度最小作用侧隙 Cmin

检查内、
外套齿是否干涉，结果如图 11 所示。

-120

对中时各特征量，见表 4。
表 3 有无倾角不对中情况的计算公式对比
特征量

基本公式

倾角不对中导出公式

EVmin

仔m
2

仔m
2

EVmax

Emax-姿

仔m +T
2

SVmax

仔m +esv
2

仔m -C -f
min t
2

Smin+姿

仔m -C -f -T
min t
2

EVmin+（T+姿）

仔m +（T+姿）
2

EVmin+姿

仔m +姿
2

Smax

SVmax-姿

仔m -C -f -姿
min t
2

Smin

SVmax-（T+姿）

仔m -C -f -（T+姿）
min t
2

SVmin
Emax
Emin

图 10 检查干涉参数设置

图 11 检查干涉结果

将整个过程的时间步全部显示出来，列出干涉的
文件显示没有干涉，采用以上方法计算出含有倾角不
对中的套齿结构能很好地避免由于倾角引起的套齿
间运动干涉，有效避免装配应力的产生。

3 考虑随机因素齿侧间隙稳健性优化设计

表 4 无倾角与倾角 渍=10' 不对中时的特征量

在成批生产的发动机中齿侧间隙的设计按照最

渍=10'

大倾角设计，使得套齿结构产生过大的齿侧间隙。而

特征量 /mm
f1

无倾角
0

0.174

最大的倾角出现的概率可能很小，按照确定性设计的

EVmax

3.972

3.972

EVmin

套齿间隙会使设计值偏大，在套齿运行工作时，过大

3.927

3.927

SVmax

3.807

3.633

的齿侧间隙将会使套齿发生冲击载荷，齿侧间隙越

SVmin

3.762

3.588

Emax

4.006

4.006

Emin

3.961

3.961

Smax

3.773

3.599

EV、作用齿厚 SV、齿长 b 都是随机分布的，如果 渍 值

Smin

3.728

3.554

取最大的情况概率极其微小，该设计就偏于保守，在

大，冲击载荷也越大。
也就是说，基于确定性的设计是按照 渍 值最大
来设计的，由于加工制造的原因，渍 值、作用齿槽宽

套齿这种以齿侧间隙为关键技术指标的配合中是不
利用 UG 中干涉分析功能对表中的数据进行检
验。取内套齿最小作用齿槽宽 EVmin 与外套齿最大作

合理的，
需要对其进行优化。
果蝇优化算法 （Fruit Fly Optimization Algorithm，

用齿厚 SVmax 两个极限尺寸进行分析。如果 2 个极限

FFOA）由中国台湾学者潘文超[14]提出，是 1 种基于果

尺寸所对应的套齿结构不会发生运动干涉，那么 2 个

蝇觅食行为而推演出的寻求全局优化的新方法。将该

套齿结构取公差带内的尺寸就都不会发生运动干涉。

优化算法用于工程中，
可以避免优化结果陷入局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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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而且收敛速度快 [15]，所以采用果蝇优化算法对倾

步骤（6）。

角不对中的套齿结构齿侧间隙进行优化。FFOA 的算

3.1 套齿结构配合齿侧间隙稳健性优化设计模型

法流程如图 12 所示。

加工制造误差的随机性以及倾斜角

的随机性

都会使侧隙设计偏大，需要优化诸如齿槽宽、外套齿
的齿厚以及齿长等设计参数，使得齿侧间隙的值尽可
能小。
间隙的设计需要考虑按照标准应留的齿侧间隙
值，还要考虑由于倾角不对中需要预留的齿侧间隙
值，除此之外再有的间隙就是由于加工制造装配误差
所造成的间隙，
称作额外齿侧间隙。额外齿侧间隙会
严重影响套齿结构运行状态的稳定性，
引起严重的冲
击载荷，所以取额外齿侧间隙值为优化目标函数，希
望其越小越好，
其具体表达式如下

F=EV-SV cos 渍-b sin 渍-Cmin

（21）

优化目标函数及约束条件如下
min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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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2 FFOA 的算法流程

S.t. F≥0

其具体步骤为：
（1）果蝇群体位置随机初始化。
Init X_axis
Init Y_axis
（2）给利用嗅觉搜寻食物的果蝇个体赋予随机方
向与距离。

（22）

3.927≤EV≤4.000
3.500≤SV≤3.807
59≤b≤61

3.2 稳健性优化变量的选取
随机变量可以分为 2 类：1 类是可控随机变量，
在设计与制造过程中可以控制，
因此能够作为待优化

Xi= X_axis + Random Value

的参数，
可以通过改变其数值来进行寻优。作用齿槽

Yi= Y_axis + Random Value

宽 EV，作用齿厚 SV 以及齿长 b 的尺寸及其公差带的

（3）由于无法知道食物位置，因此先估计与原点

大小和位置都可以在设计和制造中加以控制，因此可

之距离(Dist)，再计算味道浓度判定值 S，此值为距离

以作为可控变量。需要说明的是，齿长 b 的确定和结

的倒数。

构尺寸限制以及承载能力的设计有关，但在如公差范
Disti= 姨Xi +Yi ；Si=1/Disti
2

2

（4）将味道浓度判定值 S 代入味道浓度判定函数，
以求出该果蝇个体位置的味道浓度(Smelli)。
Smelli = Function(Si)
（5）找出此果蝇群体的中味道浓度最高的果蝇
[bestSmell bestIndex] = max(Smell)
（6）保留最佳味道浓度值与 x、
y 坐标，此时果蝇

围这样小的尺寸范围内，可以对其优化。另外 1 类是
不可控随机变量，该类随机变量不可以进行控制，只
能作为随机输入参数而不能视为待优化参数。倾角 渍
受安装位置、工作环境的影响，不能对其进行控制，因
此作为不可控变量。假设以上随机变量均为正态分
布。考虑到航空套齿结构的精度要求以及加工工艺所
能达到的精度水平，各变量具体情况见表 5。

群体利用视觉往该位置飞去。

表 5 稳健性优化随机变量

Smellbest = bestSmell

随机变量

均值

标准差

X_axis = X(bestIndex)

EV/mm

EV

0.0075

Y_axis = Y(bestIndex)

SV/mm

SV

0.0075

b/mm

b

0.333

渍

5'

1.667'

（7）进入迭代寻优，
重复执行步骤（2）～（5），并判
断味道浓度是否优于之前迭代味道浓度，若是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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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优化过程和结果分析

[3] 王聪梅.航空发动机典型零件机械加工[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

利用 FFOA 对考虑随机因素的套齿结构配合齿
侧间隙进行稳健性优化设计，
优化前后的装配关键特
征量的对比见表 6。

2014:128-185.
WANG Congmei. Mechanical processing of typical parts of aeroengine
[M]. Beijing: Aviation Industry Press, 2014:128-185.（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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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表 6 优化前后数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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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Zhansheng. Research on the coupling misalignment of rotor system
[J]. Steam Turbine Technology, 2007, 49（5）: 321-325.（in Chinese）

优化前

原始公差

优化后

优化公差

F

0.0446

—

0.0201

—

SV

3.611

[3.588 ，
3.633]

3.776

[3.754，
3.799]

LIU Yongfu. Aviation engine construction [M]. Beijing: National De-

EV

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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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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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194-201.（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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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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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齿结构齿侧间隙对抗参数波动干扰能力。

4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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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循环参数匹配模拟
刘

勤，李刚团，黄红超

（中国航发涡轮院，成都 610500）

摘要：3 外涵技术能使发动机涵道比调节范围更宽，使其在所有推力范围和全包线下性能最优。分析了带核心机驱动风扇级
（CDFS）的 3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工作机理，
利用稳态性能数值仿真程序，
开展了 3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循环参数匹配模拟研究，得到发
动机循环参数取值范围。研究结果表明：3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工作范围更广，
重点是通过改变其涵道比来实现压比的变化和发动机
模态的转变，
最终实现 3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的优越性能。
关键词：3 外涵；
变循环；
核心机驱动风扇级；
循环参数；涵道比；
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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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ing Simulation on Cycle Parameter of Triple Bypass Variable Cycle Engine
LIU Qin袁 LI Gang-tuan袁 HUANG Hong-chao
渊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Research Establishment袁 Chengdu 610500袁 China冤
Abstract: Triple bypass variable cycle technology can make bypass ratio adjusting range broader, optimize engine performance in all

range of thrust and full line.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triple bypass Variable Cycle Engine 渊VCE冤 with Core Driven Fan Stage 渊CDFS冤 was
analyzed and matching on cycle parameter of triple bypass VCE was developed based on steady performance simulation software袁choice

range of triple bypass VCE cycle parameter was drawn. Results show that operation range of triple bypass VCE is broader, triple bypass
VCE make conversion of pressure ratio and engine mode by changing bypass ratio to optimize engine performance finally.
Key words: triple bypass; variable cycle; core driven fan stage; cycle parameter; bypass ratio; aeroengine

VANT 计划的后续项目——
—自适应发动机技术发展

0 引言

（AETD），重点研究 3 外涵技术满足未来发动机的自

变循环发动机是未来新一代战斗机的理想动力

适应技术要求[4]。相比双外涵变循环发动机，3 外涵变

装置，其技术研究得到了航空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

循环发动机工作范围更广，能进一步增大发动机涵道

变循环概念起源于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各国提出了

比，降低发动机耗油率，改善发动机在最大状态和亚

多种结构方案 ，这些方案由于自身的不同缺陷其研

声速巡航状态之间的经济性[5]，使发动机在所有推力

究都没能继续开展；直至 1974 年，美国 GE 公司提出

范围和全包线下性能最优。

[1]

了双外涵的概念 [2]，才正式确认了近代变循环发动机

本文在带核心机驱动风扇级 3 外涵变循环发动

的形式及典型特征；20 世纪末美国推出了双外涵带

机性能仿真方法基础上，
开展了 3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

核心机驱动风扇级（CDFS）的 F120 发动机；2007 年 8

循环参数匹配模拟研究，重点计算分析了 3 外涵变循

月，美国启动自适应通用发动机技术 （ADVANT）计

环发动机循环参数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

划，重点开展变循环技术的研究和发展，实现飞机灵
活机动特性、长航时低油耗特性、超声速巡航特性的
完美结合 [3]；
2012 年，美国空军和国防部启动了 AD-

1 3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工作机理
3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是在双外涵变循环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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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机和低压压缩系统的基础上 [6-10]，增加了可以

CDFS 涵道比、CDFS 压比、高压压气机压比、燃烧室

开合的第 3 外涵。基于 F120 双外涵变循环发动机结

出口温度等，利用 3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稳态性能数值

构形式和技术特征

仿真软件 [15]进行 3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循环参数匹配

，
3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由 3 级风

[11-14]

扇、6 级压气机、短环形燃烧室、单级对转高 / 低压涡

模拟研究，研究结果如图 2~5 所示。

轮、加力燃烧室与矢量喷管等组成，其基准结构是 1

前风扇循环参数研究结果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

台对转涡轮的双转子涡扇发动机。前 2 级风扇称为前

见，在相同单位推力下，前风扇涵道比越大，其耗油率

风扇，第 3 级风扇称为后风扇，压气机第 1 级称为核

越低；反之，
前风扇涵道比越小，
其耗油率越高。在相

心机驱动风扇级（CDFS）。

同耗油率下，前风扇涵道比越大，其单位推力越小；反

3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风扇分为前、后风扇，每个

之，前风扇涵道比越小，其单位推力越大。因此，
3外

风扇都有外涵道，以便更好地控制更宽广的工作范围

涵变循环发动机单位推力、
耗油率均与前风扇涵道比

内的气流。前风扇外涵出口的前调节阀门可以调节内

成反比关系。前风扇涵道比和压比循环参数研究结果

涵及第 3 外涵空气流量以控制发动机涵道比，同时也

表明：随着前风扇压比的增大，
3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

能够提高发动机的流通能力以降低溢流阻力。后风扇

单位推力不断增大，
耗油率不断降低。

外涵出口的中调节阀门可以调节前涵道空气流量以
控制发动机涵道比。核心机驱动风扇级外涵出口的前
变面积涵道引射器通过改变核心涵道空气流量来控
制涵道比，也有助于调节后风扇外涵与 CDFS 外涵出
口气流静压平衡。低压涡轮后部的后变面积涵道引射
器用于改变涵道气流马赫数，
调节后涵道气流与低压
涡轮出口气流掺混时的静压平衡。喷管进口处的后调
节阀门可以调节第 3 外涵气流与加力燃烧室出口气流
掺混时的静压平衡。前风扇与后风扇连在一起，
由低压
涡轮驱动；
CDFS 与压气机连在一起，
由高压涡轮驱动。
这样的布局可以平衡高、
低压涡轮之间的功载荷，
允许
未完全发挥作用的高压涡轮转子作更多的功。
Triple bypass mode

图 2 前风扇循环参数研究结果

后风扇循环参数研究结果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
见，后风扇涵道比特性与前风扇涵道比特性相似。后
风扇涵道比越小，其耗油率越高，单位推力越大；后风
扇涵道比越大，
其耗油率越低，单位推力越小。因此，
3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的单位推力、
耗油率均与后风扇涵
道比成反比关系。由后风扇涵道比特性可知，随着涵

Single bypass mode

图 1 3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工作机理

道比不断减小，
3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的单位推力、耗
油率逐渐增大；在同一涵道比下，3 外涵变循环发动

2 3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循环参数匹配分析
3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通过改变风扇涵道比、压
比、核心机流量等，使发动机在各种状态下都具有良
好的性能。合理选择发动机热力循环参数，是获取发
动机最佳性能的前提。3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结构复
杂，热力循环参数多，开展循环参数匹配模拟研究，有
助于掌握 3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循环参数匹配性能。
3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循环参数主要包括前风扇
涵道比、前风扇压比、后风扇涵道比、后风扇压比、

图 3 后风扇循环参数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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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单位推力增大和耗油率降低的能力均有限。后风扇

根据军用航空发动机特征分析，在役发动机技术

涵道比和压比循环参数研究表明：在同一单位推力

指标及 3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工作范围更广，能进一步

下，后风扇压比越大，其耗油率越低；在同一耗油率

增大发动机涵道比，降低

表 1 3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

下，后风扇压比越大，其单位推力越大。

发动机耗油率的技术特

循环参数取值范围

CDFS 循环参数研究结果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

征，以在役发动机技术指

循环参数

取值范围

前风扇涵道比

0.2~0.3

前风扇压比

3.2~4.0

后风扇涵道比

0.2~0.3

后风扇压比

1.2~1.4

见，CDFS 涵 道 比 特 性 与 后 风 扇 涵 道 比 特 性 相 同，

标和 3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

CDFS 涵道比越小，其耗油率越高，单位推力越大；反

循环参数匹配模拟研究结

之，CDFS 涵道比越大，其耗油率越低，单位推力越

果确定，3 外涵变循环发动

小。因此，3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的单位推力、耗油率均

机循环参数取值范围见表

CDFS 涵道比

0.05~0.1

与 CDFS 涵道比成反比关系；
在同一涵道比下，3 外涵

1。循环参数匹配研究结果

CDFS 压比

1.2~1.4

变循环发动机单位推力增大和耗油率降低的能力均

可为 3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

压气机压比

4.6~5.2

有限。CDFS 涵道比和压比循环参数研究表明：
CDFS

设计提供技术支持。

压比特性与后风扇压比特性相似。

燃烧室出口温度 / K 1900~2000

3 结论
3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循环参数匹配模拟研究对
象主要是涵道比、
压比和燃烧室出口温度。小涵道比
可以增大高、低压涡轮间功率分配的比值，有利于涡
轮匹配和缩小发动机径向尺寸，提高发动机单位推
力；小涵道比可以增加不加力状态推力，同时也会造
成不加力耗油率的增加。因此，
涵道比的选择是综合
考虑推力与经济指标要求的结果。高的总增压比有利
于提高发动机的经济性、节省燃油，但总增压比的提

图 4 CDFS 循环参数研究结果

压气机和燃烧室循环参数研究结果如图 5 所示。
从图中可见，
压气机压比和燃烧室出口温度循环参数
研究表明：在同一单位推力下，压气机压比越大，其耗
油率越低；在同一耗油率下，压气机压比越大，其单位
推力越大。随着燃烧室出口温度的提高，3 外涵变循
环发动机单位推力急剧增大，耗油率快速增大。

高也受到压气机后部件材料的使用限制。高的涡轮前
温度可以提高发动机单位推力，减小发动机尺寸，但
需受到材料承受高温能力和冷却水平的限制。
3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循环参数匹配模拟研究结
果表明：3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工作范围更广，总涵道
比调节幅度更大；3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重点是通过改
变其涵道比来实现压比的变化和发动机模态的转变，
最终实现变循环发动机的优越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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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叶片径向槽轴向长度对超紧凑燃烧室
性能的影响
王力军 1，周 辉 2，江金涛 1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环境学院 1，航空航天工程学部（院）2，
沈阳 110136）

摘要：为探究涡轮叶片径向槽轴向长度对超紧凑燃烧室性能的影响，对 3 种不同轴向长度的径向槽分别在 2 种当量比条件
下，
用 FLUENT 软件对超紧凑燃烧室内流动及燃烧进行了数值模拟。结果表明：
随着径向槽轴向长度的减小，
燃烧环内未完全燃烧的
微小燃油颗粒和燃气沿着槽的径向迁移量也减少，从而使燃油颗粒和燃油蒸气在燃烧环内的驻留时间增加；当叶片径向槽的轴向
长度与燃烧环轴向长度之比等于 0.75 且燃烧环当量比为 0.81 时，燃烧室的燃烧性能较好。这对超紧凑燃烧室的优化设计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超紧凑燃烧室；
涡轮叶片；
径向槽；
燃烧性能；
数值模拟；
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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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avity Length of Turbine Radial Vane Cavity on Performance of Ultra-Compact Combustor
WANG Li-jun1, ZHOU Hui2, JIANG Jin-tao1
渊College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 Shenyang Aerospace University1, Shenyang 110136, China
Faculty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2冤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axial length of turbine radial vane cavity (RVC) on the performance of Ultra - Compact

Combustor ( UCC) , FLUENT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flow and combustion in the UCC for three different axial length of RVC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wo equivalence ratios.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reduction of axial length of RVC, the radial migration of unburnt micro fuel
particles and gas to RVC is reduced, the residence time of fuel particles and gas is reversely increased in the circumferential cavity. The

combustion performance of UCC is better when the ratio of axial length of RVC to that of the circumferential cavity is 0.75 and the
equivalence ratio is 0.81. It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optimization design of UCC.

Key words: Ultra-Compact Combustor; turbine vane; radial vane cavity; combustion performance; numerical simulation; aeroengine

用试验证明了 Lewis 的结论，并发现 UCC 内火焰的

0 引言

长度比传统燃烧室内火焰的长度减短近一半；Zelina

近些年对航空发动机的关注日益集中在提高推

等[3]对不同结构径向槽的 UCC 的燃烧性能进行数值

重比上，减轻发动机质量成为 1 个重要目标。其中，美

研究；Katta 等[4]认为离心力的大小对火焰结构的影响

国空军研究实验室(Air Force Research Lab, AFRL)研

不明显；
莫妲等[5]数值分析了 3 种不同二次气射流角，

究的超紧凑燃烧室(Ultra-Compact Combustor，UCC)效

发现二次气射流角越大，
燃油颗粒在燃烧环的停留时

果较为显著。在 UCC 中，空气以一定角度射入燃烧环

间增加；
徐亚兴等[6]对燃烧环设计了 6 种不同长宽比，

内形成高旋流，利用离心加速度效应快速传播火焰。

发现当燃烧环长宽比为 0.6 时，出口径向温度分布接

[1]

Lewis 等 发现当离心力从 500 g 增加到 3500 g 时，火

近抛物线型，CO 排放量最低；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

[2]

Anisko 等[7]数值分析 3 种不同宽度的燃烧环在不同流

焰传播速度与离心加速度的平方根成正比；
Zelina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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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压力工况下的燃烧特性；李明等[8]分析 TIB 在不同
[9]

当量比下的燃烧及流动性能；
Armstrong 用试验研究

二次流入口

燃油入口

出
口

燃烧环

了当量比对超紧凑燃烧室燃烧的影响；
Anderson[10]对超
紧凑燃烧室旋流方向进行了试验研究，发现二次气流
顺时针旋转时，
燃烧环内火焰稳定性较差，
燃烧效率与

主
流
入
口

叶片径向槽

环内当量比有关，
与旋流方向联系不大；
Quaale 等 用
[11]

图 1 1/6 几何模型

试验结合数值模拟研究了超紧凑燃烧室流场、燃烧效

LC

率和氮氧化物排放等情况；骆广琦等[12]对叶片不同的
燃烧环

凹槽结构进行了数值分析；
Briones 等[13]数值研究了涡
轮级间燃烧室，比较了不同结构的径向槽对燃烧室的

LV

[14]

阻力系数和出口温度分布的影响；
Damele 等 对不同
主流 / 二次流的空气流量比进行试验研究，
发现 70/30
流量比的出口温度最高，
75/25 流量比燃烧更稳定。

叶片径向槽

图 2 叶片径向槽

上述研究对超紧凑燃烧室的当量比、二次流入射
角度，燃烧环长宽比、不同结构的叶片径向槽等进行
了探讨，但并没有对叶片径向槽的轴向长度进行研
究。本文设计 3 种不同轴向长度的叶片径向槽，在燃

2 数值模拟
2.1 网格划分
1/6 几何模型的网格划分如图 3 所示。本文采用

烧环当量比 渍=1.62 和 0.81 时，探讨叶片径向槽轴向

ICEM 软件对模型进行结构网格划分，二次流入射孔

长度对 UCC 流动与燃烧特性的影响。

和燃油孔均采用 O 型网格，并且边界加密，采用网格

1 模型结构

自适应方法进行局部加密，最终网格数均达到 80 万

由于超紧凑燃烧室是轴对称结构，取 1/6 周向模

左右，网格质量较好，均在 0.7 以上。

型进行计算，
既节省了计算时间，
又能达到预期目的。

压力出口

1/6 几何模型如图 1 所示，燃烧环轴向长度为 25.4
mm，
在燃烧环外壁有 1 个轴向凹槽，起到稳定火焰的
作用。绿色标示的叶片轴向长度为 90 mm，叶片径向
槽的角度为 45毅，其余尺寸可参考文献[7]。由于二次

Z
Y
X
周期边界

流以 37毅入射角喷入，切向速度的存在加上入射速度

质量流量入口

高，使得二次流空气在燃烧环内产生较大的离心力；
燃油喷入燃烧环内燃烧后，由于存在离心加速度，火
焰传播速度会随之增加；未燃燃油颗粒在离心力的作
用下继续在燃烧环内燃烧；由于在叶片上添加了径向
槽，加上主流的夹带作用，燃烧产物和密度较小的颗
粒随着主流在下游叶间通道继续燃烧。因此，径向槽

图 3 1/6 模型网格划分

2.2 模型选择
本文采用 FLUENT 15.0 软件进行数值计算。湍
流模型选择 Realizable k-着，油气混合流动采用离散
相模型(DPM)，通过随机颗粒轨道模型来考虑 2 相的

轴向长度的变化会影响燃烧产物和密度较轻颗粒的

相互作用。燃料用 C12H23 代替航空煤油，燃烧模型选

迁移量，从而影响燃烧室总体性能。

择混合分数 /PDF 模型，燃烧过程考虑了 C12H23、
O2、

叶片径向槽如图 2 所示，L c 为燃烧环轴向长度，

CH4、H2、CO、CO2、H2O、H2O(液体)、OH、N2 及 C(s)等 11

L v 为叶片径向槽的轴向长度。设 仔 表示叶片径向槽

种组分[15]。污染物考虑了热力型氮氧化物和快速型氮

轴向长度与燃烧环轴向长度之比，即 仔=L v /L c。

氧化物模型。辐射模型采用计算精度较高的 DO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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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使用 SIMPLEC 算法处理压力 - 速度耦合项，用

部分二次流空气能够径向射入槽内，并夹带燃烧环内

PRESTO！格式离散压力项，
为了提高计算准确性，对

部分燃油颗粒向径向槽内迁移。由于燃烧环内燃气的

流项采用 2 阶迎风差分格式，
扩散项采用 2 阶中心差

周向运动与二次流的径向运动在径向槽上方碰撞，加

分格式。采用标准壁面函数法近壁面处理，壁面均设

上二次流径向动量较大，于是在径向槽内形成涡旋

为无滑移边界条件。

区，再次掺混燃烧，如图中黑圈标示。随着径向槽轴向

2.3 边界条件与计算工况

长度减小，槽内涡旋区范围急剧缩小，且槽内速度也

主流以及二次流空气进口均采用质量流量入口，

随之降低，如工况 3 所示，表明槽内燃气和燃油颗粒

出口采用压力出口，对称边界设置为旋转周期边界

的径向迁移量减小。主要因为当径向槽轴向长度减小

（图 3）。参数设置参考文献[7]中 LMLP 工况，主流总

时，径向槽上方和主流通道的进风面积均随之减小，

流量为 13.2 kg/min，二次流总流量为 2.9 kg/min，空气

槽内可供主流空气与燃气掺混的空间逐渐变小。因

温度为 528 K，操作压力为 284 kPa，燃油喷射角为

此，槽内涡旋区范围会缩小，
速度也随之降低。

70毅，温度为 300 K，燃油
表 1 计算工况

颗 粒 平 均 直 径 为 30~60
um。本文通过改变燃油流
量来调节燃烧环当量比
渍。当燃油总流量为 5.3×
10-3 kg/s 时，渍=1.62；当燃
油 总 流 量 为 2.65 ×10

-3

kg/s 时，
渍=0.81。具体计算

Velocity/（m/s）

工况

仔

渍

1

1

1.62

2

0.75

1.62

3

0.5

1.62

4

1

0.81

5

0.75

0.81

6

0.5

0.81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a）工况 1

工况见表1。
2.4 网格无关性及计算结果有效性验证
为了验证网格数量对数值计算结果的影响，本文
对工况 2 模型分别划分了 3 种不同疏密程度的网格，
分别对出口截面 x=0 直线的平均速度

（b）工况 2

进行比较。并

图 4 y=49 mm 横截面速度矢量

且与文献[7]相关数据进行计算结果有效性验证，
见表
2。从表中可见，3 种网格的 x=0 直线的平均速度 v、压
力损失及燃烧效率都比较接近，并且 80 万和 101 万
网格的压力损失及燃烧效率与文献数据较接近，故网
格数量对计算结果的影

标志区域可见，随着径向槽轴向长度的减小，部分二
次流空气直接撞击叶片前端，不能顺利通过径向槽汇
Time/ms

v/(m/s) (dp/p)/% 浊/%

响较小，计算结果有效。

网格数

综合考虑计算时间与结

62 万

91.8

6.82

91.2

果，选择 80 万网格进行

80 万

91.6

6.29

93.5

数值计算。

101 万

92.2

6.18

92.9

6.0

93.2

3 计算结果与分析

燃烧环内二次流的流线如图 5 所示。从图中黑圈

表 2 网格无关性验证

文献

（c）工况 3

0

14

2

4

6

8

16

18

20

22

10

24

12

26

（a）工况 1

3.1 流场分布规律
为了比较叶片 3 种轴向长度的径向槽对燃烧室
流场的影响，
本文选取前 3 种工况的速度场和流线轨
迹来分析其中规律。速度矢量如图 4 所示，表示轴向
距离 y=49 mm 处横截面速度分布。在工况 1 下，由于
叶片径向槽轴向长度较长，且二次流径向动量较大，

（b）工况 2

（c）工况 3

图 5 燃烧环内二次流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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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主流通道，
因此二次流夹带燃气和燃油颗粒向径向

叶间通道温度的影响较大。在工况 1 下由于径向槽轴

槽的迁移量也随之减少。这与图 4 的分析一致。

向长度较长，部分小颗粒燃油和未燃尽产物在径向槽

3.2 湍流强度

内被主流夹带到叶间通道继续燃烧，而左侧叶间通道

随着叶片径向槽轴向长度的变化，叶间通道湍流

温度较低，仅通道上壁面有小范围高温区。在工况 2、

强度的变化如图 6 所示。选取工况 1、2、3 进行分析。

3 下叶间通道温度分布与在工况 1 下的差异较大，左

从 y=42.7、
49 mm 截面看出，在工况 1、2、
3 下 2 个截

侧叶间通道温度明显升高且范围逐渐变大；右侧叶间

面上径向槽内的湍流强度逐渐减弱，这是由于燃烧环

通道高温区范围逐渐变小且向上壁面靠拢。从

内的燃气和燃油颗粒向径向槽的迁移量减少，使得其

y=125 mm 截面能显著发现，在工况 2、3 下高温区紧

与主流在径向槽内的相互掺混强度减弱。从整个叶间

贴着通道上壁面。结合图 8 出口截面径向平均温度沿

通道分析，在工况 1 下右边叶间通道由于存在径向

相对叶高的变化分析，
在工况 1、
2、3 下出口截面的高

槽，主流和燃烧环内部分燃料在径向槽内掺混较均

温区主要集中在沿叶高 60%～100%，且径向平均温

匀，然后汇入叶间通道内，湍流强度在通道内分布较

度的温差较大，最低温差达到 500 K，出口温度分布

均匀；而左边叶间通道内湍流强度分布极不均匀，通

曲线不符合下游涡轮叶片两端低中间高的温度分布

道上壁面出现高湍流强度区域，由于叶片该侧没有径

要求。这主要因为当径向槽轴向长度减小后，槽内可

向槽的导向作用，燃烧环内的气体不能与主流进行掺

供主流空气与燃气掺混的空间逐渐变小，导致槽内涡

混，仅仅依靠主流的夹带使小部分燃料沿着上壁面流

旋区范围缩小，燃烧环内部分燃气与燃油颗粒通过径

向叶间通道。从 y=125 mm 截面可看出，在工况 3 下

向槽涡旋区向主流通道的迁移量减少。但燃烧环内部

叶间通道湍流强度的分布比在工况 1 下的均匀。随着

分燃气和燃油颗粒在离心力和主流的双重作用下，在

叶片径向槽轴向长度的减小，
叶间通道湍流强度分布

燃烧环底端面被主流夹带到主流通道，所以在工况 1

变得较均匀。

下右侧主流通道高温区比在工况 3 下的大，而在工况

5

10

40

15

45

20

50

25

55

2、3 下左侧主流通道也会有高温区，且靠近上壁面。

y=49

Turb-intensity/%

60

30

35

y=75
y=125

T/K

y=60
y=42.7

800

65

1000

1200

1400

1600

y=75
y=125

1800

2000

2200

y=49

y=49

（a）工况 1

y=60
y=42.7

y=75
y=125

y=60
y=42.7

y=49

y=49
y=75
y=125

600

y=60
y=42.7

y=75
y=125

y=60
y=42.7
y=49

（b）工况 2

（c）工况 3

y=75
y=125

y=49

y=60
y=42.7

y=75
y=125

y=60
y=42.7

图 6 不同截面湍流强度分布

3.3 温度场
不同截面的温度分布如图 7 所示。在 A 组工况
1、
2、3 下 y=42.7、49 mm 横截面分析，在工况 1 下燃
烧环内的高温区主要集中在燃烧环底部和径向槽内；

y=49
y=75

y=49

y=60

y=125

y=42.7

y=75
y=125

y=60
y=42.7

随着径向槽轴向长度减小，在工况 2、3 下燃烧环内的
高温区逐渐向燃烧环的中部移动，并且温度有所降
低。在 B 组工况 4、5、
6 下也能发现该变化。从图中叶
间通道的温度横截面可见，径向槽轴向长度的变化对

（a）A 组 渍=1.62

（b）B 组 渍=0.81

图 7 不同截面的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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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 A 组而言，B 组各工况的温度分布均有所改

径向槽轴向长度的减小而减少。这是因为当叶片径向

善，从在工况 4、
5、6 下 y=125 mm 截面可见，在工况 4

槽轴向长度减小后，燃料在燃烧环内向径向槽的迁移

下该截面温度分布较不均匀，
然而在工况 5、
6 下该截

量减少，在高旋流、高离心力的作用下其在燃烧环内

面温度分布较均匀，有明显改善。主要原因是 B 组工

停留时间增加，燃烧更充分，导致 CO 的排放量减少。

况当量比较小，燃烧环内空气较充足，部分燃气与燃

A 组 NOx 的排放量几乎不受叶片径向槽轴向长度变

油颗粒能充分燃烧，仅小部分燃气与燃油颗粒通过径

化的影响，而 B 组 NOx 的排放量随叶片径向槽轴向

向槽迁移到主流通道，
因此径向槽轴向长度的变化对

长度的减小而增加。这是因为 A 组工况为富油燃烧，

温度场的影响比 A 组工况要小。结合图 8 中在工况

从温度分布图可知，燃烧环内和叶间通道局部温度都

4、
5、6 下的出口截面径向平均温度分布曲线可见，在

高达 2000 K 及以上且都分布较广，当温度高于 1900

工况 4 下出口截面径向平均温度变化小，基本保持在

K，NOx 就会大量产生 [16]，所以 A 组 NOx 的排放量都

970 K 附近；在工况 5 下出口截面径向平均温度分布

较大，叶片径向槽轴向长度变化对 NOx 排放量的影

更合理，径向平均温度的温差较小，高温区主要集中

响不明显。而 B 组工况为贫油燃烧，仅燃烧环内小部

在沿叶高 60%～70%，更接近两端低中间高的温度分

分区域温度较高，叶间通道温度较低，所以 B 组工况

布要求。

NOx 的排放量都较少。但随着叶片径向槽轴向长度的
减小，燃料在燃烧环内高温区的停留时间增加，因此

100

B 组 NOx 的排放量随叶片径向槽轴向长度的减小而

80

增加。从表中可见，将在工况 5 下的各性能参数与文

60

献性能参数比较，其污染物排放量低、总压损失小、
1
2
3
4
5
6

40
20
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T/K

1600

1800

燃烧效率高，结合图 8 中的曲线分布，在工况 5 下
的出口温度品质也较好，因此其燃烧性能总体上表
现较好。
表 3 性能参数对比

2000

工况

(dp/p)/%

ECO /×10-6

ENOx /×10-6

浊/%

1

6.03

3064.6

55.9

91.7

2

6.29

1131.1

49.53

93.5

在工况 6 和工况 5 下的曲线分布相近，但在工况

3

5.95

716.2

52.13

92.6

6 下的径向平均温差相对在工况 5 下的较大，且高温

4

4.57

89.2

10.86

98.1

区集中在沿叶高 60%～100%处。

5

4.87

86.8

11.5

98.6

3.4 燃烧性能对比分析

6

4.8

74.3

14.32

98.5

文献

6.0

1084

41.6

93.2

图8

出口截面径向平均温度沿相对叶高的变化

该段对 UCC 在 6 个工况下的燃烧效率 浊、总压
损失 dp/p 及 CO、
NOx 的排放量进行了对比分析，污
染物排放含量均用质量加权平均求得，氮氧化物考虑

4 结论

了热力型 NOx 和快速型 NOx。在各工况下燃烧室的

（1）减小叶片径向槽的轴向长度会导致燃烧环内

总体性能参数和文献[7]中“1”Cavity 的 LMLP 工况下

未完全燃烧的微小燃油颗粒和燃油蒸气向径向槽的

部分性能参数对比分析见表 3。其中，ECO 为 CO 的排

迁移量减少，增加燃油颗粒和燃油蒸气在燃烧环内的

放量，ENOx 为 NOx 排放量。从表中可见，在工况 2 下的

驻留时间。

参数与文献参数吻合度较高。分别比较在 A 组工况

（2）叶片径向槽轴向长度的变化对燃烧室的总

1、
2、3 与 B 组工况 4、5、6 下的数据发现：叶片径向槽

压损失、燃烧效率影响较小，对污染物排放量的影

轴向长度的变化对燃烧室总压损失和燃烧效率的影

响较大。

响较小，但对污染物的形成影响较大。从表中 A 组和
B 组工况的污染物排放量可见，CO 的排放量随叶片

（3）当 仔=0.75、当量比为 0.81 时，燃烧室的出口
温度品质、污染物排放、燃烧效率等燃烧性能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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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种叶片气膜冷却效果试验评估的新方法
曹智顺，
王洪斌，张树林，张联合，徐晓利
（中国航发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
沈阳 110015）
摘要：由于试验误差的存在，
导致试验评估气冷叶片冷却效果的试验结论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直接应用 Monte-Carlo 法会出
现统计不合理物理过程的情况，
使得评估结果过于安全，
为了更准确的描述试验结果，
提出了 1 种基于区域映射 Monte-Carlo 法的
分析方法。改进的区域映射 Monte-Carlo 法考虑了分散性因素的内在联系，
有效降低了结果的分散性。并以某涡轮叶片为例，
应用
区域映射 Monte-Carlo 法分析，得到了该叶片冷却效果的概率分布特性。结果表明：该方法实用性较强，可应用于气膜冷却叶片的
冷却效果试验评估。
关键词：气膜冷却；
叶片；
概率分布；
试验评估；
区域映射；Monte-Carlo；
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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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Method for Experimental Assessment of Film-Cooling Effectiveness for a Blade
CAO Zhi-shun, WANG Hong-bin, ZHANG Shu-lin, ZHANG Lian-he, XU Xiao-li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The experimental conclusion of the effect of film-cooling for a gas turbine has some uncertainty due to experimental error.

In order to more accurately describ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 and avoid that the direct use of Monte-Carlo method counts the unreasonable

physical process with the assessment result more than safe, a method of regional mapping Monte -Carlo was presented. The improved

regional mapping Monte-Carlo method took the internal relations of dispersion factor into account, which reduced the dispersion of results

effectively. Moreover, taking the gas turbine blade as an example,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oling effectiveness was
obtained by using the regional mapping Monte-Carlo method.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hod is of great practicability, which can be used to
assess the test of film-cool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gas turbine blade.

Key words: film-cooling曰blade曰probability distribution曰test assessment曰regional mapping曰Monte-Carlo曰aeroengine

将导致主要试验参数产生随机性，极易造成采集数据

0 引言

的不同步，使得同时刻的参数数据不能直接应用。因

随着对燃气涡轮发动机可靠性和高效性的追求，

此，以确定性的试验结果评估叶片的冷却效果可信度

涡轮前燃气温度越来越高，给涡轮叶片冷却技术的设

较差。由于在发动机其他领域设计中也存在类似问

计提出了更高要求

题，因此，国内外众多学者将概率论引入发动机设计

。气膜冷却是航空发动机涡轮叶

[1-2]

片广泛采用的有效冷却技术之一

，准确评估气膜冷

评估领域[10-12]。对于冷却效果的试验评估可参考类似

却效果对涡轮叶片的设计至关重要。试验是评估气膜

方法，即以具有概率特性的评估结果替代单一的确定

冷却效果的重要手段之一，
国外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

性试验结果，以数据轴为主要分析依据，消除数据时

就对气冷叶片进行了试验研究[6]，中国多位学者也从

间不同步的影响。与概率论相结合，常采用

不同角度进行了叶片的冷效试验

。试验方法在冷却

Monte-Carlo 抽样法，在确定影响因素的概率分布特

效果的评估方面优势明显，
可以真实地反映试验件的

性基础上，大量抽样得到目标值的概率分布特性。而

冷却效果。但当试验用压缩空气出现不稳定波动时，

在冷却效果的评估试验中，直接应用 Monte-Carlo 法，

[3-5]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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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考虑数据间的内在联系，
结果包含了不符合实际

的冷却效果。下面就该方法的几个关键技术环节详细

物理过程的情况，导致评估结果过于安全。

阐述。

本文提出 1 种分析叶片冷却效果分布特性的区

1.1 分散性因素的确定

域映射 Monte-Carlo 分析方法。该方法在 Monte-Carlo
方法基础上，结合稳态换热的实际物理过程，统计样

叶片冷却效果，又称综合冷效或有效温比，其定
义源于壁面稳态换热微分方程

本间的有效区域数据，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有效
降低了评估结果的分散性。同时该方法具有应用简
单、保持试验状态时间短、
后期分析节约成本等特点。
本文以某涡轮叶片为例，采用该方法得到其冷却效果

h（T
=-姿
g
g-Tw,g）

1 区域映射 Monte-Carlo 分析法
使用区域映射 Monte-Carlo 法分析叶片冷却效果
的具体分析过程，如图 1 所示。

y=0

=h（T
c
w,c-Tc）

（1）

式中：hg 为燃气与叶片壁面换热系数；hc 为冷气与叶
片壁面换热系数；姿 为导热系数。
当假定壁面内外温度均匀时 （由于叶片壁面很

的概率分布特性，在冷却效果的试验评估方面具有较
强的实用性。

坠T
坠y

薄，该温差相对很小），冷效定义为[13]
兹=（Tg-Tw）（T
/ w-Tc）

（2）

式中：Tw,g 为燃气侧叶片表面壁温；
Tw,c 为冷气侧叶片
表面壁温；Tg 为燃气温度；Tc 为冷气温度；Tw 为叶片
壁面温度。
在工程中通常将式（2）中分母的温差改写成燃气
与冷气的温差，
即
兹=（Tg-Tw）（T
/ g-Tc）

（3）

当平均壁温与燃气温度相等时，冷却效果为 0；
当平均壁温与冷气温度相等时，
冷却效果为 1。
研究表明，冷却效果主要受到燃气与冷气温比、
冷气与燃气流量比、燃气马赫数和雷诺数的影响。当
试验状态点十分接近设计点状态时，燃气和冷气的流
图 1 区域映射 Monte-Carlo 法分析过程

量和压力变化很小，故流量比、马赫数和雷诺数的变

使用该方法进行冷却效果分析，前提是将试验状

化是微弱的，可以忽略不计。但微弱的扰动却可能带

态调整到设计点状态，并保持一定的时间，采集足够

来 3 个温度值的较大变化，由式（2）可知，对于冷却效

多的采样数据。一般采用数据历史均值为主要指标，

果的试验评估结果将造成不可预知的影响。因此，分

即随着采样数据的增加，按采样数据重新计算的数据

析冷却效果的概率分布特性，主要考虑 3 个温度值分

平均值。假设某组数据 n 的历史均值为 m，当继续抽

散性的影响。

样 n 组数据时，其历史均值不再明显变化，则认为该

1.2 分散性因素的概率分布特性分析方法

组数据 n 可以反映该数值的分布规律。否则，数据数
量不足以表达统计规律。
如图 1 所示，该方法在采集足够的试验数据后，

影响冷却效果评估的 3 个温度值的分散性主要
受到气源的波动和温度值的测量两方面的影响。
1.2.1

气源波动分散性分析的样本数据采集

主要包含以下 4 个关键步骤。（1）确定影响试验结果

试验中压缩气源的微弱波动，将造成燃气、冷气

的各因素，并充分考虑其分散性，将分散性因素概率

温度的独立变化以及由此联动产生的壁温变化。因

化，使其带有概率特性；
（2）结合稳态换热的实际物理

此，讨论气源波动对温度的影响，实际是讨论燃气与

过程，考虑数据间的内在联系，对原始采集数据进行

冷气的温比对冷却效果的影响。

修正，
建立合理的分散性因素采集数据集；
（3）在分散

在试验状态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对燃气、冷气温

性因素采集数据集内，考虑分散性因素的概率特性，

度和壁温进行 n 次采样。概率论的大数定律认为，当

建立区域映射数据集；
（4） 以区域映射数据集为基础

抽样次数 n 足够大时，
某一数值的出现频率与其出现

数据，
使用 Monte-Carlo 分析方法，得到具有概率特性

的概率相一致。本文的方法就是以此为依据，采用数

曹智顺等：1 种叶片气膜冷却效果试验评估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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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出现的频率来统计数据的概率。
1.2.2

63

试验件的冷却效果在某个状态点的值是一定的，

测量分散性分析的样本空间

但由于燃气和冷气的温度变化，必然会导致壁温的变

在试验中，测温电偶的测量受到材料、工艺等因

化。直接应用的 Monte-Carlo 法，
显然忽略了这种映射

素随机变动的影响，而这些因素的波动在正常情况下

关系，实际包含了数据内低燃气温度值匹配高壁温水

是相互独立的，
且均不起决定性作用，
故认为是可以叠

平以及高燃气温度值匹配低壁温水平的不合理物理

加的。在概率论的极限理论中可以证明：具有上述特

过程，使冷却效果的结论过于安全。因此，
准确的评估

点的随机变数一般都可以认为是服从正态分布的 。

冷却效果，必须要考虑数据之间的内在联系。

[14]

服从正态分布的数据满足 3滓 准则 （滓 为标准差），即

不考虑测量误差的影响，保持某一状态参数不

当期望值为 u 时，数值分布在（u-3滓，u+3滓）之中的概

变，气源的波动导致燃气和冷气在某个值附近出现的

率为 0.9974。

频率较多，也必然导致壁温在某个值附近出现的频率

因此，对于元件本身的随机性误差分析，可以认

较多。大数定律认为 3 个温度最大概率密度处的值更

为其服从正态分布，数学期望为测量实际值，标准差

能反映三者的内在物理联系。但是在试验过程中，由

满足 3滓= 测量误差限。以此为基准，
离散一定数量的

于气源的微弱扰动，使得燃气温度不可避免地产生瞬

样本空间，使样本空间的均值历史趋于平稳的样本数

时跳动。若壁温由于电偶的迟滞性未能同步变动，直

量，可以认为能够反映测量分散性的分布规律。

接应用采集数据将导致评估结果不真实。为规避燃气

1.3 Monte-Carlo 分析方法

瞬时跳动而引起的采样数据虚值，在冷却效果评估

通过对不确定性因素的分析，可以得到 3 个温度
的概率分布特性，但其分布规律不一定符合某种特定
的分布形式。对此可以采用 Monte-Carlo 的方法分析
冷却效果的概率分布特性 。

时，需考虑有可能瞬时跳动到概率密度最大值处的所
有数据。
分析全部采样数据，计算相邻采样数据的差值
（下一时刻数据与上一时刻数据差值）如图 2 所示。该

[15]

Monte-Carlo 方法又称随机抽样技巧或统计试验

差值绝对值的大小反映了数据瞬时跳动的步长，正负

方法，
其理论基础是概率论中的大数定律和贝努力原

号反映了采样数据瞬时跳动的方向。设差值的最大值

理，其原理如下：设功能函数 Z=g（X 1,X 2,…,X i,…,X n），

为区域上边界（正值），最小值为区域下边界（负值）。

式中 X i 为具有任意分布的随机变量。对 X 进行 N 次

取单位长度（温度的单位长度为 1 ℃）为基本数据区

随机抽样，带入到功能函数中，得到 N 组 Zj=（j=1,2…,

域，以最大概率密度处基本数据区域为基准，考虑区

N）的值。设在 N 个 Zj 值中存在 Nf 个 Zj<0，则 Zj<0 概

域上、下边界，计算可得到映射数据区域范围。

率可以表示为
Pf=Nf /N

（4）

设冷却效果 兹=g（Tg,Tc,Tw），式中 3 个温度是具有
任意分布的随机变量。对 3 个温度进行 N 次随机抽
样，带入到功能函数中，得到 N 组 兹i 值，设在 N 个 兹i
值中存在 Nf 个 兹i<兹d，则冷却效果 兹<兹d 的概率可以表
示为
Pf,兹=Nf /N

（5）

直接使用 Monte-Carlo 法，输入具有任意分布的
3 个温度，
按式（3）进行足够的抽样次数，可以得到冷
却效果的概率分布特性，并以式（5）按一定概率给出
评估结果。
1.4 区域映射 Monte-Carlo 法
直接使用 Monte-Carlo 法充分考虑了影响因素的
分散性，但没有考虑数据间的内在联系。

图 2 区域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在映射区域数据内，使用第 1.2.2 节中方法，考虑
采样数据的测量误差，可以得到考虑映射关系的 3 个
温 度 数 据 集 ， 以 此 按 第 1.3 节 所 述 方 法 进 行
Monte-Carlo 抽样，按式（4）可得到较直接 Monte-Car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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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更精确的冷却效果概率分布特性。

899.5

该方法具体分析流程如图 3 所示。包含 4 个主要

899.0

分析部分，优先进行气源波动、测量误差和区域映射

898.5

分析，最后使用 Monte-Carlo 分析得到冷却效果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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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7.5

率分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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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冷气温度历史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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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区域映射 Monte-Carlo 法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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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某叶片冷却效果的概率分布特性分析
依据上述分析方法，以某叶片为例分析其冷却效

图 6 平均壁温历史均值
0.08

果的概率分布特性。

0.07

2.1

0.06

气源波动分析
为采集足够的试验数据，
叶片在设计点状态保持

0.05

153 s，记录各温度试验数据 153 个，各温度均值历史

0.04

如图 4～6 所示。从图中可见，
在 140 个数据附近趋于
平稳，
可见 153 个数据足够统计气源波动引起的温度
分散性的分布规律。使用 1.2.1 节所述方法，分析 3 个
温度的概率密度分布形式如图 7~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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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燃气温度概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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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燃气温度历史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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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冷气温度概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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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

前的数值，未能同步测得变化值，从而引入试验数据

0.16

误差。假设某叶片稳定状态燃气温度为 900 ℃，
平均

0.14

壁温为 700 ℃，冷气温度为 300 ℃，冷效评估为

0.12

0.333。采用常规方法，设区域上边界为 6.9，则实际评

0.10
0.08

估结果为 0.341；若区域下边界为 -7.4，
则实际评估结

0.06

果为 0.325。同理，
各温度的区域边界均可引入数据采

0.04

集不同步的误差。

0.02
0
725

730

735
740
壁面平均温度 /℃

745

750

图 9 壁面平均温度的概率分布

2.2 测量误差分析
查得燃气和冷气的测温电偶的测量精度为 1%t（t
为实 测 温度值）， 叶 片 表 面 壁 温 电 偶 测 量 精 度 为
0.75% t。依据第 1.2.2 节的分析方法，建立所有实测
数据测量值分散性的正态分布公式。以此为基础，随

温度 /℃

机抽样 100 个抽样数据，以某一燃气温度抽样数据均

图 11 燃气温度瞬时跳动分析

值历史为例，
在 80 个左右各温度均值历史趋于平稳，
如图 10 所示。可见 100 个子样足够统计测温电偶引
起的温度测量分散性的分布规律。

温度 /℃

图 12 冷气温度瞬时跳动分析

采样次数

图 10 壁面平均温度的概率分布

2.3 区域映射分析
按第 1.4 节的方法，分析全部采样数据（图 7~9），
以最大概率密度处基本数据区域为基准，可分析 3 个

温度 /℃

温度的单位长度基本数据区域。计算相邻采样数据的

图 13 平均壁温瞬时跳动分析

差值，
分析采样数值跳动如图 11～13 所示，取差值的

表 1 3 个温度数据区域范围

最大值为区域上边界 （正值），最小值为区域下边界

益

燃气温度

冷气温度

平均壁温

（负值）。由此可计算区域映射数据区域范围，见表 1。

区域上边界

6.9

0.3

2.6

表 1 中区域上、下边界反映了数据瞬时跳动的程度。

区域下边界

-7.4

-0.2

-2.6

以燃气区域边界为例，上边界为 6.9，
则表示当燃气增

基本数据区域

894~895

267~268

738~739

加 6.9 ℃时，冷气和壁温的测量值仍为燃气未改变之

数据区域范围

886.6~901.9

266.8~268.3

735.4~7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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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的区域映射分析方法，在大数定律的基
础上，分析数据瞬时跳动到最大概率密度的所有数

的概率为 90%。两端的试验数据表明，该叶片的冷却
效果 100%不会低于 0.232，
100%不会高于 0.265。

据。采用 Monte-Carlo 法，用数据的频率来表示数据的

若采用常规试验方法，冷却效果的评估结果数据

概率，以数据轴代替时间轴分析数据的规律，电偶测

在采样区间内，
使用该采样参数给出的冷却效果如图

量的不同步所引起的评估误差，将不被引入到最终的

16 所示。横坐标为冷却效果，纵坐标意义为第 y 次抽

评估结果中。

样。从图中可见，
单次采样评估结果介于 0.242~0.264

2.4 Monte-Carlo 分析

之间，具有较大的分散性，考虑误差影响，也使得评估

以燃气温度为例，选取区域映射数据

结果具有不可知性，不方便设计人员参考利用。

886.6~901.9 之间的实际测量数据为数据区域范围，
使用第 2.2 节中所有实测数据的正态分布公式，将燃
气温度的数据区域范围内的每个实测数据离散成
100 个温度子样，建立燃气温度的区域映射数据集。
同理，
建立冷气温度和平均壁温的区域映射数据集。
以此为分析基准，采用 Monte-Carlo 分析方法，分
析冷却效果的概率密度分布形式如图 14 所示，具有
概率特性的冷却效果介于 0.232~0.265 之间。
冷却效果

图 16 样本试验数据冷却效果值

相比较于常规试验方法，区域映射 Monte-Carlo
法可以直观的反映分散性因素对冷却效果的影响程
度，将误差直接以概率形式估计到结果评估中。如前
所述，本文将每个冷却效果值都附加了一定的概率与
其对应，
虽然冷效值在 0.232~0.265 范围变化，
但发生
的概率更明确，
相比于常规的冷却效果评估方法提供
图 14 冷却效果的概率密度分布

累计概率分布曲线如图 15 所示。横坐标为冷却

了更多信息，更方便设计人员参考。

3 结论

效果值，纵坐标为累计概率值。以 0.243 冷却效果值

以确定的冷却效果评估方法，采用单次采样评估

为例，
纵坐标为 0.1，
表示冷效值小于该值的数据占所

结果，直接使用试验数据，这其中包含了分散性因素

有数据的 10%。即该试验件的冷却效果不低于 0.243

和不合理数据的影响，使得结论具有不可知性。本文
提出区域映射 Monte-Carlo 法，将概率论的数学方法
引用到叶片的冷却效果评估之中，充分考虑了冷却效
果试验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并结合稳态换热的实际
物理过程，去除不合理数据，将每个冷却效果值都附
有一定的概率特性。通过本文的分析讨论，可以得出
如下结论：
（1）区域映射 Monte-Carlo 法以单位长度的基准
数据区域选定概率密度最大值区域，以数据瞬时最大
跳动步长界定映射数据区域，相比于直接

图 15 冷却效果的累积概率分布

Monte-Carlo 法，可得到更精确的冷却效果概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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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2）区域映射 Monte-Carlo 法分析冷却效果的概
率分布特性，考虑了温比、测量误差的分散性以及采

Technology，
2009.（in Chinese）
[8] 周莉, 张鑫, 蔡元虎. 非定常尾迹宽度对气膜冷却效果的影响[J]. 中
国电机工程学报，2011, 31（29）: 97-102.
ZHOU Li, ZHANG Xin, CAI Yuanhu. Effect of unsteady wake width

集数据不同步对评估结果的影响，相比于确定性的冷

on the film-cooling effectiveness for a gas turbine blade[J]. Proceedings

却效果分析方法，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of the CSEE，
2011, 31（29）: 97-102.（in Chinese）

（3）区域映射 Monte-Carlo 法在原有的试验基础
上，只需保持试验状态一段时间，
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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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射式喷嘴流动特性的数值和试验研究
熊溢威，李

锋，
高伟伟，罗卫东，赵

凯，
王昌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北京 100191）
摘要：加力燃烧室喷油杆多采用直射式喷嘴，为进一步分析影响喷油杆通流能力的因素以及喷嘴内部燃油空化的问题，进行
了数值和试验研究。选取了 Schnerr-Sauer、
Singhal 及 Zwart-Gerber-Belamri 三种空化模型进行比较后，采用 Schnerr-Sauer 空
化模型进行计算，
对喷嘴的流量系数、
空化区域以及空化源进行了数值模拟，对 2 种典型直射式喷嘴进行了试验分析。结果表明：
喷
孔长径比、开孔位置对流量系数影响较大，喷孔前加过渡段能够起到一定的稳流、消除空化的作用，在喷孔大锐角入口处形成明显
的空化源，
空化体积分数随压力、
壁厚和入口段变化，进一步计算发现当进口倒角为 30毅～45毅或者圆角，倒角比 W/D=0.2 左右时能
有效抑制燃油空化。
关键词：直射式喷嘴；
加力燃烧室；
流量系数；
空化；
喷油杆；
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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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and Experimental Study of Flow Characteristic of Direct Sprayed Nozzle
XIONG Yi-wei, LI Feng, GAO Wei-wei, LUO Wei-dong, ZHAO Kai, WANG Chang-sheng
渊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冤
Abstract: Direct sprayed nozzles are always applied in the fuel injector of afterburner.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low capacity of the fuel injector and find out the problem of kerosene cavitation in the orifice, numerical simulations and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Comparing three cavitation models of Schnerr -Sauer, Singhal and Zwart -Gerber -Belamri, and the Schnerr -Sauer cavitation
model was chosen. Simulations of nozzle's flow field were performed to analyze the discharge coefficient, cavitation areas and cavitation

source. Experiments on two typical types of nozzle were condu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L/D and location of the orifice both have obvious
influence on discharge coefficient, and a transition in front of the orifice can steady the flow and weaken the cavitation in some degree. It
also shows that apparent cavitation source is formed at the entry of orifice which is influenced by kerosene pressure, wall sickness and entry

flow field. Thus the methods of lower cavitation come into being. A specially designed inner ring chamfer can effectively weaken the
cavitation when the entry is rounded or the chamfer angle comes between 30毅 and 45毅 with a chamfer ratio of 0.2.
Key words: direct sprayed nozzle曰 afterburner曰discharge coefficient; cavitation曰fuel injector曰aeroengine

0 引言

状态点下和飞机的各种姿态下，燃油压力和发动机推
力无明显脉动，
即便在猛推油门和猛收油门的情况下

加力燃烧室喷油杆是接在燃油总管上负责燃油

均能可靠工作。因此，
研究燃油管路的流动特性，
是深

在加力燃烧室中输运和雾化的组件，
决定着燃油浓度

入分析加力燃烧室中的流场特性和燃烧特性等重要

分布，直接影响加力燃烧室的台架性能和空中特性。

参数的基础[3-4]。

由于加力燃烧室对喷油杆与燃油间的通流性能要求
较高

，须保证全加力状态下具有最佳燃油浓度分

[1-2]

加力燃烧室喷油杆多用直射式喷嘴，这种喷嘴结
构简单质量轻，流体阻力小，并具有较好的维护性 [5]。

布，且在小加力和部分加力状态下也应有较好的燃油

喷嘴的流量系数是衡量喷嘴通流能力的指标，在数值

浓度分布和燃烧效率，
在发动机包线范围内任何飞行

上等于喷孔的实际流量与理论流量之比。当燃油喷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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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中流动的局部静压等于蒸汽压力 Pv 时，部分燃

杂，只是在喷孔入口附近及靠近端面处的流动状况开

油蒸汽从燃油中释出，形成气液 2 相共存，造成流量

始变得复杂，按照流体域建立模型并分别在离端面相

系数减小和流量不稳定，这种现象称为空化（cavita-

应的距离设置喷孔。整个流域采用 Gambit 软件进行划

tion）。喷嘴喷孔较小，直径一般在 1 mm 以下，
对于此

分，整体采用结构化网格，孔内区域、近壁面区域以及

类小孔口出流的问题，
已有很多研究，郭成富 对不同

喷孔进口附近压力及速度梯度较大的区域进行网格加

几何参数喷孔进行了试验研究，得出了一系列喷孔流

密，
总网格数为 11.3 万。B 型喷嘴网格如图 2 所示。

[6]

量系数，但测得的数值偏高；曹睿 设计试验研究了孔
[7]

流内部的流动损失问题，以及不同种类的孔流损失的
差异。近年来，开始重视对小孔内的空化问题的分析，
有许多针对柴油机高压喷嘴空化的计算分析

，柴

[8-10]

油机喷嘴与直射式喷嘴空化原理相似；能够直接观察
到空化现象的是将喷孔按照相似准则放大，如 Giannadakis[11]将喷孔放大进行空化机理试验研究；
王忠远[12]
等针对柴油机喷嘴通过透明放大进行结构参数的研
究，但这种放大与真实小孔内部的流动有一定区别。
最接近喷孔真实流场的是直接对其测量。Alora Sou[13]
应用 LDV 测量了喷嘴内的空化，探明空化初生的位
置；王少林[14]采用高速摄像仪对直射式喷嘴的空化以
及雾化进行试验研究；Tomov[15]通过高速摄像机观察

B型

A型

透明水平文丘里喷嘴内空泡的分布和结构。对于空化

图 1 喷嘴结构

计算的不同处理，有多种空化模型，薛瑞 [16] 对基于
Rayleigh-Plesset 方程的几种空化模型进行比较，认为
Schnerr-Sauer 模型得到的壁面压力系数分布和试验
值最为接近；
还有对空化模型进行改进和优化的[17-19]，
对空化生成和发展、溃灭机理进行模拟。
本文对 2 种典型的燃油支管直射式喷嘴进行了
计算和试验，
以流量系数大小来衡量空化对喷孔通流

Z
X

特性的影响，通过计算模拟来分析喷孔内部的空化
域、空化源和空化体积分数，并对喷孔长径比 L/D、倒
角度、倒角比 W /D 等喷嘴的结构进行计算，以得到抑
制空化的方案，
并通过试验来对比验证。

1 数值计算

图 2 B 型喷嘴网格

按照喷油杆的工作压力，依次取不同的进口压力
（0.2～4.0 MPa）进行计算，不同型号的喷嘴见表 1。喷
孔直径均为 0.6 mm，均取喷孔离喷油杆端面 20 mm

对如图 1 所示 A、B 2 型喷嘴的通流能力、空化

表 1 喷嘴型号

特点进行计算模拟。A 型喷嘴喷油杆 （管） 外径 12
mm、内径 10 mm，喷嘴孔距离端面尺寸分别为 10、

Y

编号

管壁开孔
（孔径 / 壁厚）

编号

mm

管壁开孔

（孔径 / 壁厚）

20、35 mm；
B 型喷嘴喷油杆（管）外径 8 mm，内径 6

A1

0.6/1.0

B1

0.6/0.3

mm，
喷孔出口距离管中心线 10 mm，喷嘴孔距离端面

A2

0.6/1.4

B2

0.6/0.6

尺寸也分别为 10、20、35 mm，每个喷油杆每次只开 1

A3

0.6/2.0

B3

0.6/1.0

个位置的孔。

A4

0.6/2.5

B4

0.6/1.2

1.1 建模及计算条件

A5

0.6/3.0

B5

0.6/2.0

B6

0.6/2.5

由于结构简单，喷油杆前部的流动状况并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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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但是支管的壁厚不同，
也就是喷嘴的长径比不同。

系列喷嘴进行计算，得到如图 4 所示的 A 型系列喷

需要指出的是，B 型喷嘴长径比范围取得比较大，是

嘴流量系数随进口压力的变化特性。从图中可见，在

考虑到 A 型喷嘴是直接在壁面上开孔，壁厚既不能

各个工况下，随压力的升高，喷嘴的流量系数先增大

太厚也不能太薄，而 B 型喷嘴带有侧向支管，侧向支

后减小，即喷嘴的通流能力先变大后减小，并且流量

管端面厚度为喷孔壁厚，因此壁厚变化的范围相对 A

系数最大时进口压力都在 2.0～2.5 MPa 之间；同时，

型来说更大一些。

从喷嘴 A1 到 A5 出口壁厚由 1 mm 增加到 3 mm，流

1.2 空化计算模型验证

量系数相应也在不断增大，
但是这种增大的效果不明

在进行空化数值计算时多采用基于
Rayliegh-Plesset 方程空化模型，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显，几个型号的喷嘴流量系数大致都在 0.655 左右，
相差不大。

有 Schnerr-Sauer、Singhal 及 Zwart-Gerber-Belamri3
种空化模型。对于这 3 种空化模型的比较和分析，已
有很多研究成果，
但是对于数值计算来说，
影响结果的
因素很多，
不一而足.本文通过已有的试验数据与各种
模型进行对比，
以此来选择当前情况下的最优方法。
以表 1 中 A2 型号的喷嘴进行计算，在不同进口
压力下，出口压力为标准大气压，湍流模型为 realizable k-ε 双方程模型，近壁面采用增强壁面处理，并
在计算中验证 y+<2 或 y+>15，微分方程的离散采用
SIMPLE 离散算法，采用 2 阶迎风差分格式进行计算。
将 3 种空化模型与不采取空化处理的算法以及试验
数据进行对比，得到如图 3 所示的结果。

图 4 A 型系列喷嘴流量系数

对于 B 型喷嘴的计算结果如图 5 所示。与 A 型
喷嘴的不同，B 型喷嘴流量系数随壁厚增大没有明显
变化，甚至当壁厚变大之后流量系数反而减小（如 B6
型），并且 B 型喷嘴的流量系数随压力变化都较为平
稳，各型喷嘴的流量系数在不同进口压力下基本差不
多，但是不同型号之间流量系数有一定差别，差值比
A 型喷嘴的大。

图 3 几种空化模型与试验数据对比

从图中可见，空化对喷油杆内的流动具有较大影
响，不采取空化模型处理的计算结果所得出的流量系
数值最大，随着压力的升高有进一步增大的趋势，且
走势与试验及空化模型均不同；在 3 种空化模型中，
Schnerr-Sauer 模型和 Zwart-Gerber-Belamri 模型都与
试验结果比较接近，并且在实际计算中发现 Schnerr-Sauer 模型收敛较快，因此在此后计算中选用
Schnerr-Sauer 空化模型。
1.3 计算结果
采用 Schnerr-Sauer 空化模型和方案分别对 A、B

图 5 B 型系列喷嘴流量系数

由于流场结构不同，A、B 2 型喷嘴流量系数随壁
厚变化呈现不同规律。前面提到，流场变化较大都是
在喷孔附近，A 型喷嘴的流体进入喷孔之前，流体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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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方向与喷嘴出口方向基本是垂直的关系，而 B 型

1.00e+0
9.55e-01
9.10e-01
8.65e-01
8.20e-01
7.75e-01
7.30e-01
6.85e-01
6.40e-01
5.95e-01
5.50e-01
5.05e-01
4.60e-01
4.15e-01
3.70e-01
3.25e-01
2.80e-01
2.35e-01
1.90e-01
1.45e-01
1.00e-01

喷嘴在喷油杆与喷孔之间加了小支管进行过渡，由此
造成的结果是：
B 型喷嘴的流场更加均匀，在喷孔内
部沿流向是轴对称的，如图 6、7 所示。因此 A 型喷嘴
对于空化的影响更敏感，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对于壁
厚的变化和压力的变化更为显著。
8.00e+0
7.60e+0
7.20e+0
6.80e+0
6.40e+0
6.00e+0
5.60e+0
5.20e+0
4.80e+0
4.40e+0
4.00e+0
3.60e+0
3.20e+0
2.80e+0
2.40e+0
2.00e+0
1.60e+0
1.20e+0
8.00e+0
4.00e+0
0.00e+0

图 6 A1 型喷嘴出口流场（2.0 MPa）

图 9 B3 型喷嘴在不同压力下的气相体积分数

嘴，B3 型喷嘴随进口压力增大空化增强不明显，与之
前对于流量系数的分析一样，B 型喷嘴带有过渡支
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部分空化。
A 型喷嘴在 2.5 MPa 供油压力下，不同壁厚的喷
嘴喷孔内部的气相体积分数分布如图 10 所示。取喷

8.00e+0
7.60e+0
7.20e+0
6.80e+0
6.40e+0
6.00e+0
5.60e+0
5.20e+0
4.80e+0
4.40e+0
4.00e+0
3.60e+0
3.20e+0
2.80e+0
2.40e+0
2.00e+0
1.60e+0
1.20e+0
8.00e+0
4.00e+0
0.00e+0

图 7 B3 型喷嘴出口流场（2.0 MPa）

A1 型喷嘴和 B3 型喷嘴具有相同的壁厚，只是喷
孔设置方式和结构不同，在不同供油压力下，2 型喷
嘴喷孔内部的气相体积分数分布如图 8、9 所示。取喷
孔中心截面的一半，供油压力从左至右依次为 1.0、
1.5、2.0、2.5、3.0、
3.5、
4.0 MPa，反映出空化的分布随
供油压力的变化情况。
1.00e+0
9.55e-01
9.10e-01
8.65e-01
8.20e-01
7.75e-01
7.30e-01
6.85e-01
6.40e-01
5.95e-01
5.50e-01
5.05e-01
4.60e-01
4.15e-01
3.70e-01
3.25e-01
2.80e-01
2.35e-01
1.90e-01
1.45e-01
1.00e-01

图 8 A1 型喷嘴在不同压力下的气相体积分数

从图 8、9 中可见，随着喷射压力不断提高，空化

孔中心截面的一半，从左至右依次为 A1、A2、
A3、A4
和 A5 型喷嘴。从图中可见，从 A4 开始，空化区域已
经完全填满出口，
这是空化由喷孔入口处向后发展的
结果。
1.00e+0
9.55e-01
9.10e-01
8.65e-01
8.20e-01
7.75e-01
7.30e-01
6.85e-01
6.40e-01
5.95e-01
5.50e-01
5.05e-01
4.60e-01
4.15e-01
3.70e-01
3.25e-01
2.80e-01
2.35e-01
1.90e-01
1.45e-01
1.00e-01

图 10 A1～A5 在 2.5 MPa 下的气相体积分数

2 试验分析
为探究空化的影响，计算所采用的喷孔均位于距
喷油杆端面 20 mm 处，而实际上喷孔设置在喷油杆
的不同位置同样也会影响到流量系数的数值。这里分
别设计 A、B 型 试 验 件 各
3 件，分别设置喷孔在距
离端面 10、25、35 mm 处，
喷 孔 直 径 均 为 0.6 mm，

的程度越来越严重，表现为空化的长度越来越长，图

壁厚 1 mm，试验件如图

中的红色及黄色区域即空化发展源，A1 型在喷射压

11 所示。

图 11 2 型喷油杆试验件

力达到 3.0 MPa 时，空化区域到达出口处，为完全空

采用高压气瓶及压力油罐进行供油，由压力表指

化状态，而 B1 型在 4.0 MPa 时仍未到达完全空化，并

示进口油压，分别用水和航空煤油进行试验，试验中

且在相同压力下，B3 型喷嘴的空化域均小于 A1 型喷

收集喷出的流体进行称重，试验时间保证在 60 s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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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电子秤精度为 0.1 g，每支喷嘴多次试验取平均

这一规律；而且从曲线走势上看，B 型比 A 型喷嘴流

值，结果分别如图 12、13 所示（A10 代表喷孔距离端

量系数走势更稳定，波动更小，这也印证了之前的计

面 10 mm 的 A 型喷嘴）。

算结果。
在试验过程中，对于喷孔的空化现象虽无法直接
观察，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发现，通过解压阀控制个别
点的进口压力时，解压阀从大往小调节和从小往大调
节得到的结果不一样，排除掉试验系统的原因之后，
认为这是由于空化域发展的大小不同引起的。上面说
到，进口压力大的情况下发展的空化区域大，而不同
调节方式正好对应了空化域从小到大和从大到小的
P/MPa

（a）A 型喷嘴

发展，而且在压力较小时这种现象就更为明显。

3 改进措施
喷嘴 2 相传质如图 14 所示。从图中可见，
空化主
要产生于喷嘴的尖锐入口角处，入口角为直角，流体
倾向于分离并形成颈缩，形成低压区，低于燃油饱和
蒸汽压的区域就形成了空化的质量源。因此，若能改
变入口处的结构，使之不形成尖锐入口角，就能减少
燃油的空化。
Mass Trans Rate

P/MPa

（b）B 型喷嘴
图 12 2 型喷嘴在不同供水压力下的流量系数

8.0E+06
7.5E+06
7.0E+06
6.5E+06
6.0E+06
5.5E+06
5.0E+06
4.5E+06
4.0E+06
3.5E+06
3.0E+06
2.5E+06
2.0E+06
1.5E+06
1.0E+06
5.0E+05
0.0E+00

P/MPa

（a）A 型喷嘴

图 14 A1 型喷嘴在 4 MPa 下喷孔空化质量源

3.1 建模及计算方法
在喷孔入口处加倒角能够有效地缓解燃油的空
化，对于如图 15 所示的直射式喷嘴的结构，上方为燃
P/MPa

（b）B 型喷嘴
图 13 2 型喷嘴在不同供油压力下的流量系数

油入口，入口倒角由角度 琢 和倒角比 W /D 决定，分别
决定倒角的角度和深度。对其建模并进行网格划分，
如图 16 所示。总网格数为 18.9 万，最大网格质量为
0.59，采用整体结构化网格，近壁面采用边界层网格，

从试验结果来看，流量系数与喷孔的开孔位置有

按照试验条件进行边界条件设定，进口采用压力进口

关，试验中取的 3 个位置中，离端面位置较近时流量

条件，根据不同状态调整进口压力，出口采用压力出

系数较大，A 型和 B 型喷嘴用水和油试验都能表现出

口，设定为标准大气压。喷嘴喷孔模型选用直径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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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长径比 L/D=2.5，流体选取航空煤油，经过大量对
比计算，采用 Realizable k-ε 双方程湍流模型，近壁
面采用标准壁面函数，微分方程的离散采用 SIMPLE
方法，
采用 2 阶迎风差分格式进行计算。
R

c

图 18 不同进口倒角流量系数（W /D=0.3）

30毅斜角孔增幅最大达到 15.2%，而倒 60毅斜角孔增幅
最小也达到 7.1%，倒 15°斜角和倒 45毅斜角增加幅
度相似，都在 12.5%左右。由此可知当喷嘴进口倒斜

D

角时，其对流量系数增大的影响程度与倒角大小有

图 15 喷孔结构

关，即随着倒角的增大，流量系数的增大程度呈现先

wall

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在 30毅左右时达到峰值。倒圆角
孔的增幅仅次于倒 30毅斜角孔，对流量系数的增大程

inlet
outlet

symmetry

图 16 计算域网格

3.2 计算结果
分别对倒角为圆角 0毅、15毅、30毅、45毅和 60毅，倒角
比 W /D=0、0.1、
0.2、
0.3、0.4 的喷孔进行计算。对倒角

度也非常显著。因此，
若以单纯增大喷嘴流量系数为
目的，将喷嘴进口倒 30毅～45毅斜角或者是圆角可以达
到很好的效果。
进一步对圆角 30毅、45毅的倒角进行计算，探究在
不同倒角深度，即不同倒角比下的流量特性，如图
19～21 所示。

角度的计算结果如图 17、18 所示。

图 19 倒圆角不同 W/D 的流量系数

图 17 不同进口倒角流量系数（W /D=0.2）

通过分析不同进口倒角喷孔的流量系数可知，在
喷孔进口进行倒角可以显著提高喷嘴的流量系数。当
喷嘴为简单的锐角进口时，其流量系数稳定在 0.693
左右，但当进口处设置成倒角孔时，无论是斜倒角还
是圆角，其流量系数都有很大程度地提高。其中倒

图 20 倒角 30毅不同 W/D 的流量系数

74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2 卷

端面较近的流量系数大，B 型喷嘴在试验中也表现出
较为稳定的流量系数曲线。
（4） 在喷嘴进口进行倒斜角或倒圆角对抑制空
化、提高喷嘴流量系数有很大作用，进口倒角在 30毅
～45毅或者倒圆角，倒角比 W /D=0.2 左右时具有较好
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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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系数均随着 W /D 的增大而增大，造成这种现象
的原因是随着 W/D 的增大，喷孔入口处的开口面积
也就越大，流体在进入喷孔时的压力损失和速度损失
会相应减小，进而使流量系数增大。此外，当 W /D＜
0.2 时，流量系数随 W /D 增大的增加幅度是比较大
的；
当 W /D＞0.2 时，其增大的幅度减小。尤其对于倒
角 45毅的情况，当 W /D＞0.2 时，其流量系数基本不
变，达到 1 个稳定值。说明 45毅倒角在实际的应用过
程中有其独特优势，可以适应较大范围的倒角比，这
给加工带来了一定的便利性。
需要指出的是，
这里是简化了喷孔的结构并利用

[1] 航空发动机设计手册总编委会编. 航空发动机设计手册：第 11 册
[M].北京：
航空工业出版社,2001:132-133.
Editor Committee of Aeroengine Design Manual. Aeroengine design
manual：
11th album [M]. Beijing: Aviation Industry Press，
2001：
132-133.（in Chinese）
[2] Jeffery A L, Torence P B, Derk S P. Development needs for advanced
afterburner design[R]. AIAA 2004-4192, 2004.
[3] Fu Y，
Tao Z，Xu G，
et al. Experimental study of flow distribution for
aviation kerosene in parallel helical tubes under supercritical pressure
[J]. 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
2015，
90（5）：
102-109.
[4] Wang J，
Wang H. Discrete method for design of flow distribution in
manifolds[J]. 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
2015，89：
927-945.
[5] 熊成红, 涂泉, 黄河. 某型发动机燃油总管性能调试技术研究[C]//
熊成红.第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第 13 分会场:航空发动机设计、制
造与应用技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航空动力学报，2013：
1-5.
XIONG Chenghong，
TU Quan，
HUANG He. A certain type of engine

对称性进行计算，实际上在喷油杆侧壁上开孔的喷嘴

fuel manifold performance debugging technology research[C]// The 15th

入口并不是严格对称的，因此在具体结构上，还可以

Annual Meeting of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t the

在喷孔周向不同位置上采用不同的倒角方案。

Venue 13：
Aircraft Engine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Application

4 结论
通过商业计算流体软件 Fluent 进行模拟并结合
试验分析，得到加力燃烧室喷油杆直射式喷嘴的流

Technology Conference Proceedings. Beijing: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 2013:1-5.（in Chinese）
[6] 郭成富，王秀兰，王勇. 倒（圆）角进口圆孔流量系数的试验研究[J].
燃气涡轮试验与研究, 1997（4）:10-15.
GUO Chenfu，WANG Xiulan，
WANG Yong. The study of experiment

动特性，重点分析了喷嘴喷孔内部的空化现象，并

for discharge coefficient of orifice with a chambering entry[J]. Gas Tur-

对减小喷嘴内空化的措施进行了探索，得到主要结

bine Experiment and Research，
1997（4）：
10-15.（in Chinese）

论如下：
（1） 选用 Schnerr-Sauer 空化模型计算发现，流
量系数随长径比变大有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与在
喷油杆支管上直接开孔的 A 型喷嘴相比，在支管上

[7] 曹睿，
刘艳升，严超宇，等.垂直锐边孔口的自由出流特性（Ⅰ）流动
状态和孔结构参数对孔流系数的影响 [J]. 化学工程，2008，
59（9）：
2175-2180.
CAO Rui，
LIU Yansheng，
YAN Chaoyu，
et al. Characteristics of vertical
sharp-edged orifice discharge （I）: effect of flow regime and configura-

加过渡小管后再开孔的 B 型喷嘴的流动特性更加

tion parameters on orifice discharge coefficient [J]. Journal of Chemical

稳定，表现为流量系数对压力变化、喷孔长径比变

Industry and Engineering，2008，
59（9）：
2175-2180（in Chinese）

化敏感度低。
（2）在喷嘴大锐角进口处产生明显的空化源，并
向后发展，压力越高、长径比越大，空化域越长，带过
渡段的 B 型喷嘴具有一定的消除空化的能力。
（3）试验发现，在相同长径比条件下，喷孔位置离

[8] 鄂加强，邢德跃，王曙辉，等. 柴油机高压喷油嘴喷射过程空化效应
数值模拟[J]. 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
40（2）：
45-51.
E Jiaqiang，XING Deyue，
WANG Shuhui，
et al.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cavitation effect in the injection process of high pressure injector nozzle
in diesel [J].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2013,40
（2）:45-51.（in Chinese）

第6期

75

熊溢威等：
直射式喷嘴流动特性的数值和试验研究

[9] 沃恒洲，姚智华，王国丰，等. 发动机喷嘴内部空化流动的数值模拟

[15] Tomov P，Khelladi S，
Ravelet F，
et al. Experimental study of aerated

研究[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
34（5）：
651-654.

cavitation in a horizontal venturi nozzle[J]. Experimental Thermal and

WO Hengzhou，
YAO Zhihua，
WANG Guofeng，et al. Numerical simu-

Fluid Science，
2016，
70：85-95.

lation of cavitation flow in engine nozzle [J]. Journal of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1，
34（5）：
651-654.（in Chinese）
[10] 成晓北，黄荣华，王志，等. 柴油机喷油器喷孔空泡雾化的研究[J].

[16] 薛瑞，张淼，许战军，等. 对不同空化模型的比较研究[J]. 西北水
电，
2014（2）：85-89.
XUE Rui，ZHANG Miao，XU Zhanjun. Comparison and study on differ-

内燃机工程，2002，
23（2）：
60-64.

ent cavitation models[J]. Northwest Hydroelectric，
2014（2）：
85-89.（in

CHENG Xiaobei，
HUANG Ronghua，
WANG Zhi，
et al. The study on

Chinese）

injector nozzle cavitation atomization in a diesel engine [J]. Chinese

[17] 王柏秋，王聪，黄海龙，等. 考虑空泡界面相变作用的空化模型及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Engineering，
2002，
23 （2）：
60-64.（in

应用[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3（1）：30-34.

Chinese）

WANG Baiqiu，
WANG Cong，
HUANG Hailong，
et al. A cavitation

[11] Giannadakis E，
Papoulias D，
Gavaises M，
et al. Evaluation of the pre-

model with phase change on the cavity interface and its application[J].

dictive capability of diesel nozzle cavitation models [R]. USA：
SAE

Journal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3 （1）：30-34.（in Chi-

Technical Paper, 2007.
[12] 王忠远，孙剑，董庆兵，等. 柴油机喷孔内部空化效应的可视化实

nese）
[18] 洪锋，
袁建平，周帮伦. 空泡半径非线性变化的空化模型及应用[J].

验研究[J]. 燃烧科学与技术，
2012（3）：280-287.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2015，43（10）：
15-20.

WANG Zhongyuan，
SUN Jian，
DONG Qingbing，
et al. Visualization of

HONG Feng，
YUAN Jianping，
ZHOU Banglun. Cavitation model con-

cavitation in diesel nozzle orifice [J]. Journal of Combustion Science

sidering non-linear variation bubble radius and its application [J].

and Technology，
2012（3）：280-287.（in Chinese）

Journa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ique （Natural

[13] Sou A，
Tomiyama A，Hosokawa S，
et al. Cavitation in a two dimensional nozzle and liquid jet atomization [J]. JSME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6，
49（4）：
1253-1259.
[14] 王少林，黄勇，邹婷，等. 空化对燃油喷嘴雾化的影响[J]. 推进技

Science Edition），
2015，
43（10）：
15-20.（in Chinese）
[19] 张瑶，
罗先武，许洪元，等. 热力学空化模型的改进及数值应用[J].
工程热物理学报，2010（10）：
1671-1674.
ZHANG Yao，LUO Xianwu，
XU Hongyuan. The improvement and nu-

术，
2014, 35（3）：397-402.

merical applications of a thermodynamic cavitation model [J]. Journal

WANG Shaolin，
HUANG Yong，
ZOU Ting，
et al. Effects of cavitation

of Engineering Thermophysics，
2010（10）：
1671-1674.（in Chinese）

in nozzle on spray[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
2014，
35（3）：
397-402.（in Chinese）

(编辑：栗枢)

航空发动机

第 42 卷 第 6 期
2016 年 12 月

Vol. 42 No. 6
Dec. 2016

Aeroengine

民用航空发动机型号合格审定方法研究
张丽娜，
张

建，李艳军，曹愈远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民航学院，
南京 211106）

摘要：随着中国民用航空发动机的发展，对其适航取证迫在眉睫，型号合格审定是整个适航审定的基础和核心，对其方法的研
究很有应用价值。在 《航空器型号合格审定程序》 基础上对型号合格审定程序作了较充分地研究，在所获得研究成果基础上以
Teamcenter 为平台开发了航空发动机适航信息管理系统，该系统可用于对民用航空发动机型号合格审定信息的管理与审定流程
的控制，
可为更好地管理民用航空发动机适航信息以取得型号合格证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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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Type Certification Method for Civil Aviation Engine
ZHANG Li-na, ZHANG Jian, LI Yan-jun, CAO Yu-yuan
渊College of Civil Avi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1106 China冤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civil aviation engine, the airworthiness forensics of civil aviation engine is imminent. Type

certification is the basis and core of the airworthiness certification, so the research on it has great value. Type certification procedure was
studied in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Type Certification Procedure of Aircraft. Airworthines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of aircraft
engine was developed on the platform of Teamcenter based on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 which can be used to manage the information and

procedure of type certification of civil aircraft engine.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system provides great reference for managing airworthiness
information of civil aircraft engine to obtain type certificate.

Key words: civil aviation engine曰 airworthiness曰 type certification曰compliance verification method曰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民用航空发动机起步较晚，至今中国自主研制的民用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还寥寥可数，
而民用航空器型号合格审定

随着中国民用航空事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大飞机

则更晚，直到近些年才在民用航空发动机领域运用。

项目的开展，民用航空发动机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保

此中国的民用航空发动机型号合格审定方法的运用

障民用航空发动机的安全，维护公众利益的要求越来

还很不成熟，与欧美先进国家存在如下差距[3-4]：

越受到重视，
因此民用航空发动机适航的概念变得越

（1）中国制定和执行适航标准的能力不足。

来越重要，其适航审定方法成为研究重点

（2）中国民用航空发动机型号合格审定系统相关

。

[1-2]

民用航空发动机型号合格审定是确保民用航空
发动机适航性的方法，
其起源于国外并已在国外发展
了几十年，较为成熟。其中，美国已经设计制造生产了

机构尚不够健全，
人力资源短缺。
（3）在国际合作方面，中国的双边适航范围受到
限制，国际合作的深度、
广度仍需加强。

多种型号的民用航空发动机，
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和经

本文结合中国民用航空发动机适航实际发展情

验，有较完善的民用航空发动机型号合格审定方法体

况和相关法律法规，对相关审定基础和程序做了进一

系，能够高效地利用现有民用航空器型号合格审定方

步深入分析和运用，并且开发了发动机适航信息管理

法来完成适航验证。相比于起步较早的欧美，中国的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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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用航空发动机型号合格审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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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申请人应向适航司提交型号合格证申请书、
发动机型号的设计特征、
工作特性曲线和使用限制说

1.1 审定程序总体介绍
AP-21-R4《航空器型号合格审定程序》[5]是中国
航空器（包括民用航空发动机）在执行型号合格审定
时要遵守的程序规定，主要规定了航空器（包括发动
机）型号合格审定的执行流程，对申请型号合格审定
的过程具有指导意义。2011 年 3 月 18 日修订至 R4
版本。
1 个完整的型号合格审定流程包括 5 个基本步
骤，如图 1 所示。其中，
“申请”
指发动机型号设计方向
适航审定当局提交型号合格审定申请材料；
“受理”指
适航审定当局接受申请方的申请决定受理申请；
“审
查”指审定方和设计方进行沟通，按照航空发动机型
号合格审定标准进行审查验证；
“验证”指审定当局在
审查发动机后认定该型号发动机的设计符合型号设
计标准予以颁发型号合格证；
“证后管理”指颁发型号
合格证之后对发动机的监测，
即发动机的持续适航。

明；提交相应的验证计划；提交型号合格证书申请书
之日有效适用的适航标准、环境保护和运行要求及建
议的专用条件；提交项目简介及拟采用的审定标准；
提交设计保证手册。
M2：提交型号合格审定基础草案，其中如有新颖
或独特的设计特征，应编写所述的专用条件草案；提
交型号合格审定计划草案；提交当时情况下的所有问
题纪要草案；提交审查组的设置及成员名单的建议；
提交 TCB 会议安排。
M3：进行首次 TCB 会议前的准备，
包括组建型号
合格审定委员会(TCB)、组建审查组、拟定型号合格审
定基础草案、评审申请人的审定计划(CP)草案、拟定
当时情况下可能存在的问题纪要草案。召开首次 TCB
会议，目的是考虑工程设计、飞行试验、制造、维修和
运行各方面的要求，对型号的合格审定进行综合规
划。会议的主要议题包括：
申请人代表向型号合格审
定委员会(TCB)介绍航空器型号设计或设计更改的特
征，确定型号合格审定基础，讨论设计细节和可能存

图 1 发动机 TC 取证适航审定步骤

在问题的领域，判定新颖的或独特的设计特征、新材

1.2 审定程序具体分析
对发动机型号合格审定流程进行深入研究

料或新工艺，审议申请人的审定计划等。
[6-12]

可

M4：编制合格审定项目计划；按需编制专项合格

以得到如图 2 所示的发动机型号合格审定流程。按该

审定计划草案；
专用条件、等效安全和豁免的审批；提

流程进行审核，提交所需文件即可取得型号合格证。

交阶段性工作结果。

对图 2 中各步主要工作作简要说明：

M5：用会议纪要和类似的文件记录的决策、协
议、时间计划、里程碑以及行动项目安排；批准的审定
计划(CP)，或经签署的专项合格审定计划(PSCP)；项目
进度表；符合性检查清单；填写问题说明及背景信息
的所有问题纪要；
型号研制所涉及的各方的确定。
M6：审查代表对试验产品进行制造符合性检查，
并填写制造符合性检查记录表，需要时，对检查合格
的试验产品，签发批准放行证书 / 适航批准标签。
M7：进行工程验证试验，包括零部件鉴定、系统
功能、铁鸟、疲劳、燃烧、起落架落震、地面振动、电磁
干扰以及航空器地面验证等试验；工程符合性检查；
工程分析；申请人提交符合性验证资料；审查代表根
据审定基础和经批准的审定计划（CP）或签署的专项
合格审定计划（PSCP），对申请人提交的型号设计资
料和符合性验证资料进行工程审查。

图 2 发动机 TC 取证适航审定流程

M8：审定飞行试验前的 TCB 会议，主要议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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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讨论航空器型号检查核准书签发前航空器存在的

书之后，是完成项目的型号合格审定收尾工作，并开

所有重大问题，并做出处理结论；审议型号检查核准

展证后管理工作，主要工作事项包括：完成型号合格

书；审议与验证飞行试验大纲有关的问题纪要，做出

审定总结报告；
完成型号检查报告；
持续适航；设计保

最终裁决；对设计符合性进行确认。

证系统、手册及其更改的控制与管理；持续适航文件

M9：审查组在完成对申请人的试验数据包的审

的修订；
证后评定；
资料保存；航空器交付时的必要文

查并确认其可接受后签发型号检查核准书 （TIA）；审

件。本阶段要取得的阶段性工作结果包括：用会议纪

查组组长向申请人发出型号合格审定信函；制造符合

要和类似的文件记录的决策、协议、
时间计划、里程碑

性检查代表在地面试验和飞行试验前对原型机进行

以及行动项目安排；型号合格审定总结报告；型号检

制造符合性检查。

查报告；
持续适航文件；持续适航管理计划。

M10：功能和可靠性试验的检查，以相关的型号
检查报告（TIR）记录在功能和可靠性试验期间获得的
全部信息，并向试飞工程师提供 1 份复印件，以便汇

2 民用航空发动机适航信息管理系统
2.1 发动机适航信息化管理的背景与需求

总进试验报告中；功能与可靠性飞行试验，制造符合

在国外，发动机适航的概念由来已久，经过几十

性检查代表要监控所有客舱安装的功能、维修评估和

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具有适航与设计捆绑管理、全方

每次过站时的加油。

位全过程管理、完备的适航组织和管理体系、完善的

M11：完成最终 TCB 会议前的准备，主要包括对

审定流程控制体系等特点的发动机适航信息化管理

型号资料的审查状态进行核查、用符合性检查清单检

系统，如空客公司的 TCCS 系统和 NECTAR 工具软件

查所有适用的适航规章条款是否满足、
确认所有问题

已经相当完善。

纪要均已关闭、起草型号合格证 / 型号设计批准书数

相比之下，
国内的发动机适航信息管理系统处于

据单、完成型号检查报告、对设计保证手册和设计保

起步阶段，虽然也开发了部分适航审定信息管理系

证系统给出审查结论、编写型号审查报告；根据审查

统，比如：民用航空局适航司开发的一系列适航信息

组的请求，确认申请人已经表明了对审定基础中的所

管理系统，基本实现了在法律法规层面上的适航管

有条款的符合性以后，
可以召开最终 TCB 会议。最终

理；上海航空器审定中心开发“上海航空器审定中心

TCB 会议工作主要包括审核审查组的型号审查报告、

工作管理系统”
，主要针对适航审定过程中需要或者

做出是否建议颁证的结论。

产生的文件的管理；中国商飞研发的适航管理审定管

M12：责任审定单位在收到责任审查部门的建议

理信息系统[13]，针对适航审定条款进行规划。但是多

报告后 20 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颁发型号合格证或型

数停留在对标准体系和相关文件的管理，很少涉及融

号设计批准书的决定，责任审定单位审核责任审查部

合了审定业务、审定基础和审定流程的技术体系，相

门的建议报告，符合要求的，向申请人颁发型号合格

比国外的先进发动机适航信息系统架构还有较大的

证或型号设计批准书。本阶段必须取得的工作结果包

差距。

括：用会议纪要和类似的文件记录的决策、协议、时间

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分析航空发动机

计划、
里程碑以及行动项目；完成的里程碑事件：分析

适航业务内容、规划、基本流程及适航审定数据管理

的完成，试验大纲的提交，型号检查核准书（TIA）、制

模式、规范适航审定流程控制，结合先进的信息化管

造符合性检查，航空器评审组（AEG）评估，重大问题

理技术，
建立较为完善的航空发动机适航审定管理信

解决方案以及其他影响项目完成的事项；完成的试验

息系统。

大纲 / 报告，制造符合性检查请求、制造符合性检查

2.2 民用航空发动机适航信息管理系统开发

以及设计符合性验证的相关文件；问题纪要、专用条

2.2.1

总体介绍

件、豁免以及等效安全的确认文件；设计符合性和制

通过收集、整理、分析并研究民用航空发动机研

造符合性的确认文件；
颁发的型号合格证或型号设计

制过程中与适航相关的资料，对发动机型号取证管理

批准书。

信息系统总体架构进行设计；通过研究适航规章、适

M13：本阶段在颁发型号合格证或型号设计批准

航程序、工业标准和技术标准规定等适航通用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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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型号审定基础、符合性验证计划、
条款符合性检查

计划、声明文件、工程检查、验证报告等部分。

单和符合性验证方法表等型号符合性验证文件，以及

（6）工程试验管理。工程试验管理模块主要用来

适航验证试验与适航审查会议等相关技术文件的管

编写、修改、
记录工程试验活动的相关文件。用户可以

理方法，开发相应模块；研究民用航空发动机适航审

根据工程试验开展的次数自行添加模块，每一模块包

定管理信息系统的网络安全管理方法并且开发用户

括试验计划、基本信息、试验大纲、试验报告、目击报

管理模块；以系统总体框架设计为基础，与系统各功

告等部分。

能模块集成，在 Teamcenter

软件平台上最终完成

（7）制造符合性。用来管理与制造符合性相关的

发动机 TC 取证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为民用航空发

各种活动。用户可以根据制造符合性验证项目开展的

动机安全性设计、分析及适航符合性验证与适航审定

情况自行添加子模块，
每一子模块包括制造符合性计

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管理平台。民用航空发动机适航

划、制造符合性声明、
制造符合性清单等部分组成，提

信息管理系统总体框架结构如图 3 所示。

供用户进行各种文件的编写、修改、
审批等工作。

[14-15]

（8）安全性分析。主要用来管理与安全性分析相
关的各种活动，
同时提供与安全性分析相关工具的接
口，通过该接口用户可以打开安全性分析专用工具，
辅助安全性分析，
提高工作效率。
（9）会议管理。根据审定计划开展与局方审查活
动相适应的审查活动管理及条款跟踪活动，对每项具
体的审查活动进行跟踪和记录，包括会议信息、会议
文件、会议纪要、其他等部分组成，每次会议结束时产
生的文件资料即由指定用户输入到相关子模块。
（10）审定文件。用来存放所有适航取证过程中所
产生的最终确定的资料文件，方便用户查阅文件以及
为取证过程汇总资料。包括审定计划、符合性报告、试
验报告、
会议资料等子模块。
2.2.3
图 3 适航信息管理系统框架结构

2.2.2

模块介绍

（1）系统操作。主要提供所有对文件资料操作的

人员权限管理
适航信息管理系统中

定义的相关人员实例及用
Teamcenter 定义人员权限

功能，包括新建、打开、复制、剪切、粘贴、保存、打印、

界面如图 4、5 所示。

搜索、
删除、另存为、
可访问性、
提交审核。

2.2.4

（2）法规资料。包括法律法规、民航规章、标准规
范、培训资料等子模块。
（3）型号资料。包括产品资料、管理文件、设计保
证手册、其他子模块。

流程 / 进程管理
工作流程管理是适航

信息管理系统运行过程的
第 1 步，通过工作流设计
器和工作流查看器来设计

（4）审定计划。该模块主要用来编写、修改、记录

和查看。其中 1 个适航信

各种审定计划。包括审定基础、审定计划、专项合格审

息管理系统流程模型如图

定计划、设计保证系统审查计划、重要问题解决方案

6 所示。

子模块。

图 4 角色列表

发动机适航信息管理系统是以适航审定信息为

（5）符合性验证。用来编写、修改、记录各种符合

基础，适航审定程序为骨架来执行适航信息管理的系

性检查活动相关的文件。用户可以根据符合性验证项

统，而适航审定程序主要通过 Teamcenter 中的进程管

目开展的情况自行添加子模块，每一子模块包括验证

理器来实现。系统使用者在适用本系统前根据审定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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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编写进程管理器，为每步规定所要完成的任务、生
成的文件、执行任务的人以及完成任务的时间节点
等，编写的最终结果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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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斗机发动机技术研究与产品研制的
发展特点及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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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 110015）

摘要：旨在为战斗机发动机技术研究和产品研制提供参考与借鉴，全面综述了美国战斗机发动机技术研究与产品研制的发展
历程和典型成果，
并归纳和总结了其发展特点与趋势：
技术研究是产品研制的坚实基础，
而核心机和发动机验证机只是用于开发与
验证技术，特别是正在验证的自适应循环技术还需要深入验证；型号研制受国防武器需求牵引，是众多先进技术的有机集成；提高
技术指标始终是战斗机发动机的发展趋势；
高可靠性和耐久性是型号使用的必然要求，并逐步成为发展趋势；提高经济可承受性是
航空发动机最终追求目标。
关键词：战斗机发动机；技术研究；产品研制；
发展特点
中图分类号：V2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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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and Product Development of Fighter Engine in US
SUO De-jun, SUN Ming-xia, LIANG Chun-hua, LIANG Cai-yun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Aim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ighter engine technology investigation and product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course and

results of U.S. fighter engine were summarized based on the literature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endency of U.S. fighter engine

were summarized based on results of introducing fighter engine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echnical development is solid
foundation for product development, core engine and engine demonstrator are used for technical development and demonstration, and the

adaptive cycle technology need to be demonstrated deeply. In terms of product development the engine model development pulled by

national defense weapon demand was organically integrated by the various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e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the fighter
engine is the engine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all the tim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ngine reliability and durability i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and that would become the development tendency. The final goal of aero engine development is the economic affordability
improvement.

Key words: fighter engine曰technology investigation曰product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0 引言

略和领域规划，坚持技术研究长远规划与短期 / 专项
计划并行实施，实现了技术水平的快速提高；坚持不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战斗机发动机的推力显著增

断吸取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产品研制得到科学与快

大，推重比逐步提高，燃油消耗率明显降低，可探测信

速发展，目前以 F-22/F119 和 F-35/F135 为标志的第

号大大减弱，战斗机的速度由亚声速提高到超声速，

5 代战斗机 / 发动机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第 6 战斗

又由超声速提高到超声速巡航，同时机动性、敏捷性、

机 / 发动机正在筹划之中。

可靠性、耐久性等也显著提高，航程大大延长，全寿命

因而，本文总结和分析了美国战斗机发动机技术

期费用明显降低。特别是美国，基于国家战略、
国防战

研究与产品研制的发展特点，
对于中国及至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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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战斗机发动机技术研究与产品研制具有非常重

端部件（HOST）与低循环疲劳（LCF）计划等开发和验

要的参考作用与借鉴价值。

证的高负荷的风扇与压气机、短环形燃烧室、高温高

1 战斗机发动机的发展

负荷涡轮、分区供油稳定的加力燃烧室、收敛扩散喷

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受到“重导弹、轻飞机”
高层决策思想和“涡轮发动机技术已经成熟，已经没

管等部件和技术，改进改型研制了 F100、F404 和
F110 系列发动机。
1988 年，为了继续扩大领先优势，美国政府和工

有多少事情可做”论调的影响，美国政府不重视战斗

业界又实施了综合高性能涡轮发动机技术（IHPTET）

机 / 发动机的技术研究和产品研制工作，其技术水平

研究计划。其最终目标是实现战斗机发动机推重比提

和产品发展速度明显落后于前苏联。

高 100％，耗油率降低 40％，成本降低 35％以及信号

20 世纪 60 年代初，美国空军和国防部认识到战

特征明显减弱。该计划的综合性体现在：不但开发和

斗机发动机研制时间比战斗机的要长得多，如果想实

验证技术水平翻 1 番的推进系统技术，同时也开发和

现战斗机与发动机同步使用，
就需要提前开发发动机

验证现役发动机改进改型的技术；不但开发和验证气

技术，为此美国开始投资实施轻质燃气发生器

动热力学技术，也开发和验证结构、
强度、材料和工艺

（LWGG） 研究计划、先进涡轮发动机燃气发生器

等 技 术 。 PW 公 司 先 后 开 发 和 验 证 了 XTC66 和

（ATEGG）研究计划、飞机推进系统集成（APSI）计划。

XTC67 等核心机和 XTE66 和 XTE67 等发动机验证

正是在这些计划下开发和验证的核心机及发动机验

机，利用开发的技术和 XTE66 发动机验证机，改进了

证机，为 20 世 纪 70、
80 年 代 的 F100、F404、F101、

F100、F119、F135 等战斗机发动机和竞争研制新一代

F110 等发动机的研制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PW 公

战斗机发动机。GE 公司先后开发和验证了 XTC76 与

司的 STF200 核心机发展为 JTF22 发动机验证机，并

XTC77 等核心机和 XTE76 与 XTE77 等发动机验证

在 70 年代初研制成功著名的 F100 发动机，
实现了跨

机，正在利用开发的技术和 XTE76 等发动机验证机，

声速和超声速性能的显著提高；GE 公司的 ATEGG1、

研制 F136 发动机和竞争研制新一代变循环战斗机发

ATEGG2 核心机发展为 GE1、GE9 等发动机验证机，

动机。

并在 80 年代中期研制成功 F110 和 F404 发动机，取

21 世纪初，美国组织有关专家对 2020 年航空技

得了性能、可靠性、可维护性和安全性的综合平衡。到

术发展进行了预测：
（1）如果没有先进的推进系统，未

了 80 年代，美国战斗机发动机技术水平和产品能力

来作战飞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任何目标都能够

已经超过前苏联的，
居于世界先进水平。

预测、发现、
跟踪、锁定、瞄准、交战和评估的美国武装

20 世纪 70～80 年代，美国空军 / 海军联合实施

部队未来航空愿景就根本无法满足。（2）燃气涡轮发

联合技术验证发动机（JTDE）研究计划。其目标是将

动机技术发展确实有很大的潜能，并且仍然是航空推

推重比提高 25%，
耗油率降低 7%～10%，全寿命期费

进系统的主要形式，在未来没有哪种推进系统可以取

用降低 25%，具有推力转向、推力反向和隐身能力。

代。
（3）喷气发动机技术相当复杂和精深，新技术通常

PW 公司开发和验证了 ATEGG685 和 XTC65 等核心

需要用 10～15 a 才能从试验室转入实际生产。基于

机，JTDE690 和 XTE65 等发动机验证机，并以此为基

这些结论，为了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美国国防部

础成功地研制出当时最先进且最经济的 F119 发动

继续加强对涡轮发动机研究和发展的投资，实施技术

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性能、质量、可靠性、耐久性、适

目标更宏大、应用范围更广泛、技术途径更实际的通

用性、
费用和可生产性的综合平衡；GE 公司开发和验

用经济可承受的先进涡轮发动机 （VAATE） 研究计

证了 ATEGG3、ATEGG4 和 XTC45 等核心机，GE23、

划，开发和验证先进技术，研制新型发动机产品。其目

GE29 和 GE33 等发动机验证机，并以此为基础发展

标是到 2017 年使发动机经济可承受性较基准 （如

了双涵涡喷 / 涡扇变循环发动机 YF120。另外，利用

F119）发动机的提高 10 倍。

在这些计划和部件改进计划（CIP）、发动机型号衍生

21 世纪初，美国政府发布了《美国空军 2020 年

计划（EMDP）、发动机结构完整性计划（ENSIP）、发动

愿景》、
《美国航空航天倡议》、
《美国国防部空间科学

机耐久性和损伤容限评估（DADTA）计划、发动机热

与技术战略》等国家级政府文件，
基本明确：对未来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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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装备的宏观需求是全球到达、快速打击、持久攻击、

2 战斗机发动机技术研究与产品研制的发展

持久且快速反应的情报 / 监视 / 侦察（ISR）、多任务机

特点与趋势

动、灵活保障等；
对下一代战斗机的基本要求：可能为
可选有人与无人驾驶和具备超声速巡航与作战、超常
规机动、超级隐身、
超远程打击、超越物理域和信息域
的实时控制等能力；对其发动机的基本要求：可能为
超大推力与推重比、超低油耗、超级隐身、超机动、长
耐久（寿命）、
超低费用。因而，
美国第 6 代战斗机发动
机可能的结果：以高效高耐久核心机为基础，实现大
推力与高推重比；以低压自适应部件和智能控制为基
础，实现多任务适应性与低油耗；以高隐身结构的进
口与喷管与超级隐身材料为基础，实现超级隐身；以
增加矢量控制技术为基础，实现更高机动性；借鉴预
研与型号经验，实现长耐久和超低费用。目前，GE 公
司基于 VAATE 计划开发和验证的自适应通用发动

美国战斗机发动机的技术研究与产品研制的发展
历程如图 3 所示。综合分析美国战斗机发动机技术研
究与产品研制的发展，
可以发现以下发展特点和趋势。
PW1000G
JT9D

F100-100

XF119/YF119/F119

F100-220

PW8000

F135
AETD

JTF14

JTDE690

JTF22
JTF16

ATEGG685

STF200
第1代 第2代
LWGG/ATEGG

XTE66

GE9

XTC66

F101

1960 1963 1967

IHPTET

ATEGG3

GE21
（YJ101VCE）

GE16

VAATE

第5代

第4代

GE23
GE23A

ADVENT

ATEGG4
ATEGG5

高性能 AETD 自适应
验证机
发动机

GE29 XTE45
XF120 YF120

F404

TF39

1971 1974

核心机验证机 发动机验证机

F110-100

1982 1985 1988 1990

F414

F136
F120

1998

2002
年份

2006

2013

流道”技术，即在传统涡扇发动机的核心机流道和外

2.1 战斗机发动机技术的发展特点与趋势

涵道流道的基础上增加由自适应风扇产生的第 3 个外

2.1.1

流道，
ADVENT3 流道变循环发动机如图 1 所示。PW

实基础

用在 VAATE 计划下开发和验证的变循环技术和自适
应风扇技术发展的 PW9000 发动机如图 2 所示。

2017

2023

产品

图 3 美国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发展概况

机技术（ADVENT）发展的自适应循环发动机，采用“3

公司以 F135 和
“静洁动力”
PW1000 发动机为基础，采

PW9000

AL31F

第3代

JTDE
APSI
第1代 第2代
第3代
GE1
ATEGG1
ATEGG2
GE1/6

XTE68

技术研究是战斗机发动机技术产品研制的坚

美国战斗机发动机技术与产品的发展，基于需求
牵引和技术推动的政策。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美国制订了 1 套比较完
整的分阶段的发动机研究和研制全过程的组织和管
理体制文件。其核心是把发动机技术研究和产品研制
的全过程分为研究、探索发展，预先研制、工程研制和
作战系统发展 5 个阶段。各阶段的投资都是专款专

ADVENT 发动机结构，
进
气道和尾喷管均为 S 型

用。在此期间，美国官产学实施了 ATEGG、APSI 等技
术研究计划，开发和验证了大量的新技术、新材料和
新工艺，为 TF39、
TF30、F100、
F101 等发动机的性能
提高和成功研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ADVENT 发动机模型。前部（左）可以明显看出 3 涵道结构，后部（右）尾喷管呈弯曲
状，
遮挡涡轮部件减小雷达反射和红外辐射，
对涵道气流也参与排气流掺混和冷却

图 1 ADVENT3 流道变循环发动机

20 世纪 70 年代，由于 F100 和 TF30 等发动机较
差的可靠性、耐久性和作战适应性影响了战斗机的使
用，除了在之后继续进行的 JTDE 等技术预研计划中
明显增加了耐久性和可靠性验证内容外，美国军方
（空军和海军）和工业界（PW、
GEAE 公司等）于 70 年
代末和 80 年代初还实施了部件改进计划（CIP）、发动
机型号衍生计划 （EMDP）、发动机结构完整性大纲
（ENSIP）、发动机耐久性和损伤容限评估（DADTA）、
发动机热端部件（HOST）和低循环疲劳（LCF）等技术
预研计划，开发和验证军用发动机的性能提高、耐久

图 2 PW9000 发动机

性改进、
费用降低等先进技术，为性能与可靠性、耐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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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可 维 修 性 的 综 合 平 衡 的 F100-PW-220 和

来 ，PW 公 司 从 最 初 JTF14、JTF16 到 JTDE690、

F110-GE-100 发动机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XTE65、XTE66、
XTE67 等开发了几十种核心机或发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美国官产学又联合实施

动机验证机，而形成发动机型号的只有 F100、F119、

了高速推进技术 （HSP）、
IHPTET、HCF 和 VAATE 等

F135 等发动机；GE 公司从 GE1 开始发展到 GE37 以

技术预研计划，开发和验证军用发动机的性能提高、

及 XTE76、XTE77 等 40 多种核 心机 或发动 机验 证

耐久性改进、费用降低等前沿技术，为 F100、F110 和

机，而真正形成发动机型号的只有 TF39、F110（F101

F414 等 第 4 代 发 动 机 的 改 进 改 型 ，F119、
F135 和

同核心机）、F404、F414、
YF120（未定型）、F136（未装

F136 等的第 5 代发动机的研制和改进，为未来战斗

备）等发动机。可以说，在众多的验证机中，能够形成

机发动机的研制都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同时引入

型号装备部队的寥寥无几。这也充分说明美国实施技

了技术成熟度（TRL）度量标准，以验证其可实现性，

术预研计划的目的是通过核心机和发动机验证机来

从而降低研制风险。

开发和验证先进技术，保持技术的持续发展和领先，

总之，美国政府部门和空军 / 海军等使用部门，

用以改进现有产品和研制未来产品，而不是单纯追求

根据当时特别是未来的需要，
制定了综合性和前瞻性

产品。

的远期技术预研计划，开发和验证了大量的新技术、

2.1.3

变循环（自适应循环）技术还需深入开发与验证

新材料和新工艺，为先进战斗机发动机的全新研制打

双外涵变循环涡喷 / 涡扇发动机的发展源于 20

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为了解决型号在研制与使用中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美国轰炸机和运输机对超

暴露的问题，
实施了一些部件改进和专项技术预研计

声 速和超声 速 巡航的需 求。对于 变循 环发动 机 ：

划，为现役型号和在研型号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

60～80 年代初期美国主要进行方案探索研究；80 年

这些系统成套的技术预研计划所开发和验证的技术，

代中期以来，美国、英国、
法国和日本等国家主要进行

既满足了战斗机发动机远期的研制和发展要求，也满

方案优选和验证。发展历程如图 4 所示。

足了战斗机发动机近期研制和改进的需要，使战斗机

VAPCOM
（1960~1962）

发动机走上了“使用一代、改进一代、研制一代、预研
一代、
探索一代”
的科学发展道路。
2.1.2

GE

Flex Cycle
（1960~1968）

DBE-GE2

动机的核心机技术后，
就一直秉承着利用核心机和发
动机验证机来验证发动机技术的基本思路，并持续实
施。美国在预研计划下开发和验证的核心机和发动机
验证机是为了更真实和高技术成熟度地验证先进技
术的产物，更多的是技术开发与验证的平台。美国技

RTA
（2001~2005）

DBE-GE23（GE）

AETD GE/PW
（2012~2020）

MOBY VCE
（1973~1974）

PW

自 1963 年美国提出 ATEGG 计划来验证航空发

ADVENT
（2007）

COPE

核心机和发动机验证机是技术开发与验证的

平台

3-ADP

F120（GE37）

TACE

PW9000

VSCE

SBVCE

RR
SNECMA

LAPCATI
MCV99
（2005）
LAPCATII
（2008）

Tandem Fan VCE

HYPR90-C

日本
1960

1870

1980

1990
年份

2000

2010

2020

图 4 国外变循环发动机发展概况[11]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 NASA 实施超声速巡航研

术预研计划实施原则包括：
（1） 在真实的全尺寸核心

究（SCR）计划，对变循环发动机的实质性进行研究，

机环境下对部件进行试验；
（2） 应用经过考验的现有

从上百个方案中优选出能够满足亚声速和超声速飞

平台对工业界研制的新技术和部件进行试验验证；

行要求的 2 种变循环发动机，即 GE 公司的双涵道发

（3） 输出的推力或空气流量处于适当发动机等级、所

动机（DBE）和 PW 公司的变流路控制发动机（VSCE）

做的全部部件都与同一空气流量相匹配；
（4） 允许其

进行集中研究。在 1976 年还特别制定了单独的超声

成功但不能保证其成功。

速推进技术研究计划——
—变循环发动机（VCE）计划。

据不完全统计，从 1963 年实施涡轮发动机燃气

20 世纪 80 年代，GE 公司在美国第 5 代战斗机

发生器（ATEGG）研究计划、1967 年实施飞机推进系

竞争中对采用变循环技术的 YF120 发动机进行地面

统综合（APSI）计划、1973 年实施的 JTDE 计划、1988

验证和飞行验证，最终因研制风险较大败于 F119 发

年实施 IHPTET 计划和 2006 年实施 VAATE 计划以

动机没有进入工程研制。1985 年后，美国的变循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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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研究计划工作纳入 NASA 的高速推进研究计划
（HSPR），DBE 和 VSCE2 种方案继续得到发展。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在 IHPTET
研 究 计 划 下 ，GE

和

Allison

争的经验与教训，为了应对 MiG-25 战斗机并取得空
中优势，
美国决定研制中空格斗战斗机。该战斗机既
要具有突出的空中格斗性能，又要兼顾对地攻击能

公 司 以

力，因而要求配装的发动机具有较高的推重比和较好

XTC16/XTC76/XTC77 核心机验证机和 XTE76/XTE77

的进气道 / 发动机匹配性能。为了满足美国空军的要

发动机验证机为平台，
开发和验证双外涵变循环涡喷

求，PW 公司采用“尽量增大发动机推力和减轻发动

/ 涡扇发动机技术——
—可控压比发动机（COPE）技术。

机 质量”的 总体 设 计 思 想 ， 在 60 年 代 初 实 施 的

21 世纪初，在 VAATE 研究计划第 1 阶段中，美

LWGG、
ATEGG

APSI 计划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

国空军实施了自适应通用发动机技术 （ADVENT）研

了美国当时几乎所有可行的新技术、新结构和新材

究计划，将自适应循环发动机（变循环发动机）技术作

料，研制了 F100 发动机。

为下一代军用发动机的技术授予 GE 和 RR 公司进

20 世纪 80 年代初，随着 Su-27 和 MIG-29 等战

行开发和验证。美国国防部于 2012 年夏天投资 2.136

斗机以及空对空导弹技术的不断进步，F-15/F-16 等

亿美元，确定 GEAE 和 PW 公司参与实施为期 4 a 的

战斗机空中优势堪忧，美国军方筹备研制新一代空中

自适应发动机技术验证（AETD）计划。AETD 计划是

对抗战斗机。对新一代战斗机发动机的要求是具有高

ADVENT 计划的继续，是 1 项技术成熟计划，目的是

推重比、
推力矢量能力、低红外和雷达信号特征、低不

促进采用 3 涵道结构的自适应发动机技术成熟，以为

加力耗油率、大喘振裕度、高可靠性和耐久性、良好的

未来 3 a 内可能开始工程研制阶段的美国空军下一

维修性和低的全寿命期费用。为此，美国空军选定

代战斗机或轰炸机等多种作战平台提供动力技术。

PW 公司研制 F119 发动机，其充分吸取 F100 发动机

AETD 计划分 2 个阶段进行，第 1 阶段到 2015 年中

的研制和使用经验，采用低风险策略、一体化产品研

期结束，完成初始发动机设计，以及全环形燃烧室、高

制、发动机完整性大纲等手段，采用高负荷 / 空心 / 无

压压气机和陶瓷基复合材料部件的试验；第 2 阶段到

高循环疲劳的整体叶盘结构风扇转子、复合材料风扇

2016 年结束，将完成风扇和核心机试验，首台发动机

静子、轻质随机转子、先进阻尼叶片、浮动壁燃烧室、

整机试验最早在 2017 年进行。AETD 计划在 2013 年

单晶涡轮转子和导向叶片、高负荷超冷涡轮、刷式密

2 月进行初始概念评估、2014 年进行压气机台架试

封、轻质且结构简单的喷管、以光纤做部件的先进发

验、2015 年进行风扇和核心机试验、
2016 年完成发动

动机数字控制系统等技术，
实现了性能高、结构紧凑、

机的整机地面试验，
技术成熟度 TRL6，具备正式开始

可靠性高、耐久性和保障性好，很好地满足了 F-22

发动机研制的条件。2020 年将开始飞行试验，
技术成

战斗机的战术要求。

熟度达到 TRL8。
总之，尽管变循环发动机经过了 40 多年的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为了节省费用，美国国防
部取消了多用途战斗机（MRF）和 A/F-X 研制计划，

并且几乎发展为第 5 代战斗机发动机，但是随着认识

先后启动了联合先进攻击技术（JAST）和联合攻击战

的加深和需求的变化，一些关键技术还需要更深入开

斗机（JSF）研制计划，选定 PW 公司研制 F135 发动

发与验证，有理由相信这项颠覆性的技术很可能用于

机。F135 主推进系统以 F119 发动机核心机为基础，

美国第 6 代战斗机发动机上。

重新设计了风扇和低压涡轮，改进了加力燃烧室和喷

2.2 战斗机发动机产品研制的发展特点与趋势

管；采用了在 IHPTET、VAATE、等研究计划下开发和

2.2.1

验证的进口外物损伤检测技术、
耐高循环疲劳的风扇

型号研制受国防武器需求牵引，众多先进技术

有机集成

叶片、先进热障涂层、高温刷式密封、金属基复合材

美国发动机型号研制，
是在国防武器需求的强烈

料、低可探测性轴对称喷管、
变排量燃油泵、整体式起

牵引下，集成之前型号成熟经验和在验证机上开发和

动 / 发电机、分布式控制系统、在线健康诊断等先进

验证的先进技术实现的，如 F100、F404、F110、F414、

技术，实现了推重比高、涵道比小、增压比高、涡轮进

F119、
F135 等发动机。

口温度高、耐久性高、
可维护性好和保障性好。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总结越南和中东 2 次战

总之，美国战斗机发动机的全新研制和改进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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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都受国防武器需求牵引，继承较多之前型号研制

证工作，也取得了明显效果，但是其技术指标变为产

积累的成熟技术保持可靠性和耐久性，采用经过预研

品指标都要经过很长时间。

计划验证的较多的先进技术提高综合能力，实现了综

2.2.3

合性能、研制费用和研制风险之间平衡的理性发展。

为发展趋势

2.2.2

提高技术指标始终是战斗机发动机的发展趋势
战斗机发动机最重要的技术指标是推重比和耗

高综合性能是型号使用的必然要求，并逐步成
20 世纪 40～50 年代是航空涡轮发动机发展初

期，美国战斗机发动机的研制以解决气动热力问题、

油率，
二者直接影响着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加速性、爬

推力和耗油率等性能指标达标为重点，
没有能力考虑

升率、
持续转向力、最大平飞速度等核心指标。

寿命和耐久性等问题，只能采取“武器库思想”解决

世界现有型号发动机和美国 IHPTET 与 VAATE

“有与无”的问题。

计划理想的发动机验证机的推重比发展趋势如图 5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以解决战斗机与发动机间及

所示。从图中可见，
美国战斗机发动机的推重比已经

各部件间的匹配问题为重点，开始考虑降低型号研制

由 F100 发动机的 7.0 级提高到 F119 发动机的 10.0

风险，取得了初步成果。60～70 年代，战斗机发动机

级，最新的 F135 发动机的推重比也只达到 10.0 级；

的研制将提高性能作为重中之重，强调“3 高 1 低”
，

而 IHPTET 计划的目标是 16.0 级，VAATE 计划的目

没有将可靠性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导致投入使用

标是 20.0，显著高于实际产品所能达到的目标。

后，出现大量作战适应性、可靠性、耐久性和维修性问
题，严重地影响了战斗机的作战使用，大大增加了全
寿命周期成本。在 1979～1985 年，实施了发动机型号
衍生计划，将先进的部件技术应用到 F100 生产型发
动机中，改型研制了“性能降低、耐久性与可靠性提
高”的 F100-220 发动机，解决了长期困扰的非常严
重的作战适用性、可靠性、耐久性和维护性的问题（见
表 1），于 1985 年投入生产。

图 5 航空发动机推重比的发展

世界现有型号发动机和美国 IHPTET 与 VAATE
计划理想的发动机验证机的耗油率发展趋势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
PW 公司的战斗机发动机的耗油
率已经由 F100 发动机的 0.70 级降低到 F119 发动机
的 0.60 级；而 IHPTET 计划的目标是较 20 世纪 80 年
代末的水平降低 40%，VAATE 计划的目标是较 F119
发动机的降低 25%，也均高于实际产品所能达到的
目标。

表 1 F100-PW-220 发动机验证的可靠性和可维修性
F15/F100 F16/F100 F15/F100 F16/F100
指标

-PW-100 -PW-200 -PW-220 -PW-220

推重比（T/W）

7.6

7.6

7.5

7.5

耗油率 （
/ kg/daNh）

0.72

0.72

0.73

0.73

4.9

7.5

2.2

2.7

3.7

2.3

1.4

1.4

1.2

1.8

0.39

0.55

63

60

132

147

返修率 /1000 发动机飞
行小时
航线可换组件 /1000 发
动机飞行小时（0）
维修工时 / 发动机飞行
小时（0&L）
平均维修间隔时间 /h
NRIFSD／1000 发动机飞
行小时

0.008

0.0

20 世纪 80 年代，在 F119-PW-100 发动机的研
制中，美国政府和工业界充分吸取了 F100 发动机的
图 6 航空发动机耗油率的发展

研制和使用经验，采用低风险策略、一体化产品研制、

总之，美国一直追求提高推重比和降低耗油率等

发动机完整性大纲、风险管理和并行工程等，使 F119

战斗机发动机关键指标，并开始了一系列的开发与验

发动机具有性能高、结构紧凑、可靠性高、耐久性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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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性好等优势，不但继承了第 4 代飞机发动机的性能

先进的核心机和发动机验证平台发展为型号验证机，

优点，
而且在结构、耐久性、可维护性和保障性上也有

并不断吸取型号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研制了著名的

所突破，零件数量减少 40%～60%，耐久性提高 2 倍。

F101、F100、F110、F404、
F414、F119 和 F135 等战斗机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 F135 推进系统的研制中，美

发动机，产品研制得到科学与快速发展，20 世纪 90

国政府和工业界充分吸取了 F100 和 F119 发动机的

年代以来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21 世纪已经开始

研制和使用经验，以 F119 发动机核心机为基础，实现

筹划研制第 6 代战斗机发动机。随着 ADVENT 和

综合性能明显提高。具体表现包括：推力增大 10%；

AETD 等计划的不断实施, 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将逐

质量减轻，使 F-22 战斗机实现超声速巡航；耗油率

步成熟,并很可能成为第 6 代战斗机发动机；而且，高

降低 2%～3%；工作中油门移动速度不受限制，空中

超声速、太阳能、脉冲爆震等仍处于概念探索阶段的

起动成功率 100%，机动性与可操纵性大大提高；可

发动机的发展潜力将逐步明朗，但在 2030 年前配装

靠性与耐久性提高（见表 2）；全寿命周期费用降低的

下一代战斗机的可能性并不大。

同时，
也使研制风险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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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技术成熟度评价方法应用研究
刘晓松，
王桂华，刘庆东，贾淑芝，
史妍妍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
沈阳 110015）

摘要：为提升中国航空发动机研制项目中技术风险的管控能力，支撑项目决策，根据中国航空发动机研制特点，结合国外技术
成熟度评价的成功经验，
提出了 1 套适用于中国航空发动机研制的技术成熟度评价方法，重点针对航空发动机全生命研制周期内
的技术成熟度等级控制要求、
关键技术元素的识别方法、
技术成熟度等级评价标准、
技术成熟度评价工具等方面进行了介绍。通过
选取典型项目作为试点进行验证，证明该方法有效、可行，能够实现项中技术风险的识别与管控,为中国航空发动机研制中技术成
熟度评价方法的应用提供借鉴。
关键词：技术成熟度；
关键技术元素；
技术风险；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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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echnology Readiness Assessment Metho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eroengine
LIU Xiao-song, WANG Gui-hua袁LIU Qing-dong, JIA Su-zhi袁SHI Yan-yan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apacity of control risk in Chinese aeroengine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the basis of the decision-

making, a readiness assessment method that was used in aeroengine development was presented by taking the advanced theory and practical
abroad as reference. The method included the 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 control required in the life cycle of aeroengine development,

critical technology element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readiness assessment criterion, technology readiness assessment tool and so on, and the

method was proved reasonable and feasible through one pilot project. It will be a useful reference to technology readiness assessment in
Chinese aeroengine development.

Key words: technology readiness曰critical technology element曰technology risk曰aeroengine

决策的重要工具之一[4-7]。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作为技术高度复杂的综合集成系统，

技术成熟度评价方法是 1 种基于技术发展成熟

其研制存在很大风险[8]。在既要提升发动机性能和可

规律、
采用标准化测量等级对技术成熟度程度进行测

靠性，又必须采用新技术的前提下,在航空发动机研

评的系统化过程和程序。该方法确定的技术成熟度能

制过程中选择采用何种新技术，
如何有效地评估新技

够有效地反映单项技术相对于某个项目的预期目标

术成熟度水平，
成为控制发动机研制技术风险的关键

的满足程度

环节。

。20 世纪 80 年代末，该方法由美国

[1-2]

NASA 在航天技术领域率先提出入并使用；
1999 年，
美

本文针对中国航空发动机的研制特点，提出用于

国国防部引入该方法，
并在其项目采办中推广应用 。

航空发动机研制的技术成熟度评价方法，主要针对航

目前，
技术成熟度评价方法已成为欧美发达国家在国

空发动机全生命研制周期内的技术成熟度控制、关键

防采办和科研管理中广泛采用的 1 种评估方法，也是

技术元素识别方法、成熟度评价标准、评价工具等方

产品开发和技术研究承担机构作为技术评估的手段，

面内容进行介绍。

[3]

更是控制技术风险，确保装备研制质量，支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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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生命周期技术成熟度控制要求
参考国外军工产品研制的技术成熟度评价成功
经验，结合中国对武器装备研制阶段的划分[9-10]，以及
相关标准中对技术成熟度评价的规定[11-12]，根据中国
航空发动机研制的特点，制定航空发动机技术成熟度
评价要求。

决策点，
要求项目应用的关键技术成熟度等级至少达
到 6 级；
大批生产决策点：进入批量生产阶段的决策点，
要求项目应用的关键技术在真实环境下得到验证，技
术成熟度等级达到 9 级。
1.2 对风险技术的应对措施
按照技术成熟度等级要求，对不满足技术成熟度

1.1 技术成熟等级要求
航空发动机全生命周期内研制划分为 7 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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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的关键技术，可采取以下 3 种应对措施[13]：

3 个里程碑以及若干决策点，研制阶段、里程碑、决策

措施 1：
推迟对应的评审；

点设置如图 1 所示。技术成熟度等级要求主要结合这

措施 2：
用满足要求的替代技术；

些里程碑、评审点制定，按照技术成熟度控制方的不

措施 3：
将不成熟度的技术带入下一阶段。

同，将技术成熟度评价要求划分为军方控制点和研制

如项目管理方选择措施 3，研制单位应一并提交

单位自控点 2 条线。

1 份技术成熟度提升计划，阐明技术成熟度所能达到
项目要求等级所需开展的验证、
资源、时间等内容，并
将计划纳入下一阶段的项目科研计划中推进实施。
通过制定航空发动机全生命周期各里程碑、决策
点的技术成熟度等级要求，
结合风险技术的应对措施
的实施，可以实现对项目中的技术风险有效管控，从

图 1 全生命周期内技术成熟度等级要求

1.1.1

军方控制点及技术成熟度等级要求

管理角度提升产品的设计质量。

2 关键技术元素识别
关键技术元素的识别是技术成熟度评价中的重

军方控制点主要依托航空发动机研制中的 3 个
里程碑，其具体的技术成熟度等级要求如下。

要环节，也是项目开展技术成熟度评价的基础，可确

里程碑 A：型号立项的决策点，在项目立项评审

定需要进行技术成熟度评价的关键技术元素，输出项

前，项目中应用的关键技术需通过原理样件验证，并

目的关键技术元素清单。通常关键技术元素识别所需

确认技术的重要特征和参数，
技术成熟度等级至少要

时间占整个评价时间的 60％～70％[14]。
针对航空发动机项目研制，在每次技术成熟度评

达到 3 级；
里程碑 B：进入产品工程研制的决策点，在项目

价开展前均需对相应研制阶段的关键技术元素进行

的方案评审前，项目中应用的关键技术至少要在技术

识别：既不能保守，将相对成熟的技术识别为关键技

验证机或模拟发动机工作环境部件实验器上得到验

术，导致项目管理成本的增加；又不能将相对不成熟

证，技术成熟度等级至少要达到 5 级；

的技术排除到关键技术元素之外，导致项目的技术风

里程碑 C：发动机完成主要设计的决策点，在项

险得不到有效识别和控制。

目的设计定型评审前，
项目中应用的关键技术需经过

关键技术元素的识别通常基于项目的技术分解

验证且被证明在其能够在最终形式和预期条件下工

结构，其目的是确保项目所应用技术被全面、完整地

作，技术成熟度等级至少要达到 8 级。

梳理出来。同时，通过技术分解结构可控制梳理技术

1.1.2

的“颗粒度”
，技术分解得过细，会增大技术成熟度评

研制单位自控点及技术成熟度等级要求
研制单位自控点的设置相对灵活，除满足军方门

控点要求外，
其它决策点可根据项目具体的进展情况

价的工作量，提升管理成本，分解太粗则起不到识别
技术风险的目的。
技术分解结构的构建需基于项目的工作分解结

视情开展技术成熟度等级评价。其主要决策点的技术
成熟度等级要求如下。
原型机研制决策点：工程验证机向原型机转段的

构 ，分析发动机的主要的功能构成，梳理发动机的
[15]

子系统、部件级产品构成，需分解至项目的技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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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层次。根据各子系统级、部件级的功能、性能指

3 技术成熟度评价标准

标，明确其实现的技术途径，从而确定实现系统、分系
统和部件级产品的技术。航空发动机的技术分解结构
如图 2 所示。

技术成熟度评价标准是成熟度评价方法的核心，
包括技术成熟度等级定义和技术成熟度等级评价准
则 2 部分内容。
技术成熟度等级定义描述的是关键技术元素相
对项目预期目标的满足程度的度量，通常在技术成熟
度评价过程中用于关键技术元素技术成熟度等级的
初判，航空发动机研制的技术成熟度等级定义、描述
以及含义见表 2。
表 2 航空发动机技术成熟度等级含义
TRL

定义

技术载体

验证环境

纸面资料

无

纸面资料

无

技术基本工作原理
TRL 1 己被观察并有相关报
告(科学研究)

图 2 发动机技术分解结构

概念性地描述了该
TRL 2 技术的应用，
并找到了
有可能的应用对象

在项目的技术分解结构基础上，对技术进行筛
选，确定存在风险的关键技术元素，对关键技术元素
的筛选除满足其基本要求外，
还要具备新颖性和重要

通过分析和原理样
TRL 3 件试验已确认该技术

2.该技术具备具有可物化、
可验证的软、
硬件技术载体

技术在部件试验器

2.依据发动机全生命周期技术成熟度等级要求，在下次里程碑决

验证

3.对技术概念的理解的局限性会导致潜在的成本风险，导致引起

TRL 6 际工况类比的环境下

1.该技术是新技术或改进技术

类比实际环境
工程验证机

得到演示
TRL 7

原型机在近似真实
环境下得到演示
通过了测试和验

TRL 8 证，型号已完成研发
工作，
客户满意

严重超支
单个 CTE 新颖性检查项(至少满足 1 项)

车台)

工程验证机在与实

策点评审点，该技术存在不满足成熟度等级要求的风险，进而影响到
项目进度

模拟发动机的

TRL 5 或技术验证机上得到 部件 / 技术验证机 工作环境(地面试

单个 CTE 重要性检查项(至少满足 1 项)
1.该技术直接影响所属部幅统的需求（设计指标）

试验室环境

证

单个 CTE 基本要求(需全部满足)
1.该技术具有明确的、
可量化考核的技术指标

零组件

部件和基本的子系
TRL 4 统已经通过了试验验

表 1 单项 CTE 初步筛选准则
单个 CTE 识别准则

试验室环境

的重要特征和参数

性的特点，经筛选形成初步的关键技术清单。其具体
的筛选准则见表 1。

原理样件

TRL 9

台)
近似真实环境
原型机

(飞行台、
串装试
飞)

原型机
(设计定型)

近似真实环境
(高空台、
飞行台)、
真实环境(部队领
先使用)

型号已通过服务经
验得到验证

(地面台架、
高空

批产(生产定型)

真实使用环境

2.该技术的应用环境有较大变化
3.该技术会被用来实现超出其原设计意图的性能或已被验证的能
力
4.在以往的工程实践中，存在由于该技术不成熟对发动机造成故
障？是否有故障案例?

技术成熟度等级评价准则是对技术成熟度等级
各级包含工作的更为细致的划分，在技术成熟度评价
过程中用于关键技术元素技术成熟度等级的详判，可
通过逐条对照的方法判定关键技术元素是否达到相

基于初步筛选的关键技术清单，通过界定每个关

应的等级。航空发动机的评级准则是根据表 2 描述的

键技术元素的应用环境，判断每项关键技术元素的应

航空发动机技术成熟度等级定义，参照通用的技术成

用环境是否有重大变化，协调确定最终的关键技术元

熟度评价准则编制的[11]，航空发动机研制的技术成熟

素清单。

度 6 级的部分评价准则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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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航空发动机 TRL6 评价准则
序号
1

TRL6 部分评价准则
确定并验证了与其他相关技术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
了解发动机最终使用环境，如飞行包线(运行工况）、载荷、环

2

境要求、
发动机轮廓尺寸、质量、安装形式、功率提取、引气要求
等。

3

完成工程验证机设计，
设计计算分析达到了设计技术要求。

4

利用建模仿真手段模拟发动机在使用环境中的性能。

5

通过验证机试验验证，
性能达标。

6

试验环境逼真度高，但还不是最终的使用环境，同时说明了
与使用环境的异同。

图 4 航空发动机技术成熟度评价工具部分界面

至少要经过可行性分析，
以及试验件的验证。
项目负责人召集各专业团队负责人，依据关键技

4 技术成熟度评价工具

术元素识别方法，完成了项目论证阶段的关键技术的

为提高技术成熟度

识别，形成了关键技术元素清单，并依据技术成熟度

评价工作效率，规范航空

评价标准，开展了关键技术元素技术成熟度等级的自

发动机的技术成熟工作

评价，确定了各关键技术元素的成熟度等级。实现了

行为，采用信息化的方式

关键技术元素的有效识别以及成熟状态的量化。

集成技术成熟度等级的

依据技术成熟度评价结果，对照该阶段技术成熟

评判要求、评价流程以及

度控制要求，将技术成熟度等级低于 TRL3 的关键技

评价准则，开发航空发动

术元素确定为项目论证阶段的主要的技术风险点；针

机技术成熟度评价工具，

对各技术风险点分别制定技术成熟度的提升计划，并

实现项目的评价要求的

将其纳入科研管理计划，
结合计划的实施达到对项目

设定，技术成熟度等级的

技术风险识别与管控的目的，为项目的决策起到了重

初判、详判，评价结果的

要的支撑作用。

自动计算、评价信息的存

6 总结

储等功能。
技术成熟度评价工

（1）关键技术元素的识别是技术成熟度等级评价

具的使用流程及工具的

的基础，
通过构建适于航空发动机研制的技术分解结

部分操作界面分别如图

构，结合关键技术的识别准则，可以实现对关键技术

3、
4 所示。

完整、有效的识别；

5 应用情况
选取航空发动机某

（2）技术成熟度等级评价标准是技术成熟度评价
图 3 技术成熟度评价工具

的核心，合理制定航空发动机技术成熟度评价标准，

使用流程

可将项目中的技术风险“量化”，
为技术风险的管控提

研制项目的论证阶段作
为试点，应用该方法开展了其工程适用性的验证。
项目在论证过程中，存在其关键技术识别不全
面，识别的关键技术的“颗粒度”不一致，关键技术状
态缺乏量化的考核方法等问题，直接影响项目技术风

供依据；
（3）通过制定航空发动机全生命周期内各里程碑、
决策点的技术成熟度等级要求，
识别并评价关键技术
的成熟度等级，结合风险技术的应对措施，可实现项
目技术风险的有效管控。

险的识别与控制，进而影响到项目的决策。
针对上述问题，
项目团队根据全生命周期内的技
术成熟度控制要求，
确定了该阶段的关键技术元素的
成熟度等级至少应达到 TRL3，即全部关键技术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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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风车不平衡适航符合性验证
贾

惟，何文博，刘

帅

（中国民航大学 天津市民用航空器适航与维修重点实验室，
天津 300300）
摘要：CCAR 25 部《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对航空发动机的持续转动提出明确要求，即航空发动机的持续转动不会危及飞行安
全。
参考美国联邦航空局（FAA）第 25-141 号修正案，
详细分析了 FAR 25.362 条款对发动机失效载荷的要求及其适用的符合性验证
方法。通过对服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研究了风车不平衡符合性验证条件。结果表明，不平衡量等于 1.0 与 1 h 备降时间组合、不
平衡量等于 1.0 与最大不超过 3 h 备降时间组合可以满足安全性的要求，在此基础上从载荷、强度、耐久性、系统完整性以及人为
因素 5 个方面开展符合性验证。采用完整的飞机模型和发动机模型进行符合性验证是可以接受的。机体结构模型要通过地面振动
试验进行校验，
发动机模型要通过风扇叶片脱落试验进行校验。
关键词：持续转动；
风车不平衡；不平衡量；
机体结构模型；
发动机结构模型；
地面振动试验；风扇叶片脱落试验
中图分类号：V2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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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worthiness Compliance Demonstration for Aeroengine Windmilling Imbalance
JIA Wei, HE Wen-bo, LIU Shuai
渊Tianjin Key Laboratory of Civil Aircraft Airworthiness and Maintenance, 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Tianjin 300300, China冤
Abstract: CCAR Part 25 presents a clear requirement for aeroengine continued rotation which states that the continued rotation of

aeroengine can not jeopardize the safety of the airplane. Requirements of engine failure loads and relevant methods of compliance were both
analyzed in details according to FAR 25.362 which was issued by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in amendment 25-141. A compliance

demonstration criterion was obtained through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service data. Results show that imbalance design fraction equals to 1.0
combined with windmilling time equals to 1 hour and imbalance design fraction equals to 1.0 combined with windmilling time less than 3

hours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safety targets. Based on these two criteria, compliance demonstr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from five aspects
including loads, strength, durability, system integrity and human factors. A complete integrated airframe and engine analytical model for
compliance demonstration are acceptable. Airframe structure model should be validated by ground vibration test and engine structure model
should be validated by fan blade off test.

Key words: continued rotation曰windmilling imbalance曰imbalance design fraction曰 airframe structural model曰engine structural

model曰ground vibration test曰fan blade off test

车不平衡状态是由发动机轴支承失效、风扇叶片脱落

0 引言

及其附带损伤引起的。风车状态是 1 个远离设计点、

航空发动机有 2 种典型的影响飞行安全的持续
不平衡状态：
风车不平衡状态和高功率不平衡状态 。
[1]

复杂的特殊工况，
这种工况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直到
飞机完成其备降飞行[4]。

风车状态是指航空发动机空中停车、
燃烧室熄火或者

高功率不平衡状态发生在叶片刚刚失效之后、发

不工作时，气流通过未点燃的发动机并由于空气动

动机停车或者转速开始下降之前。这种状态通常考虑

力、转子惯性和阻力矩共同作用而带动发动机轴转

少于 1 个完整叶片脱落的情况，
可能持续几秒钟或几

动，短时间稳定在某一转速的亚稳定旋转状态

分钟。在某些情况下，它降低了机组人员通过读取仪

。风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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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来确定受损发动机以及发动机受损程度的能力[5-6]。
根据美国的统计，从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开始服
役到 1996 年，累计 4.26 亿个飞行小时（从起飞滑跑
开始至降落到地面的时间）。在这期间发生了 152 起
值得关注的事件。所谓 1 起值得关注的事件表示 1/4

15

12

9

6

或者更大的风扇叶片脱落引起的不平衡，或者是转子
支承失效的状态。服役经验表明，脱落的风扇叶片小
于整个叶片的 1/4 并不会引起严重振动。在这 152 起
事件中，风扇叶片脱落事件有 146 起，远高于 6 起风

3

0

40

60

80

CCAR-25R4 和 CCAR-33R2 中均对发动机的持

1.5

续转动提出了要求[7-8]。本文根据涡扇发动机的统计数

1.0

和备降时间的组合，分析了符合性验证的要求，讨论
了发动机失效载荷的评估要求和评估方法，详细分析

Gamma-MLE
Weibull-MLE
Lognormal-MLE

0.5
0

了满足适航要求的飞机结构模型和发动机结构模型
的建模要求和验证要求。

0.5

1.0

1.5
I

2.0

t。I=1.0 定义为：
在叶片包容性和转子不平衡试验中[9]，
最关键的涡轮、压气机或风扇叶片失效导致的质量不
平衡。风车时间定义为：叶片脱落到飞机着陆所经历
的时间给出了不平衡事件中的不平衡量 I 和风车时
间的分布分别如图 1、2 所示。
采用 γ 分布、Weibull 分布和对数正态分布对上
述数据进行拟合，拟合结果如图 3、4 所示。3 种分布
呈现出一致的变化趋势。从图 3 中可见，γ 分布和对
数正态分布与统计数据吻合较好，而且对数正态分布
的峰值与统计数据更接近。从图 4 中可见，在 20、30
30

3.0

Gamma-MLE
Weibull-MLE
Lognormal-MLE

0.04

首先定义 2 个基本参数：不平衡量 I 和风车时间

2.5

图 3 不平衡量概率密度分布
0.05

1 持续不平衡统计数据分析

120

图 2 风扇叶片脱落事件风车时间分布
2.0

据，采用统计学方法分析满足安全性要求的不平衡量

100

Windmill time/min

扇转子支承失效事件。因此本文着重讨论由于风扇叶
片脱落引起的风车不平衡的符合性验证。

20

0.03
0.02
0.01
0

20

40
60
Windmill time/min

80

100

120

图 4 风车时间概率密度分布

和 50 min 处出现了 3 个峰值，3 种分布函数对统计数
据的描述相差较小。
利用极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ors）方法对这 3 种分布进行参数估计，同时定义累积
分布函数 FCD（Function of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CD（i）= i-0.3
N+0.4

（1）

式中：N 为总数；i 为序号。

25

以不平衡量为例进行分析，
图 5 给出了累积分布

20

函数随不平衡量的变化关系曲线。从图 5(a)中可见，

15

对数正态分布的相关系数 R 2 比 γ 分布和 Weibull 分

10

布更高。而图 5(b)中的 1-FCD 表示某一不平衡量或

5

者更高不平衡量发生的概率。可知，不平衡量较高的

0

时候，对数正态分布得到的概率最高，也就是对数正
0.5

1.0

1.5

2.0

2.5

I

图 1 风扇叶片脱落事件不平衡量分布

3.0

态分布的估计是偏保守的。采用相同的方法对风车时
间进行分析可以得到相似的结果，这里不再赘述。

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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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ma-M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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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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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图 6 发动机飞行小时数超越率分布

会危及飞机安全时，要有停止发动机转动的措施。一

1.0

1.5
I

2.0

2.5

般来说，
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转子系统在飞行过程

3.0

（b）1-FCD

中几乎不可能停止，所以如果要符合 25.903 条（c）款

图 5 累积分布函数随不平衡量的变化关系

的要求，必须保证持续转动不会危及飞行安全[11]。为
此，符合性验证工作需要从载荷、强度、
系统和性能这

从上述分析可知，对数正态分布不仅能够很好地

4 个方面开展。具体来说包括：不平衡量和持续时间、

描述统计数据，而且对极端情况能给出了最保守的估

飞行载荷和飞行阶段、
强度评估、耐久性评估、系统完

计，所以后文的分析工作基于对数正态分布开展。

整性评估以及机组反应评估这 6 个方面。

从物理概念、设计要求以及统计数据的角度进行
综合分析后发现，不平衡量和风车时间几乎是相互独
立的 。因此定义联合概率密度函数
[10]

2.1 不平衡量和持续时间
风车状态的持续时间应该包括飞机预计的备降
时间。从图 6 中可见，不平衡量等于 1.0 与备降时间

P（x≥X，w≥W）=（1-F（x）
）
（1-FW（w）） （2）
X

60 min 组合发生的概率为 10-7～10-8，不平衡量等于

式中：x 为不平衡量；w 为风车时间；FX、FW 为累积分

1.0 与备降时间 180 min 组合发生的概率为 10-9 甚至

布函数。根据联合概率密度函数，定义超越率函数

更小。因此，当不平衡量等于 1.0 时不需要考虑备降

（x,w）
1 P
FER= N·
CT

（3）

式中：CT 为总飞行小时数；
NI 为飞机速度大于决断速
度 V 1 的事故数量。
按照前文所述，
考虑不平衡量和风车时间为对数
正态分布，采用联合概率密度函数进行计算。在不同

时间超过 180 min 的情况。从服役经验以及安全性要
求 2 个方面综合考虑，确定不平衡量等于 1.0 时风车
不平衡持续时间：
（1）1 h 备降飞行；
（2） 如果飞机的
最大备降时间超过 1 h，备降持续时间等于最大备降
时间，但不超过 3 h。
2.2 飞机的飞行载荷和飞行阶段

不平衡量和风车时间下发动机工作时数超越率的分

飞机部件上的载荷应该通过动态分析来确定。在

布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不平衡量等于 1.0 与风

风车状态的初始阶段，
假设飞机以典型的商载和真实

车时间为 180 min 组合的发生概率已经小于 10-9/ 飞

的燃油负载处于平飞状态，飞行速度、高度以及襟翼

行小时。至此，基于统计数据和统计学分析方法得到

的构型可以根据飞机飞行手册来确定。分析时应该考

了如图 6 所示的超越率分布曲线，为符合性验证工作

虑非定常的气动特性以及所有重要结构的自由度。振

奠定了基础。

动载荷的确定需要考虑上述 2 种备降时间对应的备

2 风车不平衡符合性验证要求
CCAR 25.903 条（c）款提出要求，如果持续转动

降剖面中重要阶段的载荷，重要的阶段包括：
（1）飞行
员建立巡航状态的初始阶段；
（2）巡航阶段；
（3）降落
阶段；
（4）进近着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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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可以根据气动参数或者其他参数的变化

假设初始的飞行环境为夜间，仪表气象条件

对飞行阶段进行进一步划分。载荷参数应该包括定义

(IMC)为去往最近的备降机场，进场着陆能见度距离

系统振动环境和开展驾驶舱评估所需要的加速度，同

至少为高度方向 90 m 和水平方向 1200 m，或者跑道

时还要考虑发动机损伤或周围环境温度变化对风车

可视范围（RVR）至少为 1200 m。

状态转频的影响。

2.6 飞行机组反应要求

2.3 强度要求
飞机主要结构能够承受以下飞行载荷与风车振
动载荷的组合：
（1）飞行员建立巡航状态的初始阶段和降落阶段
中振动的载荷峰值与 1g 飞行载荷的组合作为限制载
荷，极限载荷的安全系数为 1.375；

对于风车不平衡状态，驾驶舱的振动程度不应该
影响飞行机组在所有的飞行阶段以安全的方式继续
操纵飞机的能力。

3 发动机失效载荷及评估方法
确定发动机的失效载荷是航空发动机持续转动

（2）进近着陆阶段振动的载荷峰值与 1.15g 的正

符合性验证的 1 个重要内容，也是风车不平衡符合性

向对称平衡机动载荷的组合作为限制载荷，极限载荷

验证的输入条件。该部分从适航要求出发，确定发动

的安全系数为 1.375；

机失效载荷的评估和分析方法。

（3）巡航阶段的振动载荷与 1g 飞行载荷以及飞
机可能到达的最大运行速度下的飞行机动载荷的
70%的组合作为极限载荷；
（4）巡航阶段的振动载荷与 1g 飞行载 荷以 及

3.1 FAR 25.362 条款要求
2015 年 2 月 9 日，FAA 在第 25-141 号修正案中
正式颁布了 25.362 条款，对发动机失效载荷提出了
明确要求[12]。

25.341 条款中极限突风载荷的 40%的组合作为极限

瞬态失效载荷是指从发动机结构失效开始直到

载荷，极限突风载荷就是设计巡航速度 VC 达到飞机

发动机停止转动或者进入稳定风车转速这段时间内

可能的最大运行速度时的载荷。
此外，在强度计算时可以按照 25.613 条款的要
求选取材料的强度属性进行静强度分析。
2.4 耐久性要求
对于多载荷路径和止裂的
“破损 - 安全”结构，
疲
劳分析和损伤容限分析都可以用来表明结构的耐久
性。对于其他结构来说，结构的耐久性只可以通过损
伤容限分析的方法表明。
当采用疲劳分析的方法表明多载荷路径“破损 安全”结构的耐久性时，应考虑正常阶段和风车阶段
的累积的疲劳损伤的综合。当使用损伤容限分析的方
法来评估结构的耐久性时，应该表明飞机在规定的备
降时间里具有足够的剩余强度。评估应该考虑飞机制

所施加的载荷[13]。叶片失效、轴失效、轴承 / 轴支承失
效或鸟击等发动机结构失效会产生瞬时的动态载荷。
对于发动机安装节、吊挂和邻近的机体结构，必须能
够承受 1g 的飞行载荷与瞬时动态载荷组合而成的极
限载荷。条款就是要保证在发动机突然停车或者发动
机结构失效后，包括发动机其他部件发生了二次损
伤，飞机能够持续安全飞行和着陆。
发动机内部结构失效、吸入外来物会经常导致涡
轮发动机失效，发动机失效后会造成发动机突然减
速。无论发动机失效的原因是什么，上述情况可能对
发动机、发动机安装节、吊挂和附近的支撑结构施加
了显著的载荷。随着大涵道比涡轮发动机的发展，只

造时初始裂纹的扩展建立剩余强度的损伤程度。总的

考虑发动机扭矩所施加的载荷不能完全代表发动机

裂纹扩展应该包括在正常阶段和风车状态下的裂纹

安装节、吊挂和附近的支撑结构所承受的全部载荷。

扩展。

随着涵道比的增大，风扇叶片直径增大，风扇叶片弦

2.5 系统完整性要求

长增大，风扇叶片数量减少，发动机失效以及失效发

应该表明，在叶片脱落事件发生后，需继续安全

生后所承受的瞬态载荷增大。因此，申请人应该通过

飞行和着陆所必需的系统能够承受风车状态下以及

动态分析确定发动机失效瞬间以及失效后的典型载

上述备降时间内的振动。在评估中，
假设飞机在正常

荷。飞机和发动机的动态模型应该足以描述发动机失

的构型和条件下签派。关于最低主设备清单（MMEL）

效以及失效后，安装节、吊挂和附近支撑结构的瞬态

的附加情况，
不需要结合叶片脱落事件进行考虑。

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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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发动机结构失效
在所有的发动机结构失效中，
设计和试验经验已
经表明，叶片脱落对发动机和飞机机身施加的载荷可
能是最严重的。因此，FAR 25.362 条款要求评估发动
机安装节、吊挂和附近支撑结构的结构完整性时，需
要考虑叶片失效导致的瞬时动态载荷的影响。然而服
役经验表明，
其它严重的发动机结构失效会导致发动
机失去推力以及发动机的内部损伤。对于发动机设
计，申请人应该考虑这些失效所产生的载荷是否比叶
片脱落所产生的载荷更严重，比如轴失效、轴承 / 轴
支承失效 / 脱落以及吸鸟等。当评估吸鸟的影响时，
鸟的质量和数量应满足 33.76 条款的要求[14]。
此外，还应该考虑部分叶片脱落或者鸟撞击导致
发动机在严重的不平衡量下持续高速转动的情况。如
果发动机带有易熔化或者易碎的轴支承，同时发动机
能够在部分叶片脱落的情况下运转，在发动机停车之
前会形成很大的载荷。根据系统的模态特性，
一些部件
的运行载荷可能会超过叶片完全脱落时的瞬态载荷。
3.3 瞬态失效状态评估要求分析
申请人的评估应该表明，
从发动机结构失效那一

4 数学建模要求分析
分析飞机对发动机风车不平衡振动的响应是 1
个结构动力学问题，因此需要建立 1 套可接受的分析
方法分析不平衡振动的动力学特性并进行验证，获得
典型的或者偏保守的响应特性。为了进行结构、系统、
驾驶舱和人为因素的评估，需要得到传递到飞机上准
确的载荷和加速度，这就要求飞机和发动机构型的描
述应该具有足够的精度。如果可以表明风车载荷和加
速对飞机的影响有限，
那么可以相应减少飞机和发动
机构型描述的广度和深度。
分析所采用的模型应该在最大风车频率范围内，
从以下 3 方面进行验证：
（1）足够的细节来描述机体结构的动力学特性；
（2）足够的细节来描述发动机的风车状态；
（3）典型的气动力特征。
对于主要结构，要得到所有部件的载荷和加速
度；对于设备和人为因素的评估，可能还需要辅助其
他的分析和试验工作。比如，通过风车不平衡的动力
学分析可以给出地板的振动水平，但人为因素的评估
可能需要试验或分析来给出座椅和人员主体受到地

刻到发动机开始进入风车转速这段时间内，发动机引

板振动的影响。

起的载荷和振动不会导致发动机安装节、吊挂和附近

4.1 整体动力学模型

的支撑结构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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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在完整的飞机模型和发动机模型上开展飞

由于发生的频率较低，
一般在极限载荷状态下考

机动态响应的分析工作。飞机模型应该与颤振和动态

虑主要的发动机结构失效事件。FAR 25.362 条款中

突风合格审定所采用的模型具有类似的详细程度，同

已经明确指出：对于发动机的安装节和吊挂，极限载

时还应该能够体现非对称的响应。分析风车状态所采

荷系数为 1.0；对于附近的支撑结构来说，极限载荷系

用的动力学模型应该能够代表飞机可以预见的风车

数等于 1.25[15]。

状态的最大频率。整体动力学模型包含 5 部分：
（1）飞

申请人应该采用动力学分析的方法确定作用在
发动机安装节、吊挂和附近支撑结构上的载荷。分析
应该考虑所有重要结构的自由度。应该在叶片失效状
态和相应的转速下确定瞬态的发动机载荷，在整个叶
片飞出角度的范围内确定受影响部件的关键载荷。

机结构模型；
（2）发动机结构模型；
（3）控制系统模型；
（4）气动力模型；
（5）强迫函数和陀螺效应。
4.2 飞机结构模型
飞机结构模型应该能够计算机身上任意 1 点对
发动机风车不平衡的响应。飞机结构模型应包含整个

申请人根据包括飞机和发动机的整体模型确定

机体的质量、刚度和阻尼。一般认为，集中质量有限元

吊挂和机身的载荷，
其中的发动机模型是发动机制造

梁模型对分析机身响应来说是足够的。这类模型包含

商提供并且经过验证的。瞬时动态载荷的计算应该考

了飞机的每 1 个部件，
如机身、尾翼和机翼，它们作为

虑发动机在飞机上的安装位置以及最关键的飞机质

集中质量刚性连接到具有刚度特性的无质量的梁上。

量分布。

此外，分析风车不平衡问题时需要 1 个可以体现非对

如果发动机任何其他的结构失效产生的载荷比

称响应的全机模型，同时保证在风车频率下分析结果

叶片脱落产生的载荷还要大，应该通过动力学分析的

的可靠性。更详细的飞机有限元模型也是可以接受

方法评估这些状态，评估的标准和需要考虑的情况与

的。分析风车不平衡问题时使用的结构阻尼可以基于

叶片脱落类似。

地面振动试验（GVT）中的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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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发动机结构模型
发动结构模型用来分析发动机的动态特性风车
不平衡载荷。发动机结构模型包括 2D 中心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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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系数进行调整。定常流动的权重系数通常是将风洞
试验结果与理论数据进行比较后得到的。
4.5 强迫函数和陀螺力

带有 3D 特征（如安装节和吊挂）的中心线模型以及

应该考虑发动机陀螺力和不平衡强迫函数，这种

全 3D 有限元模型。这些模型中的任何 1 个都可以分

不平衡强迫函数应该根据 33.94 条款的符合性试验

析瞬态和稳态的动力学特性。

结果进行校准。

这类模型通常包含了推进系统的主要部件，包括
短舱、进气道、风扇罩、反推装置、尾喷管组件、机匣、
轴承座、转子以及有代表性的吊挂结构等。模型应该

5 数学模型验证要求
由于持续不平衡无法通过试验进行符合性验证，

考虑陀螺效应，同时为发动机和吊挂之间的界面以及

因此以数学模型为核心的分析方法就成为了主要的

所有部件之间的界面（例如：进气道和发动机、发动机

符合性验证方法。为了保证数学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

和反推装置）提供典型的连接方式。对于产生不平衡

性，应该在风车状态预期出现的最大频率下对数学模

量的发动机来说，应该在这种细节水平上进行建模，

型进行验证。

而对于正常运行状态下未受损伤的发动机来说，模型

5.1 飞机结构模型

能够反映其飞机风车状态下的协同响应就可以了。

为了表明对 25.629 条款符合性而进行的地面振

专门针对分析叶片脱落导致风车不平衡振动问

动试验，
可以在整个风车频率范围内验证飞机结构模

题建立的模型，通常应该包括风扇不平衡量、部件的

型。地面振动试验基于 1 个完整的飞机和发动机构

失效和磨损、
碰磨及其导致刚度的变化。对于在叶片

型，通过电动振动器输出振动力。

脱落过程中发生转子支承结构失效的发动机，制造商

相比风车状态的作用力，
地面振动试验所施加的

还需要评估在风车状态下，转子支承结构失效对发动

力是很小的，但该试验可以得到可靠的飞机和发动组

机结构响应的影响。

合的线性动力学特性。此外，风车状态的作用力也远

专门针对轴支承失效导致风车不平衡振动问题

小于结构所用材料产生非线性行为所需要的力。因

建立的模型，
通常应该考虑重力、稳定的来流载荷、转

此，通过地面振动试验验证的结构动力学模型适用于

/ 静子摩擦和间隙以及转子偏心距的影响。同时，还要

风车状态的分析。

考虑减速过程和风车状态中的二次损伤，如额外的质

但是，飞机地面振动试验不一定能够保证发动机

量损失、轴承的超载、轴的永久变形或其他影响系统

风车不平衡载荷传递的考虑是完全正确的。从发动机

动力学结构的变化。

通过吊挂传递到飞机的载荷特性，应通过试验和分析

4.3 控制系统模型

互相验证。特别是载荷施加点对于整体模型的动力学

分析中应该考虑自动飞行控制系统，除非表明自
动飞行控制系统在飞机对发动机不平衡产生的响应
中影响不大。
4.4 气动力模型
气动力对于飞机结构响应特性有重要影响。在分
析中如果不考虑气动力的影响，在大多数频率下得到
的结果可能是偏保守的，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因此，

特性的影响，需要在地面振动试验中通过采用多激振
位置进行研究。
将在地面振动试验中得到的结构阻尼应用到风
车动态响应分析中是偏保守的。根据对风车状态的具
体情况，
对更大的幅值采用更高的阻尼值。
5.2 发动机结构模型
基于专门的振动试验和 33.94 条款中风扇叶片

应考虑引入经验证的气动力模型。对与不可压缩或可

脱落试验验证发动机模型。如果 33.94 条款的符合性

压缩流动，如果有需要，推荐使用非定常 3 维平板理

是通过相似性来替代试验进行表明的，那么发动机模

论方法对风车状态进行建模。如果由于控制面偏转而

型的验证应该与以往的经验相关。

产生的气动面和主翼面间的相互作用影响过大，则需

包括吊挂在内的发动机模型静态结构的验证，是

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考虑。气动模型的详细程度应该通

通过发动机和部件的试验共同完成的，这些试验中包

过试验或以往相似构型的使用经验确定。主翼面和控

含了主要载荷传递部件的结构试验。通过测量风扇和

制面的气动导数应该根据气动弹性响应求解中的权

其它转子中加入不平衡量时发动机的振动响应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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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发动机模型是否能够预测转子的临界速度和强迫

WANG Zhanxue, WANG Yongjie, QIAO Weiyang, et al. Extrapolating

响应特性。在发动机的研发过程中，
通过收集多台发

component maps into the low speed and simulation of windmilling per-

动机上监测的振动数据，为模型相关性的修正提供可
靠的基础。
因为风车状态的分析工作包含了在较大不平衡

formance of turbofan engine

[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

2006, 27(2): 146-150.（in Chinese）
[3] 沃尔什 P P，弗莱彻 P. 燃气涡轮发动机性能[M]. 上海: 上海交通大
学出版社, 2014: 478-482.

载荷的水平下预测整个推进系统的响应情况，所以上

Walsh P P， Fletcher P. Gas turbine performance

述的验证内容对于风车载荷的描述是非常重要的。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478-482.（in Chinese）

模型与 33.94 条款试验相关联，可以表明模型能
够准确预测叶片脱落的初始载荷，衰减的共振响应特

[M]. Shanghai:

[4] 朱之丽, 陈敏, 唐海龙, 等. 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工作原理及性能
[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122-125.
ZHU Zhili, CHEN Min, TANG Hailong, et al. Working principle and

征、频率、潜在的结构失效以及一般发动机的移动和

performance of aircraft gas turbine engines [M]. Shanghai：Shanghai

位移。为了能够将模型与 33.94 条款试验进行关联，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122-125.（in Chinese）

需要使用测试仪器（如高速电影和视频摄像机、加速

[5] U.S.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Advisory circular 25-24 sustained

计、应变计、连续导线和转轴速度测量计）对发动机试

engine imbalance [S]. U.S.: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2000:

验时的叶片脱落进行测试。
5.3 气动力模型
在风车频率的范围内，
整机在空气中的动态特性
通过 CCAR 25.629 条款的飞行颤振试验进行验证。

6 结论
风车不平衡状态是会影响飞行安全的 1 个典型
的持续不平衡状态。本文围绕风车不平衡状态的符合
性验证工作开展了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13.
[6] U.S.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Advisory circular 33.63-1 turbine
engine vibration

[S]. U.S.: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2007:

1-15.
[7] 中国民用航空局. CCAR-25R4《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S]. 北京: 中
国民用航空局, 2011: 101.
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CCAR-25R4 Airworthiness
standards: transport category airplanes [S]. Beijing: 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2011: 101.（in Chinese）
[8] 中国民用航空局. CCAR-33R2《航空发动机适航规定》[S]. 北京: 中
国民用航空局, 2011: 38-39.

（1）不平衡量等于 1.0 与 1 h 备降时间组合、不

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CCAR-33R2 Airworthiness

平衡量等于 1.0 与最大不超过 3 h 备降时间组合作

standards: aircraft engines [S]. Beijing: 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of

为符合性验证的条件，
能够满足安全性要求。
（2）风车不平衡的符合性验证工作包括飞行阶段
和载荷的分析、
强度分析、
耐久性分析、
系统完整性分
析以及包括机组人员在内的人为因素分析。
（3）符合性验证中应该确定对发动机和飞机施加
的最严重载荷，
并且应该通过评估表明最严重的载荷
及其引起的振动不会导致发动机安装节、吊挂和附近
的支撑结构失效。
（4）通过整体动力学模型开展的分析工作是表明

China, 2011: 38-39.
[9] U.S.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Advisory circular 33-5 turbine engine rotor blade containment/durability [S]. U.S.: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1990: 1-18.
[10] Aviation Rulemaking Advisory Committee. Engine windmilling imbalance loads [R]. USA: U.S.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1997.
[11] 白杰. 运输类飞机适航要求解读:第 4 卷 动力装置[M]. 北京: 航空
工业出版社, 2013: 11-25.
BAI Jie. Transport category airplane airworthiness standard interpretation volume 4 - powerplant [M]. Beijing: Aviation Industry Press,
2013: 11-25.（in Chinese）

符合性的重要方法之一。整体动力学模型主要包括飞

[12]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inal rule harmonization of airwor-

机结构模型、发动机结构模型和控制系统模型，同时

thiness standards: gust and maneuver load requirements [R]. USA: U.

考虑气动力和陀螺效应的影响。模型在应用之前必须

S.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2015.

通过相关试验进行验证。
参考文献：
[1] Von Groll G. Windmilling in aero-engines [D]. UK: University of London, 2000.
[2] 王占学, 王永杰, 乔渭阳, 等. 涡轮发动机低转速部件特性扩展和风
车状态性能模拟[J]. 推进技术, 2006, 27(2): 146-150.

[13]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Advisory circular 25.362-1 engine
failure loads [S]. U.S.: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2014: 1-8.
[14] U.S.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Advisory circular 33.76-1A bird
ingestion certification standards [S]. U.S.: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2009: 1-12.
[15] European Aviation Safety Agency. CS-25 certification specifications
for large aeroplanes [S]. Germany: EASA, 2013: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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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曦，
李志鹏（5-1）
WANG Xi, LI Zhi-peng（5-1）

存在数据丢包的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器设计
Controller Design for Aeroengine with Communication Data Dropout in DCS
基于直升机 / 发动机综合模型的变旋翼转速控制研究

宋军强，
黄金泉，
潘慕绚（5-8）
SONG Jun-qiang, HUANG Jin-quan, PAN Mu-xuan（5-8）
陈国强，杨 娟（5-14）

Research on Variable Rotor Speed Control Based on Integrated Helicopter / Engine Model
步进电机驱动的燃油计量装置建模与仿真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of Fuel Metering Unit Driven by Stepping Motor
全权限数字电子控制器雷电试验方法研究

CHEN Guo-qiang, YANG Juan（5-14）
曹启威，
王 彬，赵皓岑，
叶志锋（5-21）
CAO Qi-wei, WANG Bin, ZHAO Hao-cen, YE Zhi-feng（5-21）
孔祥明，
邵志江，
顾颖慧（5-26）

Lightning Test Methods for FADEC
SPWM 控制算法的 Matlab 仿真和失真度分析

KONG Xiang-ming, SHAO Zhi-jiang, GU Ying-hui（5-26）
余乐咏，张小妍，
范 明，季国林（5-32）

Research on Matlab Simulation and THD Analysis for SPWM Control Algorithm
用于分级燃烧的高性能燃油分配器的改进设计与仿真

YU Le-yong, ZHANG Xiao-yan, FAN Ming, JI Guo-lin（5-32）
李 鑫，
张 荣，叶志锋（5-38）

Improved Design and Simulation of High Performance Fuel Distributor for Staged Combustion
SCADE 在航空发动机 FADEC 软件开发中的应用

LI Xin, Zhang Rong, Ye Zhi-feng（5-38）
方 伟，周彰毅（5-43）

Research on SCADE for Aeroengine FADEC Software
半物理试验起动阶段低温燃油流量计量技术路径探究
Measurement Technology of Fuel Flow under Low Temperature Starting in Semi-physical Test

FANG Wei, ZHOU Zhang-yi（5-43）
史春雨（6-1）
SHI Chun-yu（6-1）

国外涡桨发动机控制技术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Turboprop Engine Control Technology in the West
基于 FPGA 的步进电机细分控制研究
Research on Microstep Control of the Stepping Motor Based on FPGA

陈怀荣，
王 曦（6-9）
CHEN Huai-rong, WANG Xi（6-9）
古玉雪，张小妍，李华忠，
何 流，蒋文亮（6-18）
GU Yu-xue, ZHANG Xiao-yan, LI Hua-zhong, HE Liu, JIANG Wen-liang（6-18）

基于确定学习理论的轴流压气机系统分岔预测
Precursor for Bifurcation of Axial Compression System based on Deterministic Learning

文彬鹤，王

聪，
易学飞，闻 伟，朱爱峰（6-23）

WEN Bin-he, WANG Cong, YI Xue-fei, WEN Wei, ZHU Ai-feng（6-23）
万照云（6-30）

微型涡轮喷气发动机风车起动特性研究
Study on Micro Turboengine Windmill Starting Characteristics
设计 Design
基于蜂群算法的变循环发动机最小耗油率优化

WAN Zhao-yun（6-30）
骆广琦，
李

游，
吴

涛，
胡砷纛，
曾剑臣（1-1）

The Minimum Fuel Consumption Optimization of Variable Cycle Engine Based on Artificial Bee Colony Algorithm
LUO Guang-qi，
LI You，
WU Tao，
HU Shen-dao，
Zeng Jian-chen（1-1）
90°多弯管阻力系数计算方法
Calculation Method of Resistance Coefficient in 90毅 Combined Bends
塞锥形状和偏转角对轴对称塞式喷管气动性能的影响

成锋娜，
常海萍，
田兴江，
张镜洋，
陆海鹰（1-6）

CHENG Feng-na，
CHANG Hai-ping，TIAN Xing-jiang，
ZHANG Jing-yang，LU Hai-ying（1-6）
王 旭，张靖周，单 勇（1-11）

Effects of Plug Shape and Vectoring Angle on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Axisymmetric Plug Nozzle
涡轴发动机双回路 PI 控制器多发功率匹配

WANG Xu，ZHANG Jing-zhou，SHAN Yong（1-11）
杨 超，
王 曦，
时瑞军，周剑波，高世煌（1-16）

Power Balance for Multiple Engines Based on Double-Loop PI Controller for Turboshaft
YANG Chao, WANG Xi, SHI Rui-jun, ZHOU Jian-bo, GAO Shi-huang（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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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瑞卿，
唐正府，
尚守堂，
吕付国，
李

锋（1-21）

Simulation on Influence of Alternative Fuel on Combustor Performance for Aeroengine
GUO Rui-qing，
TANG Zheng-fu，
SHANG Shou-tang，
LYU Fu-guo，
LI Feng（1-21）
基于共振分析的发动机附件传动系统危险齿轮的确定
Determine the Dangerous Gear in Accessory Gear System of Engine Based on Resonance Analysis

欧阳旭靖，
郭 梅，
王建军（25）
OUYANG Xu-jing, GUO Mei, WANG Jian-jun（1-25）

薄壁构件试验模型的动力学相似设计方法
Dynamic Similitude Design Method of Experimental Models for Thin Walled Structures
基于燃气分析法的航空发动机燃烧室性能研究

王

有，罗 忠，曲 涛，
王德友，
刘永泉（1-32）

WANG You，
LUO Zhong，
QU Tao，
WANG De-you，
LIU Yong-quan（1-32）
李亚娟，
王明瑞，葛 新，韩 冰，
马 征，
贾琳妍（1-37）

Research on Aeroengine Combustor Performance Based on Gas Analysis Method
LI Ya-juan，
WANG Ming-rui，
GE Xin，
HAN Bing，
MA Zheng，JIA Lin-yan（1-37）
燃油管路系统振动特性有限元模拟技术
赵伟志，
陈志英（1-42）
Research on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Technology of Fuel Pipe System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ZHAO Wei-zhi，
CHEN Zhi-ying（1-42）
变壁厚气冷涡轮叶片结构参数化设计方法
Parametric Design Method of Air-Cooled Turbine Blade Structure with Variable Thickness
基于微分进化算法的航空发动机模型修正
Correction of Aeroengine Model Based on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lgorithm
液态水含量对防冰表面水膜流动换热的影响

钟治魁，
郝艳华，
黄致建（1-48）
ZHONG Zhi-kui，HAO Yan-hua，
HUANG Zhi-jian（1-48）
朱正琛，
李秋红，
王 元，
潘鹏飞（1-53）
ZHU Zheng-chen，
LI Qiu-hong，
WANG Yuan，
Pan Peng-fei（1-53）
郑 梅，
朱剑鋆，
董 威（1-59）

Influence of Liquid Water Content on Flow and Heat Transfer of Water Film on Anti-Icing Surfaces
基于 ADAMS 的静叶联调机构参数化设计
Parametric Design of Stator Blade Jointly Adjusting Mechanism Based on ADAMS
某型发动机润滑供油系统流量仿真分析
Analysis of Flow Simulation on an Aeroengine Lubrication System
前缘半径对钛合金叶片抗外物损伤能力影响的数值分析

ZHENG Mei, ZHU Jian-jun, DONG Wei（1-59）
梁 爽，
印雪梅，
王 华（1-65）
LIANG Shuang，
YIN Xue-mei，
WANG Hua（1-65）
苏媛媛，
毛福荣，
路 彬（1-70）
SU Yuan-yuan，
MAO Fu-rong，
LU Bin（1-70）
孙护国，
李永建，
叶 斌（2-1）

Numerical Analysis of Effects of Leading Edge Radius on Resistance to Foreign Object Damage Capability of Titanium Alloy Blade
SUN Hu-guo，
LI Yong-jian，
YE Bin（2-1）
气液 2 相离心甩油盘设计
Design of a Gas-liquid Two-phase Slinger
低排放燃烧室化学反应器网络模型的参数化
Parameterized Chemical Reactor Networks Molds of Low-Emission Combustor

蒋雪辉（2-7）
JIANG Xue-hui（2-7）
刘 闯，
李鹏飞，
刘 勇，
朱冬清，
金仁瀚（2-11）
LIU Chuang，
LI Peng-fei，
LIU Yong，
ZHU Dong-qing，
JIN Ren-han（2-11）

射流角度对 M-TIB 燃烧性能影响分析
Analysis of Influence of Air Injection Angle on Combustion Performance for M-TIB Combustor
基于体积力模型的 1 维涡轮特性评估方法
A One-Dimensional Simulation Method to Evaluate Turbine Performance Based on Body Forced Model
面向方案设计阶段的发动机质量评估方法
Estimation Method of Aeroengine Weight at Concept Design Stage
考虑限制保护的航空发动机起动控制技术
Starting Control Strategy Considering Limit Protection for Turbofan Engine
鼠笼式弹性支承结构参数分步优化设计方法

张 鑫，
唐 豪（2-17）
ZHANG Xin，
TANG Hao（2-17）
何 杰，
邹正平，
姚李超（2-22）
HE Jie，
ZOU Zheng-ping，
YAO Li-chao（2-22）

胡殿印，
胡 丹，
霍 枫，
樊 江，
陈高翔（2-27）
HU Dian-yin，
HU Dan，
HUO Feng，
FAN Jiang，CHEN Gao-xiang（2-27）
殷 锴，
魏 芳，
张 荣，
黄 浏，
李志鹏，
王 曦（2-34）
YIN Kai，
WEI Fang，
ZHANG Rong，
HUANG Liu，
LI Zhi-peng，
WANG Xi（2-34）
唐 瑞，
郭 健，
罗 忠，
王德友，
刘永泉（2-38）

Optimal Design Method of Squirrel Cage Elastic Support by Stages
TANG Rui，
GUO Jian，
LUO Zhong，
WANG De-you，
LIU Yong-quan（2-38）
基于热管理技术的航空发动机滑油系统热分析方法
苏 壮，
毛宏图，
宋冠麟（2-44）
Thermoanalysis Method of Aeroengine Lubrication System Based on Heat Management Technology
SU Zhuang, MAO Hong-tu, SONG Guan-lin（2-44）
基于优化智能网络的发动机推力指令模型
潘 阳，李秋红，
顾书文，
李业波（2-51）
Aeroengine Thrust Command Model Based on Optimized Intelligent Networks
民用发动机空中慢车性能设计方法

PAN Yang，LI Qiu-hong，
GU Shu-wen，LI Ye-bo（2-51）
曾 涛（2-57）

Design Method of Commercial Aircraft Engine Flight Idle
典型工况下低排放燃烧室的压力振荡特性

ZENG Tao（2-57）
李文朝，
林宇震，
秦 皓（2-61）

Pressure Oscil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ow Emissions Combustor in Typical Conditions
基于响应面法的齿轮容差设计方法研究

LI Wen－zhao，
LIN Yu－zhen，
Qin Hao（2-61）
王桂华，
井海龙，
史妍妍，
陈云霞（3-1）

Methods of Tolerance Design for Gears Based on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WANG Gui-hua，JING Hai-long，
SHI Yan-yan，CHEN Yun-xia（3-1）
支承刚度和轴向位置对某型对转发动机低压转子临界转速的影响
邓旺群，
王 毅，
聂卫健，
何 萍，
徐友良，
杨 海（3-7）
Influence of Supporting Stiffness and Axial Location on Critical Speeds of a Low-pressure Rotor of a Counter Rotating Engine
DENG Wang-qun，
WANG Yi，
NIE Wei-jian，
HE Ping，XU You-liang，
YANG Hai（3-7）
压差控制器的稳定性分析和设计参数的研究
Differential Pressure Controller Stability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Design Parameters
航空发动机涡轮噪声适航性评估平台设计及应用

李洪胜，
王

曦，王华威，
党 伟，
张

耿（3-12）

LI Hong-sheng, WANG Xi, WANG Hua-wei, DANG Wei, ZHANG Geng（3-12）
张 鸿，
江朝振，
闫国华（3-17）

104

第 42 卷

航 空 发 动 机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Turbine Noise Airworthiness Assessment Platform of Aeroengine

ZHANG Hong，JIANG Chao-zhen，
YAN Guo-hua（3-17）

2 级涡轮内部流动定常与非定常计算差异研究
Study of Differences between Steady and Unsteady Computation for Two-Stage Turbine Internal Flow

杨

杰，
周

颖，
潘尚能，卢聪明（3-21）

YANG Jie, ZHOU Ying, PAN Shang-neng, LU Cong-ming（3-21）
郭 霞，
章焕章，
程小勇，王少波（3-28）

高转速大长径比传动杆动态特性研究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Study on Transmission Rod with High Speed and Large Aspect Ratio
GUO Xia，ZHANG Huan-zhang，CHENG Xiao-yong，WANG Shao-bo（3-28）
基于机载实时模型的发动机执行机构故障状态参数估计
何佳倩，李建榕，张志舒（3-33）
Actuator Fault State Parameter Estimation of Aeroengine based on On-Board Real Time Model
基于振动能量积奇异值分解的航空发动机振动状态识别
Recognition of Different Vibration States of Aeroengine Based on the Vibration Energy Product SVD
2 元超声速混压式进气道的设计及进 - 发匹配分析
Design for Two-Dimensional Supersonic Mixed Compression Inlet and Analysis of Inlet-Engine Matching
失调叶盘结构模态特性及抗共振可靠度分析

HE Jia-qian，
LI Jian-rong，
ZHANG Zhi-shu（3-33）
秦海勤，徐可君（3-38）
QIN Hai-qin，XU Ke-jun（3-38）
余天宁，吴 虎（3-43）
YU Tian-ning，
WU Hu（3-43）
王鹞玮，
白广忱，
白 斌，
姚 伟，
高海峰（3-48）

Analysis of Modal Characteristics and Anti-Resonance of Mistuned Bladed Disk
WANG Yao-wei，
BAI Guang-chen，
BAI Bin，YAO Wei，
GAO Hai-feng（3-48）
基于气动性能优化的某型发动机外涵机匣结构设计
田大可，
袁长龙，
徐 雪，
张德志，王海龙（4-43）
Research on Structure Design of the Bypass Casing for a Certain Type Aeroengine Based on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TIAN Da-ke, YUAN Chang-long, XU Xue, ZHANG De-zhi, WANG Hai-long（4-43）
赵传亮，
呼 姚，
马宏宇，
尚守堂（4-47）

燃气轮机燃烧室火焰筒耐温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Heat Resisting Techniques for Gas Turbine Combustor Liner
ZHAO Chuan-liang, HU Yao, MA Hong-yu, SHANG Shou-tang（4-47）
点火参数对煤油活塞发动机燃烧影响的数值模拟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Influence of Ignition Parameters on Combustion of Kerosene Piston Engine

贝太学，
魏民祥，
刘

锐，
李冰林，牛燕华（4-55）

BEI Tai-xue, WEI Min-xiang, LIU Rui, LI Bing-lin, NIU Yan-hua（4-55）
罗 莉，
施一长，
李 杰，
王克菲，陈亚龙（4-60）

圆弧端齿对涡轮螺栓连接影响的数值研究

Numerical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Curvic Couplings on Turbine Bolt Connection
LUO Li, SHI Yi-chang, LI Jie, WANG Ke-fei, CHEN Ya-long（4-60）
某型燃气轮机枞树形榫接结构多齿形参数优化分析
宗洪明，
陶海亮，高 庆，
谭春青（4-64）
Structural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of Gas Turbine Fir-Tree Attachment with Various Tooth Profile Parameters
基于归一化参数模型的涡轮盘和涡轮叶片蠕变分析
Analysis of Creep Based on Normalized-Parameter Model for Turbine Disk and Blade

ZONG Hong-ming，
TAO Hai-liang，GAO Qing，
TAN Chun-qing（4-64）
李宏新，王延荣，程域钊（5-48）
LI Hong-xin，
WANG Yan-rong，
CHENG Yu-zhao（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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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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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防冰引气对组合压气机性能影响的数值模拟研究
Numerical Simulation Investigation on Influence of Anti-icing Bleed on Performance of Combined Compressor

贺

丹，
李

杜，张锦纶，邹学奇（5-63）

HE Dan, LI Du, ZHANG Jin-lun, ZOU Xue-qi（5-63）
傅 亮，
陈 勇，
王安正（5-70）

旋转帽罩表面积冰甩脱位置的数值模拟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Ice Shedding from Spinning Cone
基于有效面积作用的膜盒式压力比敏感元件设计

FU Liang, CHEN Yong, WANG An-zheng（5-70）
王战生，
崔国序（5-76）

Design of Capsule Pressure-Ratio Sensitive Element Based on Effect of Effective Area
开式转子发动机计算模型及调节研究
Research on Open Rotor Engine Caculating Model and Control Schedule
航空发动机套齿结构配合稳健性优化设计

WANG Zhan-sheng，
CUI Guo-xu（5-76）
屠秋野，
倪力伟，
杨祥明，郑 恒，
蒋 平（6-36）

TU Qiu-ye, NI Li-wei, YANG Xiang-ming, ZHENG Heng, JIANG Ping（6-36）
刘宏蕾，陈志英，周 平（6-44）

Robust Optimization Design of Aeroengine Mating Spline Structure
3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循环参数匹配模拟

LIU Hong-lei，
CHEN Zhi-ying，
ZHOU Ping（6-44）
刘 勤，
李刚团，黄红超（6-51）

Matching Simulation on Cycle Parameter of Triple Bypass Variable Cycle Engine
涡轮叶片径向槽轴向长度对超紧凑燃烧室性能的影响
Effects of Cavity Length of Turbine Radial Vane Cavity on Performance of Ultra-Compact Combustor
试验 Experiment
大扩张角涡轮过渡段性能试验和数值研究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Performance of an Aggressive Intermediate Turbine Duct
AZ31B 镁合金大应变循环变形行为研究
Cyclic Deformation Behavior of AZ31B Magnesium Alloy at Large Amplitude

LIU Qin，LI Gang-tuan，HUANG Hong-chao（6-51）
王力军，周 辉，
江金涛（6-55）
WANG Li-jun, ZHOUHui, JIANG Jin-tao（6-55）
施鎏鎏，
罗华玲，
张

颜，
刘火星（1-75）

SHI Liu-liu, LUO Hua-ling, ZHANG Yan, LIU Huo-xing（1-75）
耿长建，
师俊东，
李晓欣，
王志宏，
滕佰秋（1-79）

GENG Chang-jian，SHI Jun-dong，LI Xiao-xin，
WANG Zhi-hong，
TENG Bai-qiu（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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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瑶朋，
王少波（1-84）

Experimental Study on Combustion Performance of Multiple Incline Holes Cooling Flame Tube
某压气机试验件转子平衡精度分析

DIAO Yao-peng, WANG Shao-bo（1-84）
纪福森，
翟贤超（1-88）

Analysis of Balance Precision for a Compressor Test Rig
欠频响压力探针测量压气机动态流场的结果分析

JI Fu-sen，ZHAI Xian-chao（1-88）
马宏伟，
魏 巍，
张 良，
官 辉（2-67）

Analysis of the Measured Unsteady Flow Field Using a Quasi Fast Response Pressure Probe
航空发动机机匣包容试验叶片飞脱方法

MA Hong-wei，WEI Wei，
ZHANG Liang，
GUAN Hui（2-67）
郭明明，
吕登洲，
洪伟荣，
曹继来（2-73）

Blade out Methods of Aeroengine Case Containment Test
GUO Ming-ming，
LYU Deng-zhou，
HONG Wei-rong，
CAO Ji-lai（2-73）
1 种用于涡轮出口总温测量的新型热电偶的设计
刘绪鹏，
刘忠奎，
孙 琪（2-77）
Design of Thermocouple Probe for Measurement of Turbine Outlet Total Temperature
LIU Xu-peng, LIU Zhong-kui, SUN Qi（2-77）
内机匣故障对燃烧室性能影响的数值与试验研究
王文波，
岳 明，
金 捷（2-83）
Numerical and Experimental Study of Effect of Inner Casing Failure on Combustor Performance
基于损伤力学的 GH4169 合金低循环裂纹萌生寿命预测

WANG Wen-bo，
YUE Ming，
JIN Jie（2-83）
初金阳，
胡殿印，
毛建兴，
王荣桥，
申秀丽（2-88）

Prediction of GH4169 Low Cycle Crack Initiation Life based on Damage Mechanics
CHU Jin-yang，
HU Dian-yin，
MAO Jian-xing，
WANG Rong-qiao，
SHEN Xiu-li（2-88）
级负荷系数为 0.42 的小流量轴流压气机设计与试验验证
王立志，
阳诚武，
张香华，
路纵横（3-54）
Design and Measurements for a Small Flow Rate Axial Compressor with Stage Work Coefficient of 0.42
WANG Li-zhi, YANG Cheng-wu, ZHANG xiang-hua, LU Zong-heng（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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